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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

管理规则〉的决定》已于 2022年 7月 5日经第 17次部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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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

规则》（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17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经营高速客船的船公司应依法取

得相应的经营资质。” 

二、将第六条修改为：“船公司在高速客船开始营运前，

应编制下列资料： 

（一）航线运行手册； 

  （二）船舶操作手册； 

  （三）船舶维修及保养手册； 

  （四）培训手册； 

（五）安全营运承诺书。   

上述各项手册所应包含的内容由主管机关确定。安全营

运承诺书应包括船舶名称，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

营运水域或者航线等信息，并承诺依法合规安全营运。 

船公司应将拟投入营运的高速客船在取得船舶国籍登

记证书 7 日内，向主要营运地的海事管理机构备案，并附送

本条第一款所列材料。”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海事管理机构收到高速客

船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当向社会公布

已备案的高速客船名单和相关信息并及时更新，便于社会查

询和监督。 



对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场或

者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备案人需要

补充的全部内容。”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高速客船备案事项发生变

化的，应当向原办理备案的海事管理机构办理备案变更。 

高速客船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之日 30 日前告

知主要营运地的海事管理机构。” 

五、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删去第一款、第二款、第三

款。 

六、删去第二十一条。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定

期公布符合上述条件的码头，督促高速客船在符合条件的码

头靠泊，并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八、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高速客船及

人员遇险，应采取措施积极自救，同时立即向就近水上搜救

中心报告。”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根据本决定

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 

（2006年 2月 24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 2017年 5月 23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

规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2 年 7 月 8 日交通运输

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的

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高速客船的安全监督管理，维护水上

交通秩序，保障人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航水域航

行、停泊和从事相关活动的高速客船及船舶所有人、经营人

和相关人员。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是实施本规则的主管

机关。 

各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在本辖区内实施本规则。 

 

第二章 船公司 

 

第四条 经营高速客船的船公司应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



资质。 

第五条 船公司从境外购置或光租的二手外国籍高速

客船应满足《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的要求。 

第六条 船公司在高速客船开始营运前，应编制下列资

料： 

（一）航线运行手册； 

  （二）船舶操作手册； 

  （三）船舶维修及保养手册； 

  （四）培训手册； 

（五）安全营运承诺书。   

上述各项手册所应包含的内容由主管机关确定。安全营

运承诺书应包括船舶名称，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

营运水域或者航线等信息，并承诺依法合规安全营运。 

船公司应将拟投入营运的高速客船在取得船舶国籍登

记证书 7日内，向主要营运地的海事管理机构备案，并附送

本条第一款所列材料。 

第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收到高速客船备案材料后，对材

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当向社会公布已备案的高速客船名

单和相关信息并及时更新，便于社会查询和监督。 

对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场或

者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5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备案人需要

补充的全部内容。 

第八条 高速客船备案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向原办理

备案的海事管理机构办理备案变更。 



高速客船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之日 30日前告知

主要营运地的海事管理机构。 

第九条 经营高速客船的船公司应当建立适合高速客

船营运特点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为防止船员疲劳的船员休

息制度。 

第三章 船舶 

 

第十条 高速客船须经船舶检验合格，并办理船舶登记

手续，持有有效的船舶证书。 

第十一条 高速客船应随船携带最新的适合于本船的航

线运行手册、船舶操作手册、船舶维修及保养手册和培训手

册。 

第十二条 高速客船必须按规定要求配备号灯、号型、

声响信号、无线电通信设备、消防设备、救生设备和应急设

备等。高速客船上所有的设备和设施均应处于完好备用状

态。 

  

第四章 船员 

 

第十三条 在高速客船任职的船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基本安全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

证，其中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以及被指定为负有

安全操作和旅客安全职责的普通船员还必须通过主管机关

认可的特殊培训并取得特殊培训合格证。 



（二）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按规定持有相应

的职务适任证书。 

（三）取得高速客船船员职务适任证书者，在正式任职

前见习航行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和 20 个单航次。 

（四）男性船长、驾驶员的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女性

船长、驾驶员的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在非高速客船上任职的船员申请高速客船船长、大副、

轮机长职务适任证书时的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五）船长、驾驶员的健康状况，尤其是视力、听力和

口语表达能力应符合相应的要求。 

第十四条 主管机关授权的海事管理机构负责高速客

船船员的培训管理和考试、发证工作。有关培训、考试、发

证的规定由主管机关颁布实施。 

第十五条 高速客船应向办理船舶登记手续的海事管

理机构申领最低安全配员证书。高速客船的最低配员标准应

满足本规则附录的要求。 

第十六条 高速客船驾驶人员连续驾驶值班时间不得

超过两个小时，两次驾驶值班之间应有足够的间隔休息时

间，具体由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确定。 

  

第五章 航行安全 

 



第十七条 高速客船航行时应使用安全航速，以防止发

生碰撞和浪损。高速客船进出港口及航经特殊航段时，应遵

守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有关航速的规定。 

高速客船在航时，须显示黄色闪光灯。 

第十八条 高速客船在航时，值班船员必须在各自岗位

上严格按职责要求做好安全航行工作。驾驶台负责了望的人

员必须保持正规的了望。无关人员禁止进入驾驶台。 

第十九条 高速客船在港口及内河通航水域航行时，应

主动让清所有非高速船舶。高速客船在海上航行及高速客船

与其它高速船舶之间避让时，应按避碰规则的规定采取措

施。高速客船在特殊航段航行时，应遵守海事管理机构公布

的特别航行规定。 

第二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为高速客船推

荐或指定航路。高速客船必须遵守海事管理机构有关航路的

规定。 

第二十一条 遇有恶劣天气或能见度不良时，海事管理

机构可建议高速客船停航。 

第二十二条 高速客船应按规定的乘客定额载客，禁止

超载。高速客船禁止在未经批准的站、点上下旅客。 

 

第六章 安全保障 

 

第二十三条 高速客船应靠泊符合下列条件的码头： 

（一）满足船舶安全靠泊的基本要求； 



（二）高速客船靠泊时不易对他船造成浪损； 

（三）避开港口通航密集区和狭窄航段； 

（四）上下旅客设施符合安全条件； 

（五）夜间有足够的照明； 

（六）冬季有采取防冻防滑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公布符合上述条件

的码头，督促高速客船在符合条件的码头靠泊，并落实各项

安全管理措施。 

第二十五条 高速客船对旅客携带物品应有尺度和数

量限制，旅客的行李物品不得堵塞通道。严禁高速客船载运

或旅客携带危险物品。 

第二十六条 高速客船应每周进行一次应急消防演习

和应急撤离演习，并做好演习记录；每次开航前，应向旅客

讲解有关安全须知。 

第二十七条 高速客船应建立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制

定开航前安全自查表并进行对照检查，海事管理机构可对开

航前安全自查表进行监督抽查。 

第二十八条 高速客船应当按规定办理进出港口手续。

国内航行的高速客船应当按规定办理进出港报告手续。国际

航行的高速客船可申请不超过 7 天的定期进出口岸许可证。 

高速客船不得夜航。但航行特殊水域的高速客船确需夜

航的，应当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船舶进出港口许可，经

批准后方可夜航。 

第二十九条 高速客船及人员遇险，应采取措施积极自



救，同时立即向就近水上搜救中心报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则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高速客船违反本规则经海事管理机构处

罚仍不改正的，海事管理机构可责令其停航。 

第三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

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所述“高速客船”系指载客 12 人以

上，最大航速（米/秒）等于或大于以下数值的船舶：3.7▽0.1667，

式中“▽”系指对应设计水线的排水体积（米 3）。但不包

括在非排水状态下船体由地效应产生的气动升力完全支承

在水面上的船舶。 

本规则所述“船公司”系指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

理人以及其他已从船舶所有人处接受船舶的营运责任并承

担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的组织。 



第三十四条 外国籍高速客船不适用本规则第二、三、

四章的规定，但应满足船旗国主管当局的要求。 

第三十五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按国家其他有关法规和

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自 200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交通

部 1996 年 12 月 24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客船安

全管理规则》（交通部令 1996 年第 13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