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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6日下午袁交
通运输部召开全国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视频会议遥 林志豪局长尧
高友泉组长尧 陶维功副局长以
及机关处室负责人尧 部分二级
单位负责人和分管安全领导在

12楼分会场参加会议袁 飞行队
设立分会场参会遥

视频会议由何建中副部长

主持遥 交通运输部部长尧部安委
会主任李小鹏在会上强调袁春
运即将来临袁各部门尧各单位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 增强政
治责任感袁 切实把保障春运安
全稳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曰要
加强超强防范袁 提前制定安全
防范措施和运输保障方案袁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袁 引导公众合
理安全出行曰要强化责任担当袁
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领导尧亲
自督导落实袁 充实一线安全保
障力量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曰要
严格重点监管袁突出重点车船尧

重点区域尧 重点部位尧 重点人
员袁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曰要
做好应急准备袁 严格落实应急
工作制度袁 领导干部要带班值
守袁 及时掌握各类突发事件信
息袁快速科学处置袁全力做好春
运运输服务保障工作遥

部视频会议结束后袁 南海
救助局紧接着召开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遥 林志豪局长要求各单
位尧 部门一是要认真学习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袁
二是认真分析我局当前的安全

形势和责任海区春运特点袁开
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治理袁 确保
救助力量尧设备处于良好状态袁
切实做好春节尧 春运期间安全
生产工作曰三是做好值守工作袁
确保我局安全形势的稳定遥

会上袁 陶维功副局长传达
了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和广东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遥 渊安监处冤

南海救助局参加全国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本报讯 1月 24日上午袁南海
救助局在 12 楼会议厅召开干部
大会遥部人教司副司长王韬同志尧
部救捞局王振亮局长出席会议并

作重要讲话遥部人教司尧部救捞局
有关同志参加会议遥 会议由局党
组书记庄则平同志主持遥 我局领
导班子成员尧广州地区中层干部尧
机关党员干部参加了大会遥

会上袁部救捞局王振亮局长宣
读了交通运输部和部党组关于高

友泉同志和王争鸣同志任免的决

定袁高友泉同志任南海救助局纪检
组组长渊副局级冤袁王争鸣同志任南
海救助局党组成员尧副局长渊副局
级冤袁 免去高友泉同志南海救助局
副局长职务遥 高友泉同志尧王争鸣
同志分别作了表态发言遥 林志豪局
长代表南海救助局领导班子作了

表态袁表示坚决维护部党组的调整

决定袁发挥好局领导班子的合力作
用袁扎实提升引领南海救助事业发
展的综合能力和水平袁为救助事业
发展凝聚正能量遥

王韬副司长指出袁 此次对南
海救助局班子副职的补充调整袁
是部党组充分考虑南海救助局领

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情况袁 统筹部
属单位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需

要袁经过充分酝酿慎重研究袁并征
得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同意后作出

的决定袁是一次正常的组织调整遥
希望南海救助局领导班子合理分

工袁精诚合作袁共谋发展袁力争取
得更大的业绩遥

针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袁 王韬
副司长强调三点意见袁 一是南海
救助局领导班子要按照中央和部

党组的统一部署袁 在前期深入学
习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袁 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

主生活会上的讲话和在省部级学

习十九大精神培训班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遥要结合局工作的实际袁开
好今年的民主生活会尧 组织生活
会和局内工作会袁统一思想袁全力
以赴抓好落实曰 二是要按照中央
和部党组的部署袁抓好关键时期尧
关键节点的安全保障工作和救助

值守相关工作袁 确保职责范围内
水上安全形势的稳定遥 三是要认
真分析野桑吉轮冶碰撞燃爆事故的
整体情况袁 认真研究事故对救助
工作机制尧体制尧方式方法尧工作
的理念可能带来的影响袁 努力在
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上下功夫袁
确保能够应对得了各种突发事件

和突发情况的考验袁 维护好救捞
系统尧交通运输系统的良好形象遥

渊魏丁艳冤

本报讯 元月 4日至 19 日袁
为深入熟悉尧掌握了解基层一线
工作情况袁局党组书记庄则平在
林志豪局长尧陈日喜副局长的陪
同下袁带领机关职能处室有关人
员到救助船队尧南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尧深圳救助基地尧海口救助
基地尧三亚救助基地尧湛江救助
基地尧广州救助基地等基层单位
开展年度考核和工作调研袁同
时袁 还深入 野南海救 102尧112尧
115尧202冶 轮等救助船舶了解一
线船员工作尧生活环境袁看望一
线船员遥
在调研过程中袁庄书记对基

层单位 2017年取得的各项成绩
表示赞许袁对一线船员们默默坚

守岗位表达了感谢和慰问袁并满
怀深情地用野纯朴尧热情尧实在冶
六个字真切评价了一线船员遥庄
书记指出袁各基层单位要按照中
央尧部党组尧部局党委和局党组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决定及要求袁结合救助行
业尧海区特点尧岗位性质袁坚定不
移地履行好救助职责袁保障辖区
海域春运平安履职尽责遥 他强
调袁各基层单位要按照建设野交
通强国冶的要求和野国际一流冶的
目标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精神尧救捞系统工作
会议精神尧 局工作会议精神袁找
准自身发展定位袁 精心谋划好
2018年工作遥 渊魏丁艳冤

本报讯 1月 25日下午袁交通
运输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王韬尧部
救捞局局长王振亮携有关处室负

责人一行四人袁在南海救助局局长
林志豪尧纪检组长高友泉等的陪同
下袁莅临南海救助局深圳救助基地
视察调研遥广州打捞局副局长邝镜
明尧华德公司总经理李泽为尧华威
公司总经理蒋志华等随同调研遥南
海救助局局长林志豪主持了调研

座谈会袁深圳救助基地全体干部职
工参加了座谈会遥

座谈会上袁王韬副司长尧王振
亮局长认真听取了深圳救助基地

关于应急救助抢险尧 救助能力建
设尧示范基地创建尧全面从严治党
等方面的工作汇报遥

王振亮局长在听取汇报后指

出袁 南海救助局抓标准化建设尧示

范单位建设尧体系建设逐步走向成
熟袁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袁很值得进
一步落实尧推广尧借鉴遥深圳救助基
地近三年来应急救助工作抓得实尧
有成效袁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
步袁 也经受了救助实战的检验袁是
救捞系统建设野专精强特冶救助基
地的成果体现遥 针对下步工作袁王
局长强调袁一是要按照全国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尧救捞系统工作会议及
即将召开的南海救助局工作会议

的部署要求袁认真落实好各项工作
任务曰二是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
政治敏感性抓好值班待命袁练好队
伍尧练好本领袁履行好救助职责曰三
是要结合几起重大救捞抢险案例袁
认真反思尧狠抓落实袁围绕野专精强
特冶目标更好地锤炼队伍袁提高综
合实力袁做到野关键时刻拿得出去袁

冲得上去救得下来袁潜得下去捞得
上来冶遥

王韬副司长点评深圳救助基

地工作院 一是完成任务好要要要多

举措提高专业救助能力袁 在关键
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袁 没有辜负
党和人民的期望曰 二是示范创建
好要要要坚持以标准化尧 信息化为
主要手段健全体系尧抓好管理袁不
断提升管理水平袁推动整体工作曰
三是政治保障好要要要把党的建设

很好地融入中心工作袁 发挥了党
政合力和支撑保障作用曰 四是精
神风貌好要要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尧
训练尧积累袁展示出深圳救助基地
干部职工队伍良好的精神面貌遥
王副司长要求袁 救助基地要不断
总结经验袁 认真贯彻落实好十九
大精神袁 按照交通强国战略的部
署要求袁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袁继
续抢抓机遇尧不断进取遥 要勇于体
现深圳经济特区敢为人先尧 积极
进取的精神袁 努力摸索出更多更
好的经验做法袁 争取走在救捞系
统前列袁向系统内部推广遥

林志豪局长在会议结束时指

出袁部人教司尧局领导的讲话既肯
定了大家的工作成绩袁 更提出了
新的要求遥 全体干部职工要坚定
信心尧振奋精神尧再接再厉尧积极
作为袁 在交通强国新的征程中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渊范锦龙冤

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及救助打捞局领导
赴南海救助局深圳救助基地视察调研

庄则平书记率队赴基层一线
开展年度干部考核及工作调研

南海救助局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局领导班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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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救助局 年“十件大事”

11月 27要28日袁 全国政
协副主席卢展工率领全国政

协野推进海洋救助保障体系建
设冶专题调研组一行到南海救
助局海口救助基地尧三亚救助
基地及野南海救 102冶轮进行实
地调研遥 卢副主席高度关注救
捞综合训练基地的建设发展袁
表示将努力推进海洋救助保

障体系建设遥

注院带绎符号事件已入选救捞系统 2017年度十件大事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一行到南海救助局开展专题调研

6月 8日袁 交通运输部部
长李小鹏带领部有关司局尧省
市及地方领导一行到南海第

一救助飞行队调研, 对南海第
一救助飞行队救助任务执行

情况尧重大救助案例及空中救
援力量情况进行了解, 勉励南
海第一飞行救助队切实增强

为人民服务意识袁加强救助能
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遥

李小鹏部长到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调研

承办救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11月 23日袁由交通运输部

救助打捞局主办袁南海救助局承
办尧北海海事局协办的野2017年
救捞系统南部海区应急救援综

合演练冶在广西北海附近海域成
功举行遥本次演练模拟了一艘满
载化学纤维的货轮在海上失火

后一系列应急反应演练过程袁以
检验专业救捞队伍日常训练成

果袁检验海上应急救助抢险打捞
应急预案的有效性遥

2017年,南海救助局进行一系列全面
深化改革举措:推动以救助任务为导向的
模块化救助能力建设曰推动救助保障中心
从机关后勤向救助后勤的转变曰将广州救
助基地打造成救助特勤大队曰建立起符合
救助特点的岗位设置管理运行机制曰积极
推进局党组改党委和局纪检组改纪委工

作曰实现对南一飞的统一领导管理;海空
巡航海上救助野一体化冶联合行动全面进
入常态化曰建立责任海区救捞系统力量的
统一调度和组织指挥管理机制遥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月中下旬袁南
海救助局牵头组织

精干力量袁 快速反
应袁克服现场重重困
难袁在规定时间窗口
内妥善完成黄岩岛

搁浅渔船残骸清除

任务袁有效保障了航
行安全袁得到了上级
高度肯定遥

★成功清除黄岩岛搁浅渔船残骸

10月 31日袁 中国要东盟国家
海上联合搜救实船演练在广东湛江

海域举行遥 该演练是目前为止我国
与东盟国家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联

合搜救实船演练袁也是各方落实叶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曳 的一次海上务实
合作项目遥 南海救助局派遣专业救
捞船艇尧直升机尧应急救捞队承担主
要科目演练取得了圆满成功袁 赢得
李克强总理及部尧省领导袁还有东盟
参演国家负责人的高度赞誉遥

绎南海救助力量添彩中国—东盟国家海上联合搜救实船演练

3月 8日袁我国首艘具备空中尧水面尧
水下综合搜寻能力的海上专业救助

船要要要野南海救 102冶轮列编南海救助局袁
该轮搭载 6000米深海拖曳系统尧6000米
自主式无缆潜航器等深海搜寻设备袁可为
水下搜寻设备提供可靠作业平台袁具备搜
救遇险船舶尧失事航空器搜寻等深远海综
合搜救能力遥入列后搭载深海拖曳系统进
行浅水海试袁顺利完成了对 1立方米水泥
块的水下搜寻试验袁标志着中国救捞系统
水下搜寻能力取得阶段性成果遥

★深海先锋“南海救 102”轮入列

12月 12日袁野南海救
111冶轮赴港参加香港民航
处和香港海上搜救中心组

织的野2017年空难搜救演
练冶遥演练全面检验了部救
捞局和香港民航处于

2016年签署的叶航空器事
故搜救和打捞合作协议曳
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袁提
升了内地与香港共同应对

海上航空器事故应急救援

的协同作战能力遥

★深化粤港救助合作助力空难搜救演练

12 月 14 至 17 日袁野南海救
102冶 轮尧野南海救 201冶 轮尧野华英
397冶 艇和 B-7358直升机等救助
力量和先进救援装备亮相 2017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袁 累计接待
参观民众达到 22280人次袁 进一
步提升了南海救助服务国家战

略尧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力遥

2017中国海博会点亮南海救助时刻

参加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全国青年文明号专场活动
5月 5日袁野南海救 116冶

轮从 10 万余家全国青年文
明号中脱颖而出袁 被共青团
中央和交通运输部联合推荐

登上国内知名一线脱口秀节

目叶天天向上曳袁展现救助青
年风采袁节目播出后引热议袁
大力提振救助青年的精气

神袁 是我局五年创号工作成
果的集中体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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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救助局 年“十大救助”

8月 23日袁第 13号超强台风
野天鸽冶肆虐袁珠江口海域多艘中
外船舶发生搁浅尧 沉没或失控等
险情袁南海救助局先后出动野南海
救 101冶尧野南海救 116冶尧野南海救
102冶等 18艘次救助船艇对 14艘
遇险船舶实施救助袁成功救助 181
名中外籍遇险船员袁 其中包括了
15名台湾同胞袁 创年内单日接险
量和救助力量出动率之最遥

注院带绎符号救助已入选救捞系统 2017年度十大案例

★“天鸽”奇袭珠江口 勇闯龙潭战不休

7月 16日袁4号台风野塔
拉斯冶不期而至袁数十名名游
客被困阳江南鹏岛袁 身处险
境遥野南海救 111冶轮尧野南海救
203冶 轮尧 救助直升机 B-
7136尧 阳江应急分队多方救
助力量拨云穿浪袁 开展海空
立体救助袁 实施分批快速转
运袁最终 49名遇险游客全部
脱困遥

★海空联动海岛 49名被困游客脱险

台风中长距离拖救外轮 18名中外船员获救
11月 2日袁 巴拿马籍货船

野CHANG?AN?VISTA冶 轮在西
沙永兴岛南面约 82 海里处机
器发生故障袁失去动力漂航袁船
上共 18人中外船员遇险袁请求
拖带至三亚袁受 23 号台风野达
维冶台风影响袁现场气象恶劣遥
野南海救 117冶轮受命前往拖救袁
经过 3天近 300海里的长距离
拖带袁 顺利将遇险船拖至三亚
安全水域袁人船同救遥

11月 27日袁珠江口发生两船碰撞袁
散货船野锦泽冶轮沉没袁12人失踪遥野南海
救 116冶 轮尧野华英 383冶尧野华英 385冶尧广
州应急救助队和深圳应急分队出动搜

救袁 经与现场搜救力量的共同努力袁28
日成功从沉船中救出 7名生还者袁打捞
2具遇难者遗体遥 潜水员蓝天赐将水下
呼吸设备让给 1名幸存者脱险袁置自己
于沉船中安抚其余幸存者袁用实际行动
践行野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袁把死的危
险留给自己冶的救捞精神遥

绎沉船中救幸存者 专业救捞力量创造生命奇迹

12月 21日袁汕头东部海域一艘
名为野正力 18000冶的拖轮在拖带野招
商重工 2冶 起重船时发生断缆失控袁
野招商重工 2冶 起重船在无动力的情
况下以 7.5节速度向西南漂移袁快速
逼近东沙群岛礁盘袁 有触礁沉没危
险遥 野南海救 113冶轮接令出动袁克服
现场风大浪高尧接拖难度大等困难袁
在野招商重工 2冶轮即将触礁搁浅前
成功接拖袁并与野东海救 116冶轮联合
将其拖至安全水域袁16人随船获救遥

绎南海东海联合救助 拖带起重船离险境

7月 23日袁7号台风
野洛克冶直扑珠江口海域袁
海上险情突发袁货船野南
辉 68冶 轮在惠州大星山
海区发生货物倾斜后沉

没袁12人落水遥 野南海救
101冶轮尧救助直升机 B-
7136与前来增援的香港
政府飞行服务队飞机联

合施救袁落水者全部被安
全救起遥

粤港联合救援 12名船员台风中获救

11月 29日袁 印度籍
油 轮 野SC WARRIOR
L冶在广州沙角 35号锚地
修船时发生爆燃袁虽然随
后火情得到控制袁但船上
有 4名人员严重烧伤袁需
要紧急医疗援助遥 野南海
救 116冶 轮尧野华英 385冶
艇尧广州尧深圳应急分队
联合作战尧 齐心协力袁快
速及时将重伤人员接救

至岸基医疗遥

多种力量联合驰援 救助爆炸油轮伤员

10月 15日袁受 20号台风野卡努冶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袁珠江口海域海面
掀起大风巨浪袁货船野鸿海 188冶滞航
抛锚袁5名船员被困, 救助直升机 B-
7358奉命前往执行救助任务遥 现场
风力高达 11级袁巨浪遥救生机组采用
高绳引导方式袁成功救助 5名船员;返
航途中又在荷包岛北约 7海里处袁成
功救助失去动力的工程船 野浦浚 36冶
上 3名弃船船员遥

台风“卡努”来袭 直升机接连救助两船 8人

“南海救 118”轮紧急出动
成功救助 11名被困船员

10月 15日袁 海南岛临
高角海域两艘货船 野美成
366冶和野美成 388冶共 11 名
船员被困船上, 时值台风卡
努,风大浪急遥 野南海救 118冶
轮接令迅速出动,11 名被困
船员最终安全获救遥

9月 13 日袁19号台风
野杜苏芮冶袭击南海北部海
域袁 一艘正在阳江南面 75
海里海域进行试航的某轮

突发机器机器故障袁 船上
175人遇险袁野南海救 111冶
轮奉命出动袁 克服恶劣海
况袁 将遇险船拖至珠江口
万山岛安全水域袁 人船同
救袁 是本年度单船获救人
数最多案例遥

台风中立大功 救助 175人脱险

2018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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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处显身手
劫后余生露真情

2018年 1月 26日

1月 8日袁受强冷空气影响袁北部湾海
面刮起了 8至 9级大风袁浪高已经达到了 3
米以上袁 海上的船只早已在前一天回港避
风遥 下午 16时 20分袁南海救助局北海救助
基地的值班电话突然响起袁 值班员迅速拿
起电话袁接到北海搜救中心一条救助信息院
在北部湾大风江口附近袁 一条小渔船为了
寻找被大风吹走的渔排而无法返回袁 现处
于抛锚状态袁 具体位置不详遥 现场风大浪
急袁小渔船随时有翻沉的危险袁船上 1名渔
民危在旦夕袁只有对方联系电话袁情况十分
危急袁请北海救助基地出动救助遥 值班员放
下电话袁立即向基地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遥
基地主任陈建南了解情况后马上做出了部

署院一是指示野华英 396冶艇做好出动准备曰
二是进行救助作业评估曰 三是向搜救中心
建议尽快协调事发海域附近的有效力量先

实施救助遥 一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遥
经救助作业评估袁大风江口附近海域

水浅尧情况复杂尧海况恶劣袁已超出野华英
396冶艇抗风能力袁加之遇险位置不详袁已

接近天黑袁能见度较差袁遂致电北海搜救
中心袁协调附近力量进行搜救遥 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袁当大家都在为遇险渔民的安危
担心着急的时候袁17时 14分袁搜救中心来
电告知院 无法协调到其他有效救助力量袁
请求基地克服一切困难袁派遣力量前去搜
救遥 17时 15分袁 早已整装待发的 野华英
396冶艇全速驶向事发海域遥

没有准确的位置信息袁在茫茫大海上
寻找一艘小渔船袁如同海底捞针遥 为了能
快速找到遇险渔船袁野华英 396冶 艇艇长刘
春林不断通过手机联系对方来修正航线袁
同时还安抚渔民不要紧张袁保持手机电量
保障通讯遥 由于海上信号较弱袁加上渔民
紧张和寒冷袁语言无法表达清楚袁因此一
直无法对渔船进行精确定位遥 就在大家心
急如焚时候袁 基地值班室分别于 17时 24
分 尧17 时 40 分 尧18 时 02 分先后接到渔
政尧搜救中心及移动的三个定位信息遥 刘
春林根据三个不同的定位信息和渔民提

供的大概位置进行综合判断袁最终确定了

遇险渔船的位置遥
天色渐晚袁海上的风力还在不断加大袁

396艇在摇摆 30多度的情况下艰难地前进
着遥 救生员林观贤顶着寒风控制着探照灯
进行扫射遥 突然袁救生员龙伟泉大声喊野向
右照射浴 向右照射浴 冶林观贤迅速将探照灯
打向右边袁 在一束强光下发现一艘遮雨棚
为白色的小渔船剧烈摇摆着遥 经过两个来
小时的努力袁终于找到了遇险船袁大家很是
兴奋遥 野华英 396冶艇迅速靠了过去袁渔船上
只有一名渔民袁没有穿救生衣袁已经浑身湿
透袁 看着十分可怜要要要见到救自己的人来

了袁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激动的袁双手抱着
栏杆看着前来的 396艇一句话也不说袁直

到救生员林观贤大声喊了好几声袁 让他接
住救生衣的时候袁他才缓过神来遥 在渔民穿
好救生衣后袁 刘春林边指挥大家做好接人
准备袁边驾驶着 396艇向渔船靠拢遥 由于现
场风浪太大袁第一次靠上去时袁小渔船便瞬
间弹开袁第二次也是如此袁后经过多次调整
船位和尝试后袁19时 04分成功将渔民接过
野华英 396冶艇遥

20时 28分袁 遇险渔民被安全送回地
角渔港码头袁在将其送上岸时袁获救的遇
险渔民突然一下抱住救生员龙伟泉袁野哇冶
的一声哭了起来袁边哭边说谢谢尧谢谢遥看
着遇险渔民及家人团聚的感人场面袁救生
员们带着欣慰的心情返航遥

因 王国全

———记船队机务科科长张尚耀心怀船舶 甘于奉献
因 陶夏妍 陈裕丰

张尚耀同志是一位踏踏实实工作的

救助人袁他曾在船上工作袁是经验丰富的
老轨袁与他共事过的同事袁比他大的叫他
野阿耀冶袁比他小的亲切的叫他野耀哥冶遥他
曾在安训科工作袁是业绩优秀的科长遥现
在袁他作为机务科长袁更是机务工作的主
心骨遥 他将全体机务人员紧紧团结在一
起袁落实了一件件重点工作遥

注重基础管理求真务实

在安训科担任科长时袁 张科风风火
火袁作为船队 SMS 办主任袁推进 SMS 外
审的取证工作袁保证了 SMS在救助船队
的良好运行遥根据上级领导的统一部署袁
救助船队要对体系覆盖所有船舶参与

叶船舶国际保安证书曳 的取证认证工作袁

张科作为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袁
指导船舶进行船舶保安机制的建

立和运行袁申请 CCS 审核员进行
临时审核袁 体系所有船舶已初步
建立船舶保安运行机制袁 已取得
叶临时国际船舶保安证书曳遥

野喂钥 张科袁左主机启动不了袁
检查过油尧水尧气都正常袁主机控
制系统无异常报警袁 现在该怎么
处理钥 冶野喂钥 张科袁右齿轮箱高压
滑油滤器压差报警袁 排查后仍出
现下面的问题噎噎冶 作为机务科
科长袁 张尚耀的手机整日不停地
响着遥 无论是在办公室处理工作袁
在船舶督促检查袁 在船坞查看工

程袁还是在备件库检验工程袁他都得接起
电话袁耐心听船上汇报故障情况袁指导他
们进行处理遥如果把机务工作比做战场袁
机务人员都是 24 小时待命的大将到处
打仗袁张科作为军帐中的统帅袁还得在运
筹帷幄的同时一起到处奔走袁 跟踪指导
船舶维护保养工作的执行情况袁 按计划
安排船舶法定检验修理袁 组织人员完成
队属船舶部分修理工作袁指导各船舶野船
舶管理系统冶的运行和管理工作袁跟踪队
属船舶经费预算的执行情况袁 提高预算
执行率等等遥

推进重点任务思路清晰

2015年 9月15 日至 16日袁 救助船
队管理与技术队际交流会在小洲基地召

开袁 各局救助船队在会上分享管理与技
术成果遥张科作为筹办组的一员袁负责牵
头进行队际交流会议的准备工作遥 在他
的积极组织指导下袁 我队人员撰写交流
技术论文 14篇袁制作会议交流 PPT材料
3份袁 为队际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坚实
基础遥

2016年袁 救助船舶定置化工作如火
如荼的进行袁 张科作为救助船舶定置管
理标准体系化的主要负责人袁 在陈潮森
副队长的带领下袁首先制定了叶救助船舶
定置管理标准体系化曳体系文件袁随后按
照船舶实况制定步骤院1. 组建救助船舶
定制化建设工作小组曰2.从示范船做起曰
3.按照事项类别开展工作遥 目前已完成
了 101尧116尧113尧115尧203尧204 的定置化
管理工作袁 计划年底完成所有船舶定置
化管理遥定置化工作量十分庞大袁但他思
路清晰袁目标明确袁将工作分块进行袁稳
步推进了工作的进行袁 大到船舶分区规
划袁 小至粘贴标签袁 他都时不时跟踪检
查袁一丝不苟袁力求将船舶定置化做到极
致遥

心怀救助船舶甘于奉献

工作备件库的建设是张科心里的大

事遥 在林志豪局长制定的野信息化存档袁
科学化存放袁 超市化管理冶 目标的指导
下袁 张科带领机务科人员召开备件库工
作筹备会袁 与经验丰富的老轨们反复探
讨袁制定出了备件库采购清单袁制作了详

细的方案上报袁开始进行建设遥在改装小
洲备件库的同时袁 他还与广州基地签订
了共建协议袁共同建设物资仓库遥在这几
个月里袁 张科不仅要安排好各项机务日
常工作袁还要往返于小洲尧石楼之间袁对
两库进行详细的测量袁 科学规划摆放区
域袁检查各项上墙制度的标准化放置袁制
定备件库及共建物资库的各项规章制

度袁时常要加班到很晚袁但他却没有一丝
的怨言袁对他来说袁把工作做好袁才是最
重要的事遥目前小洲备件库已实现了野信
息化存档袁科学化存放袁超市化管理冶袁安
装有视频监控系统袁智能防爆系统袁防火
消防系统袁 并于 6月已通过了林志豪局
长的检验遥令他更欣慰的是袁目前备件库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要要要野南海救 116冶轮
应急修理时袁发现副机高温水泵坏了袁急
需更换袁 机务科立即从备件库调配相应
备件袁 解决了 116轮的燃眉之急曰野南海
救 131冶轮修船时主轴瓦及各设备控制模
块需要更换袁 机务科马上从备件库调配
备件上船袁 赢得了时间袁 缩短了修船周
期遥

张尚耀同志拥有对救助事业的赤诚

之心袁用他务实的工作袁谱写了一曲最美
救助人之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