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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5_8D_8E_E4_c36_32807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部令 2006年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

定》已于2005年12月15日经第29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部长 李盛霖二○○六年一月九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依

法实施海事行政许可，维护海事行政许可各方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有关海事管理

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

国际海事公约，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申请及审查、决定海事

行政许可所依照的海事行政许可条件，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

规定所称海事行政许可，是指依据有关水上交通安全、防污

染等海事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设定，由海

事管理机构实施或者由交通部实施、海事管理机构具体办理

的行政许可。 第三条海事管理机构在审查、决定海事行政许

可时，不得擅自增加、减少或者变更海事行政许可条件。不

符合本规定相应条件的，不得做出准予的海事行政许可决定

。 第四条海事行政许可条件应当按照《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

序规定》予以公示。申请人要求对海事行政许可条件予以说

明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予以说明。 第五条国家海事管理机

构应当根据海事行政许可条件，统一明确申请人应当提交的

材料。有关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将材料目录予以公示。 申请人

申请海事行政许可时，应当按照规定提交申请书和相关的材

料，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申请变更海事



行政许可、延续海事行政许可期限的，申请人可以仅就发生

变更的事项或者情况提交相关的材料；已提交过的材料情况

未发生变化的可以不再提交。第二章 海事行政许可条件第一

节 通航管理 第六条通航水域岸线安全使用许可的条件： （一

）涉及使用岸线的工程、作业、活动已完成可行性研究； （

二）已经岸线安全使用的技术评估，符合水上交通安全的技

术规范和要求； （三）对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因素，已制定

足以消除影响的措施。 第七条通航水域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

可的条件： （一）施工作业已依法办理了其他相关手续； （

二）施工作业的单位、人员、船舶、设施符合安全航行、停

泊和作业的要求； （三）已制定施工作业或者活动的方案，

包括起止时间、地点和范围、进度安排等； （四）对安全和

防污染有重大影响的，已通过通航安全和环境影响技术评估

； （五）已建立安全、防污染的责任制，并已制定符合水上

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的保障措施和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八

条在港口水域内进行采掘、爆破等活动的许可条件： （一）

已取得港口主管部门同意； （二）已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爆破

作业许可； （三）作业单位、人员、设施符合安全作业要求

； （四）已制定采掘、爆破作业方案，包括起止时间、地点

和范围、进度安排等； （五）已建立安全、防污染的责任制

，并已制定符合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的保障措施和相

应的应急预案。 第九条通航水域内沉船沉物打捞作业审批的

条件： （一）参与打捞的单位、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 （二

）已依法签订沉船沉物打捞协议； （三）从事打捞作业的船

舶、设施符合安全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要求； （四）已制定

打捞作业计划和方案，包括打捞的起止时间、地点和范围、



进度安排等； （五）对安全和防污染有重大影响的，已通过

通航安全和环境影响技术评估； （六）已建立相应的安全和

防污染责任制，并已制订符合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的

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条通航水域禁航区、航道（路）、交

通管制区、锚地和安全作业区划定审批的条件： （一）就划

定水域的需求，有明确的事实和必要的理由； （二）符合附

近军用或者重要民用目标的保护要求； （三）对水上交通安

全和防污染有重大影响的，已通过通航安全和环境影响技术

评估； （四）用于设置航道（路）和锚地的水域已进行勘测

或者测量，水域的底质、水文、气象等要素满足通航安全的

要求； （五）符合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污染要求，并已制定安

全、防污染措施。 第十一条船舶进入或者穿越禁航区许可的

条件： （一）有因人命安全、防污染、保安等特殊需要进入

和穿越禁航区的明确事实和必要理由； （二）禁航区的安全

和防污染条件适合船舶进入或者穿越； （三）船舶满足禁航

区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的特殊要求，并已制定保障安全、

防治污染和保护禁航区的措施和应急预案； （四）进入或者

穿越军事禁航区的，已经军事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水上

拖带大型设施和移动式平台许可的条件： （一）确有拖带的

需求和必要的理由； （二）拖轮适航、适拖，船员适任； （

三）海上拖带已经拖航检验，在内河拖带超重、超长、超高

、超宽、半潜物体的，已通过相应的安全技术评估； （四）

已制订拖带计划和方案，有明确的拖带预计起止时间和地点

及航经的水域； （五）满足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并

已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三条外国籍船舶或

飞机入境从事海上搜救审批的条件： （一）入境是出于海上



人命搜寻救助的目的； （二）有明确的搜救计划、方案，包

括时间、地点、范围以及投入搜救的船舶与飞机的基本情况

； （三）派遣的搜救飞机和船舶如为军用的，已经军事主管

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航标管理机关以外的单位设置、撤除沿

海航标审批的条件： （一）拟设置、撤除的航标属于依法由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行设置的专用航标； （二）航标

的设置、撤除符合航行安全、经济、便利等要求； （三）航

标及其配布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四）航标设计

、施工方案，已经专门的技术评估或者专家论证； （五）申

请设置航标的，已制定航标维护方案，方案中确定的维护单

位已建立航标维护质量保证体系； （六）申请设置航标的，

拟设置航标类型属于已经公布的航标类别，并通过技术经济

论证。 本条所称航标设置包括航标新设、位置移动和其他状

况改变。第二节 船舶管理 第十五条外国籍船舶进入非对外开

放水域许可的条件： （一）外国籍船舶临时进入非对外开放

水域已经当地口岸检查机关、军事主管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同意； （二）拟临时对外开放水域适合外国籍船舶进入，具

备船舶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防污染和保安条件； （三

）船舶状况满足拟进入水域的水上交通安全、防污染和保安

要求； （四）船舶已制定保障水上交通安全、防治污染和保

安的措施以及应急预案。 第十六条船舶进出港口许可的条件

： 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审批的条件： （一）船舶具有齐备、

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二）船舶配员符合最低安全配

员的要求，船员具备适任资格； （三）船舶状况符合航行、

停泊、作业的安全、防污染和保安等要求，并已制定各项安

全、防污染和保安措施与应急预案。需要护航的，已经向海



事管理机构申请； （四）船舶拟进入、通过的水域为对国际

航行船舶开放水域，停靠的码头、泊位、港外装卸点满足安

全、防污染和保安要求； （五）载运货物的船舶，符合安全

积载和系固的要求，并且没有国家禁止入境的货物或者物品

；载运危险货物船舶按规定已办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手

续； （六）核动力船舶或者其他特定的船舶，符合我国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审批的

条件： （一）船舶具有齐备、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

二）船舶配员符合最低安全配员的要求，船员具备适任资格

； （三）船舶状况符合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防污染和

保安等要求，并已制定各项安全、防污染和保安措施与应急

预案，需要护航的，已经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 （四）载运

危险货物的船舶,已办妥适装许可,载运情况符合船舶载运危险

货物的安全、防污染和保安管理要求； （五）船舶船旗国或

者港口国对船舶的安全检查情况和缺陷纠正情况符合规定的

要求，对海事管理机构的警示，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 （六

）已依法缴纳税、费和其他应当在开航前交付的费用，或者

已提供适当的担保； （七）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的行为已经依

法予以处理； （八）禁止船舶航行的司法或者行政强制措施

已经依法解除； （九）核动力船舶或者其他特定的船舶，符

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十）已经其他

口岸检查机关同意。 国内航行船舶进港签证的条件： （一）

船舶具有齐备、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二）船舶配员

符合最低安全配员的要求，船员具备适任资格； （三）船舶

状况符合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和防污染等要求，并已制

定各项安全和防污染措施与应急预案，需要护航的，已经向



海事管理机构申请； （四）船舶拟进入、通过的水域和停靠

的码头、泊位均满足安全和防污染的要求； （五）载运货物

的船舶，符合安全积载和系固的要求，载运危险货物船舶按

规定已办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手续； （六）核动力船舶

或者其他特定种类的船舶，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国内航行船舶出港签证的条件： （一）船舶具

有齐备、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二）船舶配员符合最

低安全配员的要求，船员具备适任资格； （三）船舶状况符

合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和防污染等要求，并已制定各项

安全和防污染措施与应急预案，需要护航的，已经向海事管

理机构申请； （四）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已办妥适装许可,

载运情况符合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和防污染的管理要求

； （五）船舶的安全检查情况和缺陷纠正情况符合规定的要

求，对海事管理机构的安全警示，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 （

六）已依法缴纳税、费和其他应当在开航前交付的费用，或

者已提供适当的担保； （七）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的行为已经

依法予以处理； （八）禁止船舶航行的司法或者行政强制措

施已经依法解除； （九）核动力船舶或者其他特定种类的船

舶，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

船舶国籍证书核发的条件： 船舶国籍证书签发的条件： （一

）船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合

法拥有或者经营、管理，企业法人拥有的船舶，中方的资本

比例符合《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 （二）船舶具备相应的

适航技术条件，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三）船舶不

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形； （四）船

舶已取得经海事管理机构核定的船名； （五）船舶已依法办



理船舶所有权登记； （六）船舶国籍的登记人为船舶所有人

。 船舶临时国籍证书签发的条件： （一）申请签发临时国籍

证书的船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1．向境外出售的船舶，或

者由境外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订造

的新船，属于境外到岸交船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法人、政府或其他组织从境外购买或者订造的船舶，属于境

外离岸交船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政府或者

其他组织以光船条件租赁的境外登记的船舶； 4．需要办理

临时国籍登记的境内新造船舶。 （二）已取得船舶所有权或

者签订了生效的光船租赁合同。 （三）船舶国籍的登记人为

船舶所有人或者以光船租赁形式经营境外登记船舶的承租人

。 （四）船舶具备相应的适航技术条件，并经船舶检验机构

检验合格。 （五）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

船籍港的情形。 （六）船舶已取得经海事管理机构核定的船

名。 第十八条国际船舶保安证书核发的条件： 船舶保安计划

批准的条件： （一）船舶已通过船舶保安评估； （二）船舶

保安计划由船公司或者规定的保安组织编制； （三）船舶保

安计划符合相应的编制规范和船舶的保安要求； （四）已对

船舶保安评估发现的缺陷予以纠正或者作出妥善的安排。 国

际船舶保安证书的条件： （一）船舶具备有效的船舶国籍证

书和《连续概要记录》； （二）船舶按照规定标注了永久识

别号，并按规定配备了满足《1974年国际人命安全公约》要

求的船舶保安报警系统； （三）船舶按照规定配备了合格的

船舶保安员； （四）船舶具有经批准的《船舶保安计划》； 

（五）船舶已通过保安核验。 临时国际船舶保安证书的条件

：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船舶在交船时或者在投入



营运、重新投入营运之前，尚未取得《国际船舶保安证书》

； 2．船舶的国籍从非中国籍变更为中国籍； 3．船舶由以前

未经营过这类船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了经营责

任。 （二）船舶已通过船舶保安评估。 （三）船上配有符合

要求且已提交审核、报批并已付诸实施的《船舶保安计划》

副本。 （四）船舶按照规定标注了永久识别号，并按规定配

备了满足《1974年国际人命安全公约》要求的船舶保安报警

系统。 （五）公司保安员对船舶保安核验工作已作计划与安

排，并承诺船舶将在6个月内通过保安核验。 （六）船舶已

配备符合保安要求的船舶保安员。 （七）船长、船舶保安员

和承担具体保安职责的其他船舶人员熟悉保安职责和责任、

熟悉《船舶保安计划》的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船舶安全与防

污染证书文书核发的条件： 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签发的条

件： （一）船舶已在海事管理机构办理国籍登记； （二）船

舶航行的水域符合高速客船的安全航行要求； （三）经认可

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船舶具备高速客船安全与防污染的技

术条件，并按规定具备相应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四）船

舶已制定了相应的安全、防污染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航行

国际或者境外港口的，符合船舶保安要求； （五）船员已按

照交通部的规定经高速客船特殊培训。 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

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签发的条件： （一）其所持的油污保

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公布具有

相应赔偿能力的金融机构或者互助性保险机构办理； （二）

保额满足其所承担的责任限额。第三节 防治船舶污染和船载

危险货物管理 第二十条防止船舶污染港区水域作业许可的条

件： 船舶、码头、设施使用化学消油剂的许可条件： （一）



申请使用的化学消油剂已经过专业机构的型式认可； （二）

符合规定的使用范围和规范的使用方法； （三）申请使用的

剂量与消油的数量相当，与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要求相符； 

（四）有防止水域污染和保障安全的措施或应急预案。 船舶

在沿海港口使用焚烧炉的许可条件： （一）港口不具备相应

污染物接收处理能力. （二）船舶贮存设备不能满足下一航次

的需要； （三）焚烧炉已经专业机构的型式认可并检验合格

； （四）焚烧物为本船舶产生的船舶垃圾或残油； （五）符

合安全与防污染的有关要求； （六）已制定防止水域污染和

保障安全的措施或应急预案。 船舶在港区水域洗舱、清舱、

驱气的许可条件： （一）已制定符合安全与防污染要求的作

业方案、保障措施和应急计划； （二）使用的设备适用于相

应用途并经检验合格； （三）作业人员经过相应的安全和防

污染培训； （四）作业单位具有相应的能力； （五）船舶驱

气作业水域符合相应的水上交通安全、防污染条件； （六）

对作业产生的污染物处理方案符合防止水域污染的有关规定

。 船舶在港区水域排放压载水、洗舱水、残油、含油污水的

许可条件： （一）排入接收船舶或接收设施的，接收船舶或

接收设施具有相应的接收处理能力，从事污染危害物接收作

业的人员已经过相应培训； （二）排入水域的，符合相应的

排放标准； （三）来自疫区的压载水、洗舱水已经过检验检

疫部门的处理，不造成水域污染； （四）已制定相应作业的

安全、防污染措施和应急反应预案； （五）对洗舱水、残油

、油污水等污染危害物的处理方案符合防止水域污染的有关

规定。 沿海港口船舶舷外拷铲及油漆作业的许可条件： （一

）已制定相应的安全与防污染措施； （二）船舶未进行危险



货物装卸作业； （三）进行拷铲作业的船舶未装载危险货物

。 冲洗沾有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的甲板的许可条件： （一

）甲板上沾有的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已进行充分回收处理

； （二）排放入水的冲洗物符合排放标准； （三）排放的水

域不是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保护水域或者禁止排放水域； （

四）已制订相应的防污染措施和应急预案。 船舶水上拆解、

海上修造船舶作业的许可条件： （一）拆船、修造船作业地

点符合防止污染的有关规定，并通过专业机构的评估； （二

）作业方案及保障措施符合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污染的要求； 

（三）拆船、船舶修造单位已按规定制定溢油污染应急计划

和配备相应的设备和器材； （四）需要测爆的，持有有效的

测爆证书； （五）拆船申请人已依法办理废钢船的所有权登

记； （六）船舶残油、污油水、生活污水、垃圾、货物残余

物、臭氧消耗型物质等可在拆船前清除的船舶污染物已清除

完毕。 第二十一条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适装许可的条件： （

一）船舶持有齐备、有效的证书、文书与资料； （二）申报

的危险货物符合船舶的适装要求，且不属于国家规定禁止通

过水路运输的货物； （三）船舶的设施、装备满足载运危险

货物的要求，船舶的装载符合载运危险货物安全、防止污染

和保安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 （四）拟进行危险货物装卸

作业的港口、码头、泊位，具备危险货物作业的法定资质，

符合危险货物作业的安全和防污染要求； （五）需要办理货

物进出口手续的已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船舶液体危

险货物水上过驳作业许可的条件： （一）拟进行过驳作业的

船舶或者浮动设施满足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污染的要求； （二

）拟作业的货物适合过驳； （三）参加过驳的人员经过相应



的培训； （四）作业水域及其底质和周边环境适宜过驳作业

的正常进行； （五）过驳作业对水域环境、资源以及附近的

军事目标、重要民用目标不构成威胁； （六）已制定过驳作

业方案、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并符合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污

染的要求。第四节 船员管理 第二十三条船员适任证书核发的

条件： 船员服务簿签发的条件： （一）满足规定的年龄要求

； （二）经体检符合交通部公布的船员体检标准； （三）已

完成规定的船员基本安全培训，并通过海事管理机构的考试

或者考核； 船员专业、特殊培训合格证签发的条件： （一）

已按规定取得船员服务簿； （二）经体检符合交通部公布的

船员体检标准； （三）具备规定的文化程度； （四）已完成

相应的专业、特殊培训，并按规定通过海事管理机构的考试

、考核。 船员任职资格证书签发的条件： （一）已按规定取

得船员服务簿； （二）满足规定的年龄要求，经体检符合交

通部公布的船员体检标准；> （三）具备规定的专业学历（

内河船员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或者按照交通部的规定经过

相应船员职务的适任培训； （四）通过相应的专业、特殊培

训； （五）满足规定的服务资历，适任状况和安全记录良好

； （六）已通过规定的适任考试和评估，并已完成规定的船

上培训或见（实）习。 船员特免证明签发的条件： （一）当

事船员所服务的船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二）当事船

员拟任的职位，现任船员因病或者其他不可抗力不能继续履

行职务； （三）当事船员具备其拟任职位较低一级职位的任

职资格，拟任船长职位的，为船上负责航行值班的船员中任

职资格最高者； （四）不属于专职无线电人员的职位； （五

）同一艘船舶持有特免证明的船员，不超过规定的比例。 海



船船员内河航线行驶资格证明签发的条件： （一）持有有效

的海船船长或者驾驶员任职资格证书； （二）在其所持海船

船员任职资格证书对应等级的船舶航行申考航线上的见习资

历不少于6个月或10个单航次； （三）通过规定的适任考试和

评估，船舶仅航行于适用海上航行规则的内河航区的，可以

免予考试和评估。 第二十四条外国籍船员在中国籍船舶上任

职审批的条件： （一）持有中国政府承认的、由《1978年海

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缔约国签发的船员任职

资格证书； （二）符合《1978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

国际公约》和交通部有关船员适任资格和培训的要求； （三

）经体检符合交通部公布的船员体检标准； （四）具备相应

的专业学历或者按照交通部的规定经过相应的适任培训； （

五）服务资历、适任表现和安全记录符合交通部的规定； （

六）船员用人单位有明确的需求和必要的理由； （七）符合

交通部关于在中国籍船舶上任用外国籍船员的规定。 已经持

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适任证书的外国籍船员拟在中

国籍船上任职的，仅需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五）至（七）项

规定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海员出入境证书核发的条件： 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员证签发的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并享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二）已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船员服务簿； （三）经体检符合交通部公布的船员体检标

准； （四）已取得国际航行船舶的船员适任资格； （五）有

确定的海员出境任务； （六）无海员证管理规定中禁止或者

限制办理海员证的情形； （七）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

止公民出境的情形。 海员出境证明签发的条件： （一）已依

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并且证书的有效期距届满之



日不少于6个月； （二）已合法获得赴境外船舶担任船员职

务的确定任务，具有船员所在单位的派遣文书、境外代理机

构的担保文书或者其他相关证明。第五节 其他海事行政管理 

第二十六条航运公司安全营运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明核发的

条件： 公司《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明》签

发的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已建立船舶安全营

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 （三）管理体系已在岸上和每一种类

代表船上运行3个月； （四）已通过专门机构对公司船舶安

全营运与防污染能力和管理体系的评估； （五）申请人如为

拥有或者经营、管理外国籍船舶的中国法人，还应当满足下

列条件： 1．公司的主要营业所在中国大陆，或者其法定代

表人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为中国公民； 2．相关船舶满足交

通部关于船龄限制的要求； 3．海事管理机构已收到船旗国

政府主管机关的委托。 公司《临时符合证明》签发的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公司成立后尚未经营或者管理

船舶，或者在公司持有的《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

符合证明》上增加船舶种类； （三）已建立船舶安全营运与

防污染管理体系； （四）公司已作出计划安排在6个月内实

施运行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 （五）已通过专门

机构对公司的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能力和管理体系的评估

。 船舶《安全管理证书》签发的条件： （一）船舶已取得适

用于该船舶种类的《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

明》副本； （二）船舶已配备所属公司制定的适用于本船的

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文件； （三）船舶安全营运

与防污染管理体系已在本船运行至少3个月； （四）已通过

专门机构对船上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能力的评估。 船舶《



临时安全管理证书》签发的条件： （一）当事船舶刚加入公

司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 （二）船舶已取得适用

于该船舶种类的《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合证明

》的副本或者《临时符合证明》的副本； （三）船舶已配备

所属公司制定的适用于本船的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体

系文件； （四）已通过专门机构对船上安全营运与防污染能

力的评估。 第二十七条设立验船机构审批的条件： （一）具

有与拟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相适应的检验场所、设备、仪器

、资料； （二）具备相应的验船能力和相应的责任能力； （

三）有与拟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相适应的执业验船人员； （

四）具有相应的检验章程、检验工作制度和保证船舶检验质

量的管理体系； （五）拟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范围符合交通

部的规定； （六）需要设立分支机构的，设置方案和管理制

度符合船舶检验管理的要求。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按照规

定需要由专门的机构或者人员办理海事行政许可申请手续的

，办理申请手续的专门机构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人员

应当经过相应的培训。 第二十九条海事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违反本规定的，按照《行政许可法》和《交通行政许可监

督检查及责任追究规定》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本规

定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交通部以前发布的有关海事行政

许可条件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自本规定生效之日起，

按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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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