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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安全管理现状与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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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国际贸易货物出入量也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发展趋势。港口作

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枢纽，承担着周转、装卸以及储存的重要作用，港口安全管理工作开展的重

要性不可言喻。为此，本文对港口安全管理现状以及相应的改善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完善和优化港口安

全管理水平的相关措施，旨在为提升港口的安全性，确保港口能够安全有序的运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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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物流行业与港口贸易得到

迅速发展，而港口作为国内外物资流转以及交通运输

的重要枢纽，港口运行的安全性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我国港口数量与规模位列于世界前列，港口在我

国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诸多危

险性货物均需要由港口集散，一旦港口安全管理缺乏

有效性时，将会大大增加港口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概

率，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给港

口带来极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损失。为此需要积

极开展提升港口安全管理水平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提

升港口的安全性，推动港口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 港口安全管理现状

1.1 安全管理意识薄弱，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伴随我国近几年来的港口建设发展，港口管理愈

发规范，港口事故发生概率显著降低，在这一安全性

极高的环境氛围中，管理人员对于港口安全管理工作

开展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从思想方面存在安全管理

意识松懈的情况，将更多的管理精力放在港口运营、

港口创新发展等各个方面，确保对于港口安全管理活

动的重视，严重干扰港口仓库安全管理的整体布局。

同时现阶段港口所实施的港口安全管理制度较为滞后，

但港口存储、装卸以及运输的货物种类、数量以及性

质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港口的工作环境与管理条

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往所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

已不再适用于港口发展需求，在港口安全管理制度未

能跟随时代发展更新补充的前提下，港口安全管理工

作的实施无法以制度作为参考，对于港口内可能存在

的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严重影响港口安全管理工

作的实施效果，甚至造成港口内出现安全事故，因此

需要重视港口仓库安全管理意识薄弱以及港口安全管

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况。

1.2 安全管理人员专业能力较薄弱

港口安全管理工作本身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对港口物料、港口设备以及安全管

理方法等有着充足性的了解，同时安全管理人员也要

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但港口内部分安全管理人员的

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背景下，

港口仓库物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物资的性质、

存储装卸方法等存在差异性，甚至在港口内周转危险

货物。同时港口内也引进了大量先进的安全设施，像

自动化报警系统、安全监测系统等设备均需要专业知

识与技能，由于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因此极易出

现物料储存不当以及设备使用不顺畅的情况，严重影

响港口安全管理效果。同时港口对于管理人员的安全

培训存在不足之处，港口只针对安全工作人员进行定

期安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培养，缺乏对于普通工作人

员的安全培训，所开展的定期安全培训工作流于表现

形式，员工对于安全性器材的应用一知半解，一旦遭

遇安全事故后无法及时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给

港口以及工作人员自身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港

口货物流动量极大，港口会临时选用外来人员承担部

分工作，此类工作人员未能接受正规的安全培训，安

全管理意识较为淡薄，在具体工作开展环节极易出现

违规操作情况。

1.3 未能及时更新港口安全基础设施

在港口安全管理不断进步提高的背景下，仓库安

全管理技术、安全管理设备具有长足发展，多种类型

新型安全设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从港口仓库设施装

备来看，用于安全管理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与完善。

部分港库仓库安全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仓库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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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及时对安全设施进行更新换代，缺乏完善的安全

管理辅助设施，严重影响港口安防水平，对于仓库内

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与安全事故不能及时地监测，如

在出现火灾时仅能借助原始方法进行补救，将会带来

更大的损失，严重影响港口的安全性 [1]。此外，港口货

物类型多种多样，货物的性质以及危险性存在差异，

而不同类型的物资需要借助不同形式的存储方法以及

装卸方法，部分港口为了节约成本，需要分门别类地

建立合格的存放区域，若危险品存放不当、缺乏安全

防护设备及措施，会给港口运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需要做好港口安全基础设施的更新完善。

2 港口安全管理改善建议

2.1 强化安全管理意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港口安全对港口运行成效有着直接性影响，甚至

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因此需要

重视港口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港口管理人员需要从

思想方面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的重要性，借助安

全管理制度来约束与规范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实现

对港口安全管理活动开展的整体化引导。

第一，港口管理人员需要提升对港口安全管理实

施重要性的宣传水平，通过组织管理者学习与安全管

理相关的法律条例，了解港口以往发生的安全事故，

让港口管理人员能够从思想上重视安全管理工作，让

管理人员能够将安全管理列为日常管理的首要工作，

全面提升港口安全管理效果。

第二，不断更新与优化港口仓库安全管理制度。

港口安全管理制度需要跟随港口发展情况以及国家制

定的安全政策进行安全管理制度的优化，通过构建完

善的物资分类机制、安全检查机制、装卸机制等多种

安全管理机制，确保港口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制度

可参考，有法可依。此外需要落实安全管理工作制度

中的各项安全责任，确保各项安全工作职责能够落实

到具体人员，避免安全管理工作出现职责不清、互相

推诿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仓库安全管理工作开展质量

与开展效率。

2.2 强化港口安全管理人员专业素养

安全管理人员作为港口安全工作实施的规划者与

执行者，港口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水平直接关乎

安全管理工作开展质量。现如今国内外贸易活动愈发

频繁，港口安全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也在不断提升，因

此强化港口仓库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迫在眉睫。

第一，扩大针对仓库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范围，

增加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深度。在对港口专业安全工作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时，不仅需要开展岗前培训活动，

也要开展上岗后的培训活动，确保培训内容的全面性

与深入性，港口员工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安全知识，也

要掌握各种类型的应急护理方法、危险源识别方法、

安全技能等，确保其在意外来临时能科学应对，最大

程度减少港口内的财产损失。

第二，多样化的培训方法可大大提升工作人员的

培训效率，全面提升港口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专业能

力。所选择的培训形式不可局限于室内知识讲解以及

室外训练技能，需要借助丰富多样化的训练模式。如

可模拟港口工作人员模拟演练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

也可组织港口员工到其他港口进行参观学习，同时也

可利用网络、视频、公众号等平台随时随地向员工传

递安全管理知识，借助多种类型培训方法来提升仓库

人员的安全管理素质。

2.3 引进港口安全管理技术手段

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各种先

进安全管理技术手段不断涌现，提升港口安全管理工

作开展高效性，大大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有效

节约人力、物力，港口需要积极引进各种类型的安全

管理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港口内存在的安全隐患，有

效预防港口安全事故的发生，提升港口安全管理工作

质量，确保港口的安全健康运行。

第一，港口需要引进现代化物资信息管理系统，

将港口贸易中的物资成分、性质、危险性以及物资存

储要求等进行详细化的统计与分析，通过构建物资信

息系统来科学合理地安排物资的出入库、摆放以及储

存等活动，从源头处来提升仓库的安全性。

第二，港口需要引进完善的监测报警系统，需要

在港口仓库内安装监测设备，对于仓库的环境、温湿

度以及物资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测，一旦港口仓库出现

异常情况时可及时报警，将港口仓库可能发生的安全

事故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三，港口需要安装各种类型的自动消防设备，

借助机械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设备等消防设备，确

保在港口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构建第一道防线，确

保港口的安全性 [2]。

3 港口安全管理提升保障策略

3.1 做好港口安全生产保障工作

3.1.1 开展规范性作业

港口装载作业实施过程中需要采取人机密切接触

的工作，对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机械安全性能等

有很高的要求。在作业开设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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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相关标准与规范开展生产装卸作业。在司机与

指挥人员合作期间，司机需要严格按照指挥人员的信

号进行操作，在具体操作前需要鸣喇叭，若发现指挥

动作不清晰时，司机则有权利拒绝执行，司机不可按

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作，以防发生各种危险，司机需

要严格服从相关规定，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3.1.2 构建应急救援体系

港口内突发的危机事件是无法避免，为此需要尽

可能减少安全事故带来的伤害，构建完善的应急救援

体系。港口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

合理化布局，通过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与演练，危险

事故发生时的紧急报告程序以及联系人等，通过完善

的应急救援体系来帮助工作人员妥善解决问题，及时

处理相关事故 [3]。

3.2 做好港口货物安全管理工作

3.2.1 完善安全监管体系

港口所涉及的工作范围极为广泛，为了帮助环保

部门、消防部门、行政部门等部门构建良好的关系，

需要对各个部门的责任进行明确，制定完善的安全管

理体系，继而全面提升港口安全管理质量。在具体管

理环节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安全监管的联席会

议，未能明确会议制度要求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全面

提升各个部门的合作水平，全面提升港口危险货物的

安全管理水平。同时，为了提升对港口管理水平，可

将港口细化分为多个区域，通过成立区域性的或去行

业协会，确保与政府部门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

协商港口建设与管理问题。此外，需要构建完善的交

流渠道，未能突出主体明确、层次分明的特点，港口

需要与政府部门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明确安全管理

方法，为安全管理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全面提升港

口的安全质量。

3.2.2 构建完善的准入退出机制

为了全面落实相关管理机制，需要做好法律法规

的宣传工作，通过定期开展法律法规讲座，工作人员

需要开展充分的学习工作 [4]。为了提升对于港口危险品

的管控水平，构建完善的经营准入机制与执行机制，

优化各个港口的竞争环境。结合港口的实际情况优化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明确规定许可证办理条件，对于

已有许可证的企业进行全面性检查。同时需要提升监

管力度，在企业经营工作开展期间，需要严格落实监

管制度，提升安全系统方面的投入水平，提升危险货

物管理的安全性。

3.2.3 设置港口危险品堆场

针对港口内货主无法在船边直提以及直装作业的

集装箱，可将其堆存在港口内的临时堆场。临时堆场

可细化分为不同级别的堆场，由交通主管部门在制定

不同级别堆场的技术规范，港区也要配置相应的硬件

设施，有效减少危险货物集装箱在港外堆场堆存过程

中的危险性，货主也可直接至港区堆场进行送箱以及

提箱作业，通过减少作业环节来降低危险事故的发生

概率，同时也能有效节约货主的物流成本。交通主管

部门则需要放开对于危险货物集装箱在港区堆存的种

类、数量以及时间等各个方面的制约，重点监管临时

堆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同时也可借鉴国内外港口良

好的管理经验，采取自主管理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管

理模式，按照港口的实际情况制定危险货物集装箱的

管理预案，制定专业储存危险品港外堆场的分散堆存

方案 [5]。

3.2.4 做好高温季节危险品监管活动

危险货物集装箱可将危险货物以及作业人员进行

隔离，大大降低危险货物集装箱的事故发生概率。港

口管理人员需要在高温天气根据危险货物集装箱的特

性进行管控，严格限制一定范围内的危险货物运输作

业，在控制危险性源头的同时也要确保港口在高温天

气的装卸作业的安全性。

4 结语

总而言之，港口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场所，

危险货物在仓储货物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确保港口

安全性势在必行。为此需要强化安全管理意识，完善

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港口安全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引

进港口安全管理技术手段。同时需要做好港口安全生

产保障工作以及港口货物安全管理工作，为港口经济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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