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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行业标准制订行业标准制订

年份 历年主要工作 颁布推荐
标准数量

2007 确定“信息委员会工作重点转移到集装箱装
卸安全规范的制定”；
第一次行业标准会议。

项目启动

2008 初步建立行业标准体系；

批准通过2项标准。

2

2009 信息委员会提交2项标准； 2
2010 信息委员会提交4项标准；

技术委员会提交2项标准。

6

2011 信息委员会提交4项标准。 4
2012 信息委员会提交4项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推荐日期 标准编号

1
集装箱码头分类标准

20081230 ZGX-J0001-2008

2
集装箱码头超限箱装卸工艺规程

20090721 ZGXJF-J0002-2009

3
岸边集装箱桥式起重机安全操作标准

20091230 ZGXJF-J0003-2009

4
集装箱船舶靠离移泊安全操作标准

20091230 ZGXJF-J0004-2009

5
轮轮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轮胎吊）

安全操作标准

20101104 ZGXJF-J0005-2010

20082008--20112011年通过的年通过的1414项集装箱码头操作标准项集装箱码头操作标准



20082008--20112011年通过的年通过的1414项集装箱码头操作标准项集装箱码头操作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推荐日期 标准编号

6
集装箱码头统计分析工作标准

20101104 ZGXJF-J0006-2010

7
港区大型装卸设备检修作业安全规范

20101104 ZGXJF-J0007-2010

8
集装箱吊具检修规范

20101104 ZGXJF-J0008-2010

9
集装箱叉车、正面吊安全操作标准

20101104 ZGXJF-J0009-2010

10
集装箱码头常用营运操作术语

20101004 ZGXJF-J0010-2010



序号 标准名称 推荐日期

20111108

20111108

20111108

标准编号

11
集装箱码头防台防风标准

ZGXJF-J0011-2011

12
内贸集装箱码头业务对外单证标准

ZGXJF-J0012-2011

13
集装箱码头危险货物管理标准

ZGXJF-J0013-2011

14
内贸集装箱码头理箱操作标准

20111108 ZGXJF-J0014-2011

20082008--20112011年通过的年通过的1414项集装箱码头操作标准项集装箱码头操作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主起草人

1
内场集装箱牵引车安全管理

规定

李长军 高长根

2
安全生产检查管理规定

李国平 郑军

罗勋杰

3
员工安全教育管理规定

倪克勤

4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许美艳 陈洁
罗勋杰

20122012年正在评审即将发布的年正在评审即将发布的44个新标准个新标准



1) 行业事，会员办；

2) 热情高，工作细；

3) 重基础，保安全；

4) 成果丰，兼受益。

2012 集装箱码头行业标准制定小结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行业营运操作标准》现状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营运操作标准是指在本行业中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
规范性文件，它包括标准、技术规范、规程和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它是以中国港
口各集装箱码头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提炼而成。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行业营运操作标准》现状

1、集装箱码头标准制定的目的
我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运营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为了规范化经营，港口集装

箱分会信息委员会根据广大会员单位建议，汇集大家的智慧，陆续制定、修订我
国集装箱码头系列流程的操作规范，使我国港口集装箱码头有一套统一的、经济
的、规范的、科学的、权威的安全操作标准规范，推荐给集装箱码头参考执行。

2、集装箱码头行业标准的地位
根据标准适用范围和审批权限的不同，《标准化法》将我国标准划分为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制定的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操作安全标准属于行业标准级别。标准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
两种。强制性标准是指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强制标准还分全文强制和部分条款强制；推荐性标准是指
国家鼓励自愿采用的具有指导作用而又不宜强制执行的标准，即标准所规定的技
术内容和要求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允许使用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加以
使用。企业一旦使用推荐性标准，在企业范围内则必须执行。

本标准是指在本行业中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它包括标准、
技术规范、规程和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它是以中国港口各集装箱码头所拥有的科
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提炼而成。



《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行业营运操作标准》现状



标准编制流程：

1) 申请：会员公司向信息委员会提出拟制定或修订的标准项目；
2) 起草：由起草单位确定主起草人员，并组织起草标准初稿；
3) 评审：经分会信息委员会讨论后形成草案,分发专家评审；

4) 发布：专家评审通过后，分会理事大会审核通过后，推荐执行。

集装箱码头行业标准制定的方法

1. 申请 2. 起草 3. 评审 4. 发布



2. 2. 信息委员会信息委员会20122012年年会年年会 暨安全工作会议暨安全工作会议

2012年4月9-11日，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在江西南昌召开了“2012年中国港
口集装箱码头信息暨安全工作会议”。来自分会会员单位的102名联络员和安全工作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集装箱分会副理事长、宁波港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司朱龙剑副总经理宣布了

《关于港口集装箱码头评优办法2011-2012年度实施细则》、《关于开展2012年中国
港口集装箱运输“烟台华东电子杯”论文竞赛的通知》、《关于开展“营口港杯”论文征

集活动的通知》等。常务副理事长夏伟江到会讲了话。陈立身理事长刚完成南京会议
也直接赶来与代表们见面交流。



2. 2. 信息委员会信息委员会20122012年年会年年会 ––新标准发布新标准发布

港口集装箱分会联络员会议由青岛前湾主任单位总结了以往的工作，并提出
了今年的工作设想。会议颁发了2011年港口集装箱码头四项标准制作者荣誉证书，

他们是：

1. 《集装箱码头危险货箱管理规定》的起草人黄运学、肖玉江和高长根；
2. 《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码头理箱操作规程》的起草人胡宝良和李壮；
3. 《集装箱码头防台防风标准》的起草人刘湖南；
4. 《内贸集装箱码头业务对外单证标准》起草人杨宗杰、张安波和马山。

这些标准的推荐发布经过严密的制作程序，征求了全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同行

的意见，得到了行业内具有三年以上码头工作经验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审核，现
在《中国港口集装箱网》上公布，推荐给全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参考使用。



2. 2. 信息委员会信息委员会20122012年年会年年会 –– 安全工作交流安全工作交流

2012工作总结

本次会议的安全工作交流会议尤为引人注目：

1. 烟台东龙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郝建强经理从该公司
学习国外先进的安全工作理论，结合本公司的安全实践，提出“安全星”的操作方

式；
2.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司安全部徐俊经理则

从公司实践中着手，介绍了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操理念和非常实用的工作方式。

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在第二天分组举行的车程会议上，大家继

续热烈地进行了心得交流和互动，每位代表都畅叙心声、发表了参加会议的感
想。



2. 2. 信息委员会信息委员会20122012年年会年年会 ––领导小结领导小结

2012工作总结

夏伟江常务副理事长阐述了分会秉承 “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和
分会理事会决定的“服务、信息、调研、自身建设”十字方针开展工作的宗旨。强调了

协会工作的定位：
协会不是企业，不能作行政命令；协会不是政府，不能发号施令。协会是

个家，办好靠大家，不会做会员单位不欢迎的事。坚持做好联络员队伍、专家队伍
和专委会骨干三支队伍的建设。

2012年分会四个专委会的工作，体现出总体务虚向逐步务实的转变，更好

地为集装箱码头行业服务。

会后，分会组织大家游览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重温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
艰难革命历程。



3. 3. 网站建设网站建设

2012工作总结

1). 收集会员意见和建议，对网站

再一次优化。
2). 丰富了“会员园地”；
3). 增加了会员广告内容，为会员

服务；
4). 目前的访问量已突破了140万

次，影响力不断加强；
5).  丰富了信息内容，服务能力不

断提高。

请给协会秘书长：陈长庚请给协会秘书长：陈长庚
及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有限公司及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有限公司
掌声感谢！！掌声感谢！！



4. 4.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

2012工作总结

1)  定期编辑发布《港口集装箱信息》电子

周刊。及时分享行业重大实时信息、推动协会
单位间信息交流。目前已达953期，成为行业内

会员单位重要的信息来源及信息交流平台。

3)  积极动员布置各会员单位，收集整理
《中国港口年鉴》2012年相关报表。

2) 推动顺利成立了“成本价格委员会”。 四个专

业委员会，顺利召开年会，主动积极并富有成效
开展工作，体现了“来自会员，专业互动，专业服
务”；实现了从总体务虚，向专业务实转变。

4)  积极推动收集整理《中国港口安全事故案

例汇编》。



5. 5. 会员发展及建设会员发展及建设

2012工作总结

1)  2012年，新增加会员单位共 20家，截止会前，本分会会员单
位已达 118 家。

3)  分会采纳广大会员单位和集装箱码头供应商的建议，决定从2012
年开始，广泛接纳集装箱码头以及与其相邻行业的供应商企业加入集
装箱分会，吸收他们参与我们组织的相关会议，让码头有更多的接触
新科学高质量产品信息的机会，让供应商有更多宣传高质量新产品的
渠道。

2)  建立分会专家库。由会员单位推荐。专家要求是：在集装箱

码头工作超过三年以上，具有高级职称，愿为协会做工作的管理人
员。集装箱分会秘书处负责收集审核，分会将收入专家库。根据服
务项目，被选中的专家负责完成服务工作。



11. . 行业标准制订行业标准制订

2013工作计划

1） 标准化工作2013年计划继续围绕与码头的

安全生产、资源配置、精细化管理、码头信息化建

设、绿色港口等方面的营运管理标准，收集各码头

的一些好的做法进行提炼归纳，即使不能完全标准

化，能为大家提供可互相借鉴的方法也是有意义的

探索。

2)  争取2013年能发布2-6个行业标准。



2. 2. 信息委员会信息委员会20132013年年会年年会

2013工作计划

20132013年会主体是聚焦集装箱码头业年会主体是聚焦集装箱码头业””环保与信息化环保与信息化””；；

1) 在二季度召开联络员会议，总结当年计划来年；

2）同时组织各理事单位的安全负责人参会，围绕部“十二五计划”建设“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型港口的要求，交流“绿色港口建设”工作经验

3) 继续编制”中国集装箱码头典型事故案例汇编”工作。

4) 主题演讲 – 绿色港口建设及码头碳排放控制

– 码头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发展



3. 3. 网站建设网站建设

2013工作计划

1)  继续收集会员单位对新版分会网站的意见和建议。

2）汇总主要改进建议，进一步优化分会网站。

3)  继续丰富”会员园地”，为各会员横向汇集分享单位内部电子刊物服务

4)  分类汇集各年度峰会获奖论文，按专业方向，建立“知识分享”。

5)   开通BBS,开展会员交流，听取会员声音。

6)  探讨各会员单位设备物质库信息联网，实现重要备件分享互用。



4. 4.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

1)  继续汇总和发布《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快报》，《中国

枢纽港集装箱码头多式联运吞吐量快报》。

2)  继续定期收集编辑发布《港口集装箱信息》电子周刊。

3)  收集整理《中国港口年鉴》2013年相关报表。

2013工作计划

4)  根据分会单位需要和上级要求，组织各项专题研讨会议。



4. 4.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

1)  继续汇总和发布《中国港口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快报》，《中国

枢纽港集装箱码头多式联运吞吐量快报》。

2)  继续定期收集编辑发布《港口集装箱信息》电子周刊。

4)  建立各会员单位内部培训资源共享，探讨会员单位间交流相互培训

机制。

2013工作计划

5)  根据分会单位需要和上级要求，组织各项专题研讨会议。

3)  收集整理《中国港口年鉴》2013年相关报表。



谢谢！谢谢！

Question ?Question ?
中国港口协会集装分会

信息委员会

2012.11.8 烟台

罗勋杰 Jack Luo

Jack.luo@qqc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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