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个“世界海员日”到来之际，聚焦新区海运人才队伍供需状况

讲述

货轮船长：
年轻海员越来越少

李明辉是中谷海运一艘跑国内航线集装

箱班轮的船长，有着3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告

诉记者，在全世界的高级海员中，中国海员的

技术是响当当的，绝不亚于其他国家。

“年轻时我也曾被外派过，当时的船

长是菲律宾人，我是三副。在途经中国沿

海航区时，由于渔船密集、航道繁忙，船长

一般都会选择技术过硬的中国海员驾驶

船舶，这充分说明船长对中国海员驾驶技

术的肯定。”李明辉说，目前中谷公司大部

分海员所在的船舶均与国际同一标准，各

种驾驶设备及吃、住、娱乐等方面都是国

际一流。

记者随着李船长来到船舶顶层的驾驶

台，在视野开阔的驾驶室中，记者看到，船

上安装了与国际接轨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电子海图、甚高频无线电话、中高频

无线电话、卫星电话和避碰雷达等，各类高

科技设备一应俱全。“比起三十多年前，如

今引导船舶航行轻松了很多，变化可用翻

天覆地来形容。以前使用望远镜的频率非

常高，经常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现在通

过这些高科技手段，有时可以几个小时不

用望远镜，轻轻松松就能安全驾驶。”李明

辉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现

在的船员真是幸福太多了，但目前年轻海

员却越来越少。”

“老船长”：
海员执业要求越来越高
作为北疆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的

刘健勇曾经也是一位远洋船长，有着十几

年的远航经验，并曾有幸随同人民海军

“巢湖”号导弹护卫舰连续参加第四、第五

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编队执行护航

任务。执行护航任务期间，曾多次参与保

护被海盗追踪的商船，中国海员的技术能

力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而刘健勇也被舰

上的官兵亲昵地称为“不带枪的舰长”。

由于年龄等各方面的原因，刘健勇如

今落地成为一名海事监管岗位的“海

员”。他告诉记者：“随着新区国际贸易量

的不断增加和国际海运业的快速发展，要

求从事国际运输的海员不但要精通相关

技术，还要精通英语，国际化程度越来越

高。三副以上的高级海员普遍都有大学以

上学历，船长则需要有十年以上的海上工作

经验，并且要通过相应的培训和国家考试才

能担任，且所持海员证也是国际公认并通用

的证书。由于规格及经验等各方面要求的

限制，目前新区急需这类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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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的《2017 年
中国船员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现有海员约 70.9 万
人 ，从 事 国 际 运 输 的 约
52.4万人。天津辖区内国
际航行海船船员有 14073
人，同比增长1.8%。

专家预计，2018 年我
国海洋生产总值将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10%。到2020
年，海洋人才资源总需求
量将超过300万人。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
景下，中国正全面拥抱“海
洋时代”。而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支点、“一带一
路”交汇点，背靠世界级大
港——天津港的滨海新区
也正在迎来对外开放的新
机遇，国际海运业正步入
健康发展的快车道，由此
带动了对远洋巨轮相关海
运人才的旺盛需求。

在第八个“世界海员
日”到来之际，时报记者
跟随北疆海事人员登上
多条靠港海轮，了解海员
们职业的荣光与辛劳，聚
焦海运人才队伍目前的
供需状况。

据了解，海运承担了新区近 85%

的外贸运输任务。一艘1.4万标准箱

以上的集装箱船舶只配备 20 多名海

员，但船舶造价高达 10 亿元，所运载

的货物价值更是超过 10 亿元。海员

尤其是高级海员承担着非常重大的经

济责任，对于保证国家财产安全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航海系主任吴

金龙告诉记者：“有专家预计，2018年，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

达10%。到2020年，海洋人才资源总

需求量将超过 300 万人，其中就包括

航海类专业和非航海类专业的海事人

才。而目前，新区航海类人才缺口更

是显而易见，尤其是高级船员以及机

工、水手，甚至已出现断档的情况。”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是本地唯一一

所航海技术类高等职业院校，也是培

养海员的专业院校，同时行业内的很

多标准均出自该校。据该学院就业办

介绍，近年来，学校航运类毕业生每年

都会增长约10%。尽管生源每年都在

增加，但新区船务公司用人单位的岗

位需求增加得更快。与本科类院校将

校园招聘会大部分安排在大四学年的

下半年不同，海运类职业院校的毕业

生在大三上半年就开始参加校园招

聘，即毕业生双选会。以该校航海系

为例，航海系分为航海技术和海运管

理两个门类，每年一般会设置12-13个

班，每个班40多人。近两年，仅首轮双

选会上，每个班的一次性签约率就高

于86%，产业对口率达70%以上，而该

校的最终就业率甚至达到98%以上。

“我们培养的都是技术类的高级

海员，需要三年时间的系统学习。学

生们只要拿到了专业证书，自身想从

事海运方面的职业，就一定能被用人

单位录用。”吴金龙介绍，“目前航海专

业的就业形势很乐观，以2017届毕业

生为例，我们有位2017年毕业的优秀

学生在参加完双选会的笔试后收到了

七八家企业发来的面试通知，而一名

学生同时收到3家企业的面试通知被

争相抢要都是常事。而每年毕业季，

各用人单位更是经常奔走于各高校之

间高薪抢人才。”

“教育滞后是海运人才紧缺的重

要原因之一，整体行业的低迷则促使

海员‘过客’现象严重，海运人才流失

已经呈现‘常态化’。”吴金龙表示，

“中国作为海员产出大国，却不是高

质量海员产出强国。我们的海员大

都是短期速成培训，而没有进行高质

量的系统培训。而当下很多海员在

培训机构参加六个月左右的培训，通

过考试即可获得证书，取得上船工作

资格，此种方式培养出的海员自然也

得不到很多外派机会。外派看似给

外国打工，实则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学

习机会，也让中国培养了一支高素质

的海员队伍；而通过职业教育，海员能

够接受较长时间成体系的学习，从结

绳到驾驶，再到天文、英语，这样培养

出的海员英语和专业水平当然更具说

服力。”

吴金龙同时指出，随着中国各行

各业的繁荣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

断提高，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他们不再想通过辛苦跑船获得高薪，

因为有更多待遇更优厚的陆上职位可

以任他们选择。此外，随着海员越来

越难招，盲目扩大海员来源渠道也造

成海员素质参差不齐，高级海事人才

却与此不成比例增长。

每年都会有五六十家来自全国各地、从事航

运业务的企业以及国内外邮轮公司等企业参加

天津海运职业学校的校园双选会，提供的职位多

的时候达数千个，而供求比基本为1∶3。

“我们公司今年又买了十几艘船，今年的校园

双选会任务重，我们也都铆足了劲儿。”来自滨海新

区一家海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过估计

会有困难，根据我参加校园招聘会的经验，每一名

毕业生至少会向3家用人单位投递简历。”

除了校园双选会“挖”人才，记者了解到，在

高素质海事人才培养中，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实行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帮助用人单位解决人才

之需。

目前，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已与华洋海事中

心、北京鑫裕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等国内外50

多家海运企业签订合约，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和输送。经过8年来的实践，该校输送的人才得

到各家企业的高度认可。“企业通过‘订单班’不

断向学生灌输企业文化和理念，同时为学生提供

实习实训平台，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还进行经济上

的帮扶，这是个‘吸才’的好方法。”吴金龙介绍，

与此同时，学院开设的专业还会根据港口发展情

况适时进行调整。

据了解，在相关人才需求释放之前，该校就

开始进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如最初开设的国内

其他高职院校当时还没有的航运金融专业，培养

的是既懂航海航运又懂金融运作的人才。在天

津主要流向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和空港物流区，以

及从事货物交易、船舶交易和船员交易的交易

所。“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不断深化校企合

作、强化产教融合，是培养高素质海事人才的务

实之举。”吴金龙认为。

新区急需高级海运人才

航海类人才缺口显而易见走访

数据

拥抱拥抱““海海洋时代洋时代””
海运人才准海运人才准备好了吗备好了吗？？

教育滞后导致海运人才紧缺探因

校企联动填补人才缺口

殷逸是一名“00 后”，今年 18 岁

的他在江苏南京城市交通学院学习

一年后就上了船，目前是中谷海运的

一 名 二 水 手 ，负 责 船 舶 的 维 护 保

养。殷逸勤劳踏实，通过一年的努

力就由一水手升为二水手，工资也

因此得到提升。“不花一分钱，就能

周游世界，每月还能有可观的收入，

我觉得挺好。目前的期望就是以后

能 上 大 船 ，生 活 品 质 可 以 更 高 一

点。”殷逸告诉记者，不想当将军的

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船长的水

手也不是好水手，他也想通过努力一

步一步升职，做高级海员。

殷逸的同事孙豪翔是一位“90

后”船员，负责轮机维护，在船上实习

三个月的他已然对船上的生活有了些

许厌烦。“没有豪华邮轮的奢侈情调，

只有航海工业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白天、晚上，工作、休息，航行、停泊，进

港、办手续、装卸集装箱、离港……周

而复始。”孙豪翔很坦诚，他告诉记者，

当年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多数都没

有做船员，还有很多人吃不了这个苦，

早已从船员转行了。

记者了解到，船员资历不同，待

遇也有所区别。以远洋船为例，机

工、水手的工资一般为每月 8000-

9000 元，三副、二副的基本工资均过

万，大副月收入更是到达 2 万元，而

船长一般能达4万元甚至更高。除去

基本工资，还有补贴等其他福利。尽

管“钱景”诱人，但吸引新生代人才的

作用依然有限。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

我们还有梦……”在成为海员之前，来自延安的

徐马桩没见过海，没出过国，是儿时的歌声让他

对大海产生了无限憧憬。怀揣着儿时的梦想，徐

马桩报考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航海技术专业。

在天津海事局推出的“西部海员培养基地”的培

养下，2013年，这个延安山里的小伙儿成为一名

正式海员。

“我去过30多个国家，见识了不同的文化与

风景。如今在船上做三副，月收入过万，相当于

父母务农半年的收入。”当上了海员，徐马桩不仅

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与徐马桩不同，段小强通过参加短期机工技

能培训班离开了黄土地，登上远洋船跑国际航

线。3年的时间里，印度、墨西哥、新西兰、加拿

大等十余国的港口他都去过。“高中毕业时，听说

天津海事局培训项目来学校宣讲，学员会送到天

津航道局培训5-6个月，合格后可以上船出海工

作。”从小没见过大海的段小强就想着出去长长

见识。2012年6月5日，段小强从印度第一次上

船。“做国际航线水手的第一年，一个月收入

1500 美元，合人民币 1 万多元。工作 9 个多月

后，给家里拿回8万元。”段小强告诉记者。

据了解，2008年9月，天津海事局推出的“西

部海员培养基地”正式落户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开设了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国际邮轮乘务

管理3个专业。招生范围也由陕西省扩展到山

西、江西、甘肃、宁夏、四川、重庆等地。十年来，

在不断组织协调、深入调研下，“西部海员培养基

地”已成为滨海新区船舶公司的“人才库”和海员

培养的“桥头堡”。

“天津海事局下一步计划利用3-4年时间完

成‘西部海员培养基地’先进航海教学理念和经

验移植再造工作。”天津海事局局长李国祥曾表

示，海员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

量，希望西部海员发展事业能在“一带一路”倡议

和“海洋强国”战略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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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院校：海运学生就业率超高

新生代海员：“钱景”诱人难“留人”

海事局建设人才“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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