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 

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交通运输部公布  根据 2022 年 9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

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保

护内河水域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水域环境，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实行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及时处置、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

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管理。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全国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

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具体负责管辖区

域内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

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中国籍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

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经海事管理机构或者其认可的船舶检

验机构检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外国籍船舶防治污染的结构、设备、器材应当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经船旗国政府或者其

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船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可以免除配备相应的污染物处

理装置的，应当在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中予以注明。 

第六条 船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

约、协定的要求，具备并随船携带相应的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

域环境的证书、文书。 

第七条 船员应当具有相应的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

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船舶防污染程序和要求，经过相应

的专业培训，持有有效的适任证书和合格证明。 

从事有关作业活动的单位应当组织本单位作业人员进行

防治污染操作技能、设备使用、作业程序、安全防护和应急反

应等专业培训，确保作业人员具备相关防治污染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 

第八条 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水上修造、水

上拆解、打捞等作业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和标



准，配备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并保持良好的技

术状态。同一港口、港区、作业区或者相邻港口的单位，可以

通过建立联防机制，实现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的统一调

配使用。 

港口、码头、装卸站应当接收靠泊船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

生的船舶污染物。从事船舶水上修造、水上拆解、打捞等作业

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处理船舶修造、打捞、拆解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 

第九条 150总吨及以上的油船、油驳和 400总吨及以上

的非油船、非油驳的拖驳船队应当制定《船上油污应急计划》。

150总吨以下油船应当制定油污应急程序。 

150 总吨及以上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当按照

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制定《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应急计划》和

货物资料文书，明确应急管理程序与布置要求。 

400 总吨及以上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可以制定

《船上污染应急计划》，代替《船上有毒液体物质污染应急计

划》和《船上油污应急计划》。 

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针对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

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为运输船舶配

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港口、码头、装卸站的经营人以及有关作业单位应当制定

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应急预案，每年至

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并做好记录。 

第十条 依法设立特殊保护水域涉及防治船舶污染内河



水域环境的，应当事先征求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并由海事管

理机构发布航行通（警）告。设立特殊保护水域的，应当同时

设置船舶污染物接收及处理设施。 

在特殊保护水域内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应当遵守特

殊保护水域有关防污染的规定、标准。 

第十一条 船舶或者有关作业单位造成水域环境污染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

当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船舶污染损

害责任保险单证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携带。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

营人，应当向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商业性保险机构和互助性

保险机构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船舶污染事故引起的污染损害赔偿争议，当事

人可以申请海事管理机构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申请仲

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一方中途退出调解的，应当及时

通知海事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终止调解，并通知其他

当事人。 

调解成功的，由各方当事人共同签署《船舶污染事故民事

纠纷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或者在 3 个月内未达成调解协议

的，应当终止调解。 

 

第三章 船舶污染物的排放和接收 

 



第十三条 在内河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不得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标准和交通运输部的规定向内河水

域排放污染物。不符合排放规定的船舶污染物应当交由港口、

码头、装卸站或者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理。 

禁止船舶向内河水体排放有毒液体物质及其残余物或者

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或者其他混合物。 

禁止船舶在内河水域使用焚烧炉。 

禁止在内河水域使用溢油分散剂。 

第十四条 150总吨及以上的油船、油驳和 400总吨及以

上的非油船、非油驳的拖驳船队应当将油类作业情况如实、规

范地记录在经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油类记录簿》中。 

150总吨以下的油船、油驳和 400总吨以下的非油船、非

油驳的拖驳船队应当将油类作业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在《轮

机日志》或者《航行日志》中。 

载运散装有毒液体物质的船舶应当将有关作业情况如实、

规范地记录在经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货物记录簿》中。 

船舶应当将使用完毕的《油类记录簿》《货物记录簿》在

船上保留 3年。 

第十五条 船长 12 米及以上的船舶应当设置符合格式要

求的垃圾告示牌，告知船员和旅客关于垃圾管理的要求。 

1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经核准载运 15 名及以上人员

且单次航程超过 2 公里或者航行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船舶，应

当持有《船舶垃圾管理计划》和海事管理机构签注的《船舶垃

圾记录簿》，并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况如实、规范地记录于



《船舶垃圾记录簿》中。《船舶垃圾记录簿》应当随时可供检

查，使用完毕后在船上保留 2年。 

本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船舶应当将有关垃圾收集处理情

况记录于《航行日志》中。 

第十六条 禁止向内河水域排放船舶垃圾。船舶应当配备

有盖、不渗漏、不外溢的垃圾储存容器或者实行袋装，按照《船

舶垃圾管理计划》对所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存放。 

船舶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其他危险成分的垃圾排入

港口接收设施或者委托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的，应当提前

向对方提供此类垃圾所含物质的名称、性质和数量等信息。 

第十七条 船舶在内河航行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声响装

置，并符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有关要求。 

第十八条 船舶使用的燃料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要求，鼓励船舶使用清洁能源。 

船舶不得超过相关标准向大气排放动力装置运转产生的

废气以及船上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第十九条 来自疫区船舶的船舶垃圾、压载水、生活污水

等船舶污染物，应当经检疫部门检疫合格后，方可进行接收和

处理。 

第二十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在污染物接收作业完毕

后，应当向船舶出具污染物接收处理单证，并将接收的船舶污

染物交由岸上相关单位按规定处理。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证上应当注明作业双方名称、作业开始

和结束的时间、地点，以及污染物种类、数量等内容，并由船



方签字确认。船舶应当将船舶污染物接收单证与相关记录簿一

并保存备查。 

 

第四章 船舶作业活动的污染防治 

 

第二十一条 从事水上船舶清舱、洗舱、污染物接收、燃

料供受、修造、打捞、拆解、污染清除作业以及利用船舶进行

其他水上水下活动的，应当遵守相关操作规程，采取必要的防

治污染措施。 

船舶在港从事前款所列相关作业的，在开始作业时，应当

通过甚高频、电话或者信息系统等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作业时

间、作业内容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托运人交付船舶载运具有污染危害性货物

的，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确保货物状况符合船舶载运

要求和防污染要求，并在运输单证上注明货物的正确名称、数

量、污染类别、性质、预防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曾经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空容器和空运输组件，在未彻

底清洗或者消除危害之前，应当按照原所装货物的要求进行运

输。 

交付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质不明的货物，货物所有人或者

其代理人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机构进行货物污染危

害性评估分类，确定安全运输条件，方可交付船舶载运。 

第二十三条 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应当具备与所载

货物危害性质相适应的防污染条件。 



船舶不得载运污染危害性质不明的货物以及超过相关标

准、规范规定的单船限制性数量要求的危险化学品。 

第二十四条 船舶运输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

等货物的，应当采取封闭或者其他防护措施。 

从事前款货物的装卸和过驳作业，作业双方应当在作业过

程中采取措施回收有毒有害气体。 

第二十五条 从事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的，

作业双方应当在作业前对相关防污染措施进行确认，按照规定

填写防污染检查表，并在作业过程中严格落实防污染措施。 

第二十六条 船舶从事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水上过

驳作业时，应当遵守有关作业规程，会同作业单位确定操作方

案，合理配置和使用装卸管系及设备，按照规定填写防污染检

查表，针对货物特性和作业方式制定并落实防污染措施。 

第二十七条 船舶进行下列作业，在长江、珠江、黑龙江

水系干线作业量超过 300吨和其他内河水域超过 150吨的，港

口、码头、装卸站应当采取包括布设围油栏在内的防污染措施，

其中过驳作业由过驳作业经营人负责： 

（一）散装持久性油类的装卸和过驳作业，但船舶燃油供

应作业除外； 

（二）比重小于 1（相对于水）、溶解度小于 0.1%的散装

有毒液体物质的装卸和过驳作业； 

（三）其他可能造成水域严重污染的作业。 

因自然条件等原因，不适合布设围油栏的，应当采取有效

替代措施。 



第二十八条 从事船舶燃料供应作业的单位应当建立有

关防治污染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配备足够的防污染设备、

器材和合格的人员。 

从事船舶燃料供受作业，作业双方应当在作业前对相关防

污染措施进行确认，按照规定填写防污染检查表，并在作业过

程中严格落实防污染措施。 

第二十九条 从事船舶燃料供受作业的水上燃料加注站

应当满足国家规定的防污染技术标准要求。 

水上燃料加注站接受燃料补给作业应当按照污染危害性

货物过驳作业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条 水上船舶修造及其相关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污

染物应当及时清除，不得投弃入水。 

船舶燃油舱、液货舱中的污染物需要通过过驳方式交付储

存的，应当遵守污染危害性货物过驳作业管理要求。 

船坞内进行的修造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当进行坞内清

理和清洁，确认不会造成水域污染后，方可沉坞或者开启坞门。 

第三十一条 从事船舶水上拆解的单位在船舶拆解作业

前，应当按规定落实防污染措施，彻底清除船上留有的污染物，

满足作业条件后，方可进行船舶拆解作业。 

从事船舶水上拆解的单位在拆解作业结束后，应当及时清

理船舶拆解现场，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船舶拆解产生的污

染物。 

禁止采取冲滩方式进行船舶拆解作业。 

 



第五章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 

 

第三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十三条 船舶发生污染事故，应当立即就近向海事管

理机构如实报告，同时启动污染事故应急计划或者程序，采取

相应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在初始报告以后，船舶还应当根据

污染事故的进展情况作出补充报告。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核实有关情况，按规定

向上级海事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海事管理

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按

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十四条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的船舶，应当在事故发生

后 24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提交《船舶污染事

故报告书》。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船舶污染事

故报告书》的，经海事管理机构同意可以适当延迟，但最长不

得超过 48小时。 

《船舶污染事故报告书》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船舶的名称、国籍、呼号或者编号； 

（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名称、地址； 

（三）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气象和水文情况； 

（四）事故原因或者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 

（五）船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装载位置等概况； 

（六）事故污染情况； 



（七）应急处置情况； 

（八）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情况。 

第三十五条 船舶有沉没危险或者船员弃船的，应当尽可

能地关闭所有液货舱或者油舱（柜）管系的阀门，堵塞相关通

气孔，防止溢漏，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燃油、污染危害

性货物以及其他污染物的性质、数量、种类、装载位置等情况。 

第三十六条 船舶发生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内河水域

污染的，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及时消除污染影响。不能

及时消除污染影响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采取清除、打捞、拖

航、引航、过驳等必要措施，发生的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依法应当承担前款规定费用的船舶及其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应当在开航前缴清相关费用或者提供相应的财务担保。 

 

第六章 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 

 

第三十七条 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依照下列规定组织

实施： 

（一）重大以上船舶污染事故由交通运输部组织调查处

理； 

（二）重大船舶污染事故由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组织调查处

理； 

（三）较大船舶污染事故由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省级地

方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 

（四）一般等级及以下船舶污染事故由事故发生地海事管



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 

较大及以下等级的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地不明的，由事故发

现地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事故发生地或者事故发现地

跨管辖区域或者相关海事管理机构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共同

的上级海事管理机构确定调查处理机构。 

第三十八条 事故调查机构应当及时、客观、公正地开展

事故调查，勘验事故现场，检查相关船舶，询问相关人员，收

集证据，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 

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应当由至少两名调查人员实施。 

第三十九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

下，事故调查机构可以依法先行登记保存相应的证书、文书、

资料。 

第四十条 船舶污染事故调查的证据种类包括： 

（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二）证人证言； 

（三）当事人陈述； 

（四）鉴定意见； 

（五）勘验笔录、调查笔录、现场笔录； 

（六）其他可以证明事实的证据。 

第四十一条 船舶造成内河水域污染的，应当主动配合事

故调查机构的调查。船舶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资料，不得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

以其他方式妨碍调查取证。 

船舶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提供的书证、物



证、视听资料应当是原件原物，不能提供原件原物而提供抄录

件、复印件、照片等非原件原物的，应当签字确认；拒绝确认

的，事故调查人员应当注明有关情况。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的，事故调查机构可以按照规定

程序组织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开展船舶污染事故协

查： 

（一）污染事故肇事船舶逃逸的； 

（二）污染事故嫌疑船舶已经开航离港的； 

（三）辖区发生污染事故但暂时无法确认污染来源，经分

析过往船舶有事故嫌疑的。 

第四十三条 事故调查处理需要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

鉴定或者检验、检测的，事故调查机构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

资质要求的机构进行。 

第四十四条 事故调查机构应当自事故调查结案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制作船舶污染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船舶污染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原因和

事故责任。 

自海事管理机构接到船舶污染事故报告或者发现船舶污

染事故之日起 6 个月内无法查明污染源或者无法找到造成污

染船舶的，经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终止

事故调查，并在船舶污染事故认定书中注明终止调查的原因。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船舶超过标准向内河水域排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

等； 

（二）船舶超过标准向大气排放船舶动力装置运转产生的

废气； 

（三）船舶在内河水域排放有毒液体物质的残余物或者含

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及其他混合物； 

（四）船舶在内河水域使用焚烧炉； 

（五）未按规定使用溢油分散剂。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船舶未按规定如实记录油类作业、散装有毒液体物

质作业、垃圾收集处理情况的； 

（二）船舶在港从事水上船舶清舱、洗舱、污染物接收、

燃料供受、修造、打捞、污染清除作业活动，未按规定向海事

管理机构报告的。 

船舶未按规定保存《油类记录簿》《货物记录簿》和《船

舶垃圾记录簿》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打捞等作

业活动的单位未按规定配备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和器材的； 

（二）从事水上船舶清舱、洗舱、污染物接收、燃料供受、

修造、打捞、污染清除作业活动未遵守操作规程，未采取必要

的防治污染措施的； 

（三）运输及装卸、过驳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

等货物，船舶未采取封闭或者其他防护措施，装卸和过驳作业

双方未采取措施回收有毒有害气体的； 

（四）未按规定采取布设围油栏或者其他防治污染替代措

施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从事有关作业活动的单位，未组织本单位相关作业

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的； 

（二）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未按规定向船方出具船舶污染

物接收单证的； 

（三）从事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过驳作业的，

作业双方未按规定填写防污染检查表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船舶未遵守特殊保护水

域有关防污染的规定、标准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船舶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载运污染危

害性质不明的货物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对船舶处



以 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未按规定报告的或者未

按规定提交《船舶污染事故报告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对船

舶处以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违法失职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有毒液体物质，是指排入水体将对水资源或者人类

健康产生危害或者对合法利用水资源造成损害的物质。包括在

《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第 17 或

18章的污染种类列表中标明的或者暂时被评定为 X、Y或者 Z

类的任何物质。 

（二）污染危害性货物，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水体，

会损害水体质量和环境质量，对生物资源、人体健康等产生有

害影响的货物。 

（三）特殊保护水域，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划

定并公布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渔业资源保护区、

旅游风景名胜区等需要特别保护的水域。 

（四）水上燃料加注站，是指固定于某一水域，具有燃料



储存功能，给船舶供给燃料的趸船或者船舶。 

第五十四条 本规定有关界河水域防治船舶污染的规定

与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协定不符的，适用我国缔结

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协定。 

防治军事船舶、渔业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

作，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施行。2005年

8月 20日以交通部令 2005年第 11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