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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8D_8E_E4_c36_32547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令第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员发证规定》业

经2006年3月16日农业部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1995年月2月15日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发证规则》同时废止。部 长 

杜青林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

员发证规定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提高海洋渔业船员技术水

平，保障渔业船舶航行和生产作业安全，保护海洋环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在中国籍

海洋渔业船舶上工作的船员和在外国籍渔业船舶上工作的中

国籍船员取得《渔业船舶职务船员适任证书》（以下简称适

任证书）的考试、考核、签发和管理，适用本规定。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负责全国渔业船员考试

、考核、发证的管理工作，地方各级渔港监督机构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渔业船员考试、考核和发证工作。第四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负责依据本规定制定和修订考

试大纲，并可根据渔业生产技术发展需要，适当增减考试、

考核内容。第二章 职务船员配备标准与适任证书第五条 500

总吨以上渔业船舶应当配备船长、大副、二副、三副，200总

吨至500总吨以下渔业船舶应当配备船长、大副、二副。第六

条 主机总功率75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应当配备轮机长、大管轮

、二管轮、三管轮，主机总功率250千瓦至750千瓦以下渔业



船舶应当配备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第七条 发电机总功

率50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应当配备船舶电机员，可由轮机长兼

任。第八条 无限航区的渔业船舶，应当配备全球海上遇险和

安全系统无线电操作员，可由取得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无线电操作员任职资格的驾驶人员兼任；有限航区的渔业船

舶，应当配备无线电话务员，可由取得无线电话务员任职资

格的驾驶人员兼任。第九条 200总吨以下渔业船舶的驾驶人员

、主机总功率25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的轮机人员和无线电话务

员配备标准由省级渔港监督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规定

，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第十条 适任

证书分为甲类适任证书和乙类适任证书，分别适用于无限航

区和有限航区。第十一条 驾驶人员甲类一等适任证书适用于

所有渔业船舶，甲类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1600总吨以下渔业

船舶，甲类三等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以下渔业船舶。驾驶

人员乙类三等适任证书适用于500总吨以下渔业船舶，乙类四

等适任证书适用于200总吨以下渔业船舶，乙类五等适任证书

适用于30总吨以下渔业船舶。第十二条 轮机人员甲类一等适

任证书适用于所有渔业船舶，甲类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主机

总功率300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甲类三等适任证书适用于主

机总功率75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轮机人员乙类三等适任证书

适用于主机总功率75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乙类四等适任证书

适用于主机总功率25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乙类五等适任证书

适用于主机总功率45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第十三条 电机员甲

类一等适任证书适用于发电机总功率50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

甲类二等适任证书适用于发电机总功率500千瓦至1200千瓦以

下渔业船舶，甲类三等适任证书适用于发电机总功率500千瓦



至80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电机员不设乙类证书。第十四条 全

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无线电操作员适任证书适用于无限航

区渔业船舶；无线电话务员适任证书适用于有限航区渔业船

舶。第十五条 申请200总吨以上渔业船舶驾驶人员、主机总功

率25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轮机人员、电机员、全球海上遇险和

安全系统无线电操作员适任证书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渔港

监督机构提出考试、考核申请。第十六条 200总吨以下渔业船

舶的驾驶人员、主机总功率250千瓦以下渔业船舶的轮机人员

和无线电话务员适任考试、考核条件和申请材料，由省级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情况，依照本规定确定

，但不得增设条件和增加申请材料项目。考试、考核条件和

申请材料确定后，应当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局备案。第十七条 适任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证书有效期满，

持证人需要继续从事相应工作的，应当向渔港监督机构申请

办理审证手续。第三章 考试与发证第十八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申请考试：（一）申请船长或轮机长适任证书的

；（二）申请各航区、各等级初级职务和无线电人员适任证

书的；（三）申请适任证书航区扩大的；（四）申请适任证

书等级提高的。第十九条 申请适任证书考试的，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一）年龄在十八周岁至六十周岁；（二）身体条

件应当符合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体格标准；（三）申请甲类一

、二等船长、轮机长适任证书的应当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

以上文化水平，申请驾驶员、轮机员的应当具有初中以上文

化水平； （四）具备本规定要求，并经渔港监督机构认可的

船员海上资历；（五）无线电话务员应当接受不少于120学时

，其他职务船员应当接受不少于360学时的专业技术培训；（



六）在主机总功率15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工作的船员，应当持

有《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七）申请无限航区渔业

船舶驾驶人员的，应当经渔业船舶雷达观测与标绘和雷达模

拟器培训合格。第二十条 申请适任证书考试的，应当具备下

列船员海上资历：（一）初级职务1、申请各航区、各等级初

级驾驶员、轮机员适任考试的，应当在相应船舶担任渔捞员

、水手或机舱加油工实际工作满24个月。2、申请初级电机员

的，应当在相应等级的船舶上担任电工满24个月。3、申请无

线电人员的，应当在相应等级船舶上担任水手工作满12个月

。（二）职务晋升申请晋升相同航区、相同等级的船长或轮

机长的，应当持有大副或大管轮适任证书，并实际担任该职

务满24个月。（三）航区扩大申请无限航区、同一等级、相

同职务的，应当持有限航区相应适任证书，并实际担任该职

务满18个月。（四）证书等级提高申请同一航区、高一等级

、相同职务的应当持有相应适任证书，并实际担任该职务

满18个月。申请电机员证书等级提高考试的，应当实际担任

原职务满24个月。第二十一条 申请适任证书考试的，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一）渔业船员适任考试申请表（附件一）和

渔业船员适任证书签发（审证）申请表（附件二）；（二）

医院按本规定出具的12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体检表；（三）

近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4张；（四）本人身份证或者

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五）原适任证书和《渔业船

员服务簿》（初级职务申请者除外）及复印件；（六）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认可的培训机构出具的业

务培训证明；（七）申请在主机总功率15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

任职的，还应当交验《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八）



申请无限航区渔业船舶驾驶人员的，还应当交验《渔业船舶

雷达观测与标绘和雷达模拟器培训合格证》。第二十二条 省

级渔港监督机构应当对审查合格的申请者及时签发准考证。

申请者凭准考证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考试。第二十三条 初

级驾驶员考试科目包括航海学、船艺、船舶避碰、航海气象

、职务与法规、航海仪器、渔船与捕捞基础、航海英语。有

限航区初级驾驶员可以免试航海英语和航海学中的天文航海

内容。渔业辅助船的初级驾驶员应当加试船舶货运内容。船

长、适任证书航区扩大、等级提高的驾驶人员考试科目包括

航海学、船艺、船舶避碰、职务与法规、航海气象、航海英

语。有限航区船长、适任证书等级提高的驾驶人员可以免试

航海英语和航海学中的天文航海内容。渔业辅助船的船长、

适任证书航区扩大、等级提高的驾驶人员应当加试船舶货运

内容。第二十四条 初级轮机员考试科目包括船舶动力装置、

船舶辅机、轮机管理和造船大意、船舶电器、轮机基础知识

、轮机英语。有限航区初级轮机员可以免试轮机英语，渔业

辅助船初级轮机员应当加试制冷装置内容。轮机长、适任证

书航区扩大、等级提高的轮机员考试科目包括船舶动力装置

、船舶辅机、轮机管理、船舶电器、轮机基础知识、轮机英

语。有限航区轮机长、适任证书等级提高的轮机员可以免试

轮机英语。渔业辅助船的轮机长、适任证书航区扩大的轮机

员应当加试制冷装置内容。第二十五条 三等电机员考试科目

包括电工原理与电子技术基础、船舶电站及其自动化装置、

船舶电力拖动自动控制、船舶电机、船舶电气管理与工艺、

船电英语。二等电机员考试科目包括微处理机原理及应用、

船舶电站及其自动化装置、船舶电力拖动自动控制、船电英



语。一等电机员考试科目包括船舶电气自动化基础及应用、

微处理机原理及应用、船电英语。第二十六条 全球海上遇险

和安全系统无线电操作员考试科目包括通信业务、通信设备

、通信英语、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模拟操作。无线电话

务员考试科目包括无线电通信业务、无线电机务。第二十七

条 申请200总吨以上渔业船舶驾驶人员、主机总功率250千瓦

以上渔业船舶轮机人员、电机员、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无线电操作员适任证书的考试试题从全国统一题库抽取。考

试试题题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组织建立

。适任考试由省级渔港监督机构组织实施，每年不超过两次

（不含补考）。省级渔港监督机构应当在考试前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报告考试时间、地点，在考试结

束后将样卷、考试人员名单和考试成绩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第二十八条 考试科目试卷满分均

为100分。船舶避碰80分以上合格，其余科目60分以上合格。

考试成绩24个月内有效。考试科目部分不合格的，可在考试

结束后3个月内参加由渔港监督机构组织的补考。考试科目全

部不合格的，不得补考，可申请重新考试。第二十九条 渔港

监督机构应当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15日内向考试合格者签

发适任证书。第四章 考核与发证第三十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申请考核：（一）申请同一航区、相同证书等级、

高一级职务（不含船长、轮机长和电机员）适任证书的；（

二）曾在军事舰船上担任驾驶人员、轮机人员、电机员及无

线电人员工作的退役军人，申请适任证书的；（三）院校驾

驶、海洋捕捞、轮机、电机及无线电专业的毕业生，申请适

任证书的。第三十一条 申请适任证书考核的，应当具备下列



船员海上资历：（一）申请同一航区、相同证书等级、高一

级职务（不含船长、轮机长和电机员）适任证书的，应当在

相应船舶担任原职务，实际工作满24个月；（二）曾在军事

舰船上担任驾驶、轮机、电机工作的退役军人申请适任证书

的，应当在最近24个月内在渔业船舶上工作满6个月；（三）

院校驾驶、海洋捕捞、轮机、电机及无线电等专业的毕业生

申请适任证书的，应当在渔业船舶上见习期满12个月。第三

十二条 申请同一航区、相同证书等级、高一级职务（不含船

长、轮机长和电机员）适任证书考核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渔业船员适任证书签发（审证）申请表（附件二）

；（二）医院按本规定出具的12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体检表

；（三）近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2张； （四）原适

任证书和《渔业船员服务簿》及复印件；（五）申请者任职

船舶船长对其最近24个月在渔业船舶上任职情况的鉴定。第

三十三条 退役军人申请职务船员适任证书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渔业船员适任证书签发（审证）申请表；（二）医

院按本规定出具的12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体检表；（三）近

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2张；（四）原所属部队的有关

专业培训合格证明（包括毕业文凭）；（五）服役期间的海

上资历和在军事舰船上担任驾驶、轮机、电机工作及所任职

务的证明。第三十四条 省级渔港监督机构应当自申请受理之

日起20日内完成考核审查。对考核合格者，签发相应的适任

证书。第三十五条 院校驾驶、海洋捕捞、轮机、电机及无线

电专业的毕业生申请适任证书的，由所在学校按本规定统一

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渔业船员适任证书签发

（审证）申请表；（二）医院按本规定出具的12个月以内渔



业船员体检表；（三）近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2张；

（四）《渔业船员服务簿》及复印件；（五）院校毕业证书

和见习报告。第三十六条 院校驾驶、海洋捕捞、轮机、电机

及无线电专业的毕业生申请200总吨以上渔业船舶驾驶人员、

主机总功率250千瓦以上渔业船舶轮机人员、电机员、全球海

上遇险和安全系统无线电操作员适任证书的，省级渔港监督

机构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完成考核，对考核合格者

按以下规定分别签发适任证书：（一）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

按其所学专业签发无限航区一等二副、一等二管轮、二等电

机员、无线电话务员证书。（二）高等院校专科毕业生按其

所学专业签发无限航区一等三副、一等三管轮、二等电机员

、无线电话务员证书。（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按其所学

专业签发有限航区二等三副、二等三管轮、三等电机员、无

线电话务员证书。第五章 特免证书第三十七条 渔业船舶远离

船籍港，船长离船不能执行职务时，就近的渔港监督机构可

根据船舶所有人的申请，向该船的大副核发有效期不超过1个

月的船长特免证书。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在1个月内任命新船

长接任。第三十八条 渔业船舶远离船籍港，遇有不可抗力或

其他特殊情况，需要补充除船长和无线电人员以外的其他职

务船员时，船舶所有人或船长可向就近的渔港监督机构申请

特免证书。特免证书实际持有人应当具有所申请职务的低一

个等级的适任证书，并实际担任该职务不少于6个月。特免证

书每船不得超过一本，证书有效期不得超过3个月，不得延期

，不得连续申请。第三十九条 申请特免证书时，船舶所有人

或船长应当向渔港监督机构提交下列材料：（一）渔业船员

特免证书申请表（附件三）；（二）申请特免证书船员的适



任证书；（三）《渔业船员服务簿》及复印件；（四）申请

特免证书船员的近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2张。第四十

条 渔港监督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日内完成审核，向

符合条件的大副签发有效期1个月的船长特免证书，向除船长

和无线电人员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职务船员签发有效期3个

月的特免证书。第六章 审证与补证第四十一条 持有适任证书

的渔业船员需要办理审证手续的，应当在证书有效期满前6个

月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第四十二条 申请办理审证手续的，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一）渔业船员适任证书签发（审证）申

请表；（二）医院按本规定出具的12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体

检表；（三）近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2张；（四）原

适任证书和《渔业船员服务簿》及复印件。第四十三条 原发

证机关自收到申请后20日内，应当根据各职务知识更新情况

，按本规定的相应职务考试科目对申请者组织相关科目的考

试和任职情况考核，对合格者签发有效期5年的适任证书。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签发适任证书：（一）

年龄满六十五周岁； （二）体检不合格；（三）任职期间发

生过重大责任事故，被吊销适任证书未满12个月的。第四十

五条 适任证书丢失申请补发证书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交

下列材料：（一）渔业船员适任证书补证申请表（附件四）

； （二）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三

）近期正面半身免冠二寸彩色照片2张；（四）《渔业船员服

务簿》及复印件。原发证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

日内完成审核。经审查，材料真实的，补发适任证书。补发

证书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与原证书一致。第七章 附 则第四十六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依照本规定，负责中



央在京直属企业所属远洋渔业船员的考试、考核和发证工作

。第四十七条 甲类适任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

管理局统一印制，省级渔港监督机构签发；乙类证书由省级

渔港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规定

的样式印制和签发。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有限航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水域；（二）无

限航区，是指有限航区及其以外的水域；（三）院校，是指

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认可的有关高等和中等专业

院校；（四）职务船员，是指驾驶人员、轮机人员、电机员

、无线电人员。其中驾驶人员包括船长和驾驶员（大副、二

副、三副），轮机人员包括轮机长、轮机员（大管轮、二管

轮、三管轮），无线电人员包括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无

线电操作员、无线话务员；（五）适任证书，是指驾驶人员

、轮机人员、电机员和无线电人员的适任证书；（六）渔业

船员，是指在渔业船舶上工作的船员，包括职务船员和经过

专业训练合格的其他船员；（七）主机总功率，是指所有用

于推进的发动机持续功率总和。第四十九条 渔业船员体格标

准：（一）视力（采用国际视力表及标准检查距离）1．驾驶

人员初任者双眼视力均达到1.0以上，或一眼0.8，另一眼1.2；

继任者双眼视力均达到0.8以上，或一眼0.6，另一眼1.0。2．

轮机人员初任者双眼均达到0.6以上，或一眼0.5，经矫正双眼

均达到1.0；继任者双眼均达到0.4以上，或一眼0.3，经矫正双

眼均达到0.8。（二）眼病：所有适任者无重度砂眼、斜视及

其他严重眼病。（三）辩色力1．驾驶人员辩色力完全正常

；2．其他适任者无红绿色盲。（四）听力：所有适任者双耳

均能听清50厘米距离的秒表声音。（五）血压：所有初任者



高压在140-90毫米水银柱，低压在90-50毫米水银柱；所有继

任者血压标准可适当放宽，经医院证明不影响在船上工作为

合格。（六）其他1．无线电话务员口齿应当清楚；2．所有

船员不得有开放性肺结核和其他严重损害健康的慢性病、传

染病以及永久性残废，其他疾病以对在船上工作无妨碍为合

格。第五十条 本规定“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

数。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6年9月1日起实施。1995年2月15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发证规则

》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