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31 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

决定》已于 2021 年 9 月 7 日经第 24 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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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 

管理办法》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交通

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5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减少船舶靠港期间大气污染物

排放，保障船舶靠港安全规范使用岸电，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三条第三款修改为：“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

责，负责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和船舶使用岸电情况的监督管

理。”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

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资金补贴、电价优惠等

扶持政策，支持码头岸电设施改造和船舶受电设施安装，鼓

励船舶靠港使用岸电。” 

四、第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长江流域的港口经

营人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和

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五、第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长江流域的水路运

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船舶受电设施建

设和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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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

企业应当将码头岸电设施主要技术参数、检测情况等信息通

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及时更新，并报送所在地交通运

输（港口）主管部门。” 

七、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码头岸电设施建设和

检测，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向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服务

以及水路运输经营者组织实施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等情况由

市、县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船舶发现港

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未按照规定提供岸电服务的，应当

及时报告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第二款修改为：

“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文件查阅等方式，核查船舶受电设施

满足本办法和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船舶使用岸电等

情况。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发现船舶未按照规定使用

岸电的，应当及时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八、第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长江流域的水

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第十条规定实施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

改造的，由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九、第二十五条增加三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第四

款：“在长江流域港口靠泊的船舶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

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一）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 2000 千瓦（含）以下

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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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 2000 千瓦以上 8000 千

瓦（含）以下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 8000 千瓦以上的，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所称情节严重，是指船舶靠泊同一港口连续 3 次及

以上或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6 次及以上未按规定使用岸电，

或者船舶受电设施出现故障不及时维修导致 6 个月以上无法

正常使用。 

初次违法且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由海事管理机构进行教育。”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重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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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 

 

（2019 年 12 月 9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 2021 年 9 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

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减少船舶靠港期间大气污染物排放，保障船

舶靠港安全规范使用岸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等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

用及有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

用等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负责辖区水路运输经营者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码头岸电

设施建设以及向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服务等活动的监督管理。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和

船舶使用岸电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当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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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资金补贴、电价优惠等扶持政策，支

持码头岸电设施改造和船舶受电设施安装，鼓励船舶靠港使

用岸电。 

 

第二章 建设和使用 
第五条 码头工程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等要求，对新建、改建、扩建码头工程（油气化工码头

除外）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 

第六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

国家有关规定，对已建码头（油气化工码头除外）逐步实施

岸电设施改造。 

长江流域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

的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第七条 码头岸电设施的供电能力应当与靠泊船舶的用

电需求相适应。 

第八条 为保障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安全，码头工程项目

单位或者港口经营人在岸电设施投入使用前，应当按照相关

强制性标准组织对岸电设施检测，其中高压岸电设施投入使

用前，应当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业机构检测。 

第九条 新建和已建中国籍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应当符合

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投入使用前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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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在船舶大气污染排放控制区靠泊的中国籍船

舶，需要满足大气污染排放要求加装船舶受电设施的，相应

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制定船舶受电设施安装计划并组织实

施。 

长江流域的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

制定的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第十一条 具备受电设施的船舶（液货船除外），在沿海

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 3 小时，在内河港口

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 2 小时，且未使用有效替

代措施的，应当使用岸电；船舶、码头岸电设施临时发生故

障，或者恶劣气候、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下无法使用岸电的

除外。 

船舶靠泊不足前款规定时间的，鼓励使用岸电。 

第十二条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的用电量不计入港口能耗

统计范围。 

 

第三章 服务和安全 
第十三条 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应当将码头岸电

设施主要技术参数、检测情况等信息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

公开、及时更新，并报送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 

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当汇总辖区全部码

头岸电设施信息，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并通报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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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 

第十四条 船舶应当在靠泊前，向港口经营人提供船舶

受电设施的配备情况以及主要技术参数等信息。 

第十五条 按照第十一条规定应当使用岸电的，港口经

营人应当将用电船舶安排在具备相应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

靠泊，对其他具备受电设施的船舶，鼓励安排在具备岸电设

施的泊位靠泊。 

第十六条 鼓励有关单位对使用岸电的船舶实施优先靠

泊、减免岸电服务费、优先过闸或者优先通行等措施。 

第十七条 岸电供电企业和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建立健

全码头岸电设施、船舶受电设施的管理、使用、维护保养制

度和操作规程等，发生故障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八条 岸电供电企业和船舶应当如实记录岸电设备

设施使用情况，并至少保存 2 年。记录内容主要包括泊位名

称、船舶名称、靠离泊时间、岸电使用起止时间、用电量等。

码头岸电设施、船舶受电设施发生故障的，还应当记录故障

时间、故障情况及修复时间等。 

岸电供电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岸电供应情况报送

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船舶应当按照船舶能耗

数据收集管理的要求，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岸电使用情况，

将岸电使用情况记录留船备查。 

第十九条 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和船舶应当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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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岸电使用过程中各类事故的应急处置流

程，并定期进行演练，适时修订。 

第二十条 岸电供电企业和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组织作

业人员进行操作技能、设备使用、作业程序、安全防护和应

急处置等培训。 

第二十一条 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和水路运输经

营者应明确划分岸电使用安全责任。鼓励港口经营人、岸电

供电企业和水路运输经营者购买岸电安全责任相关保险。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码头岸电设施建设和检测，港口经营人、

岸电供电企业向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服务以及水路运输经营

者组织实施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等情况由市、县级交通运输

（港口）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船舶发现港口经营人、岸电供

电企业未按照规定提供岸电服务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交

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 

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文件查阅等方式，核查船舶受电

设施满足本办法和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船舶使用岸

电等情况。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发现船舶未按照规定

使用岸电的，应当及时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制定相

关监督检查制度，并定期相互通报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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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港口工程的项目单位、

已建码头的港口经营人违反第五条、第六条，港口经营人违

反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第二十四条 国内航行船舶未按照第十条规定安装受电

设施的，由海事管理机构通报水路运输经营者注册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国际航行船舶未按照第十条规定安装受电设施

的，由直属海事机构汇总后定期报告交通运输部。 

长江流域的水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第十条规定实施船

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的，由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 

第二十五条 船舶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在长江流域港口靠泊的船舶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并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一）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 2000 千瓦（含）以下

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 2000 千瓦以上 8000 千

瓦（含）以下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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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 8000 千瓦以上的，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所称情节严重，是指船舶靠泊同一港口连续 3 次及

以上或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6 次及以上未按规定使用岸电，

或者船舶受电设施出现故障不及时维修导致 6 个月以上无法

正常使用。 

初次违法且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由海事管理机构进行教育。 

第二十六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第十七条、第十九

条规定制定相关制度、应急预案，由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二十七条 岸电供电企业和船舶未按照第十七条、第

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建立相关制度或者应急预

案、记录或者报送岸电供电信息、提供岸电服务，或者岸电

设施出现故障不及时维修导致 3 个月以上无法正常使用，由

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

改正。 

第二十八条 船舶未按照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报告岸电

使用情况，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岸电供电质量、供电安全、电力供应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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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供电价格等应当符合电力、价格等法规，以及电力领域

的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船舶受电设施是指船舶岸电系统

船载装置。 

岸电供电企业是指为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服务的组织或

单位，可为港口经营人或者受港口经营人委托的第三方。 

有效替代措施是指船舶靠港期间使用电能、LNG 等新能

源、清洁能源作为动力，或者关闭辅机等其他等效措施。 

岸电设施是指由岸侧电力系统向停靠码头的船舶提供

电能的设备及装置的整体，主要包括开关柜、岸电电源、接

电装置、电缆管理装置等。 

第三十一条 公务船舶和工程船舶使用岸电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三十二条 军事船舶、渔船和体育船舶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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