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海事管理局

第 ISM 013 号通函

国际安全管理规则
（ISM 规则）
第 A.741 (18) 号决议，经 MSC.104 (73)、MSC.179 (79)、MSC.195 (80)、MSC.273
(85) 和 MSC.353 (92) 修订
至：

船东、船舶营运人和管理人员、船长、认可组织
和船旗国验船师

适用对象：

适用 ISM 规则的所有船舶

生效日期：

自本通函发布之日起

2015 年 6 月 16 日
1. 适用范围
本通函针对国际安全管理规则（ISM 规则）的符合性，提供了涉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海事管理局
（简称“管理局”）之要求方面的指南。
国际安全管理规则要求负责船舶运营的公司建立安全管理体系（SMS）。ISM 规则的强制适用范围产生
了以下两个证书：
a) 符合证明（DOC）——对安全管理体系的岸上方面符合 ISM 规则之要求的情况进行首次检查或
换证检查后向公司签发的证书；以及
b) 安全管理证书（SMC）——对船舶的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ISM 规则之要求的情况进行首次检查或
换证检查后向具体船舶签发的证书。

2. 符合性
适用船舶必须强制性遵守。请参阅第 ISM 010 号通函。不受强制符合性约束的船舶可在自愿的基础上遵守。
向自愿遵守的公司或船舶签发的长期证书上应做出相应的自愿标注。在这一方面，公司和船舶应签发非
公约性质的符合证明和安全管理证书。
规则的符合性由管理局密切监控，并采取相关执行措施。由未遵守 ISM 规则的公司运营的船舶将被视为
违反 SOLAS 之规定，且其贸易活动会因此被禁止。

3. 总则
ISM 规则的应用应支持和鼓励海运行业安全文化的发展。

ISM 规则要求公司建立符合 ISM 规则第 1.2 条（目的）之规定的安全目标；此外，还要求公司制定、实
施和维护包括 ISM 规则第 1.4 条（安全管理体系的功能要求）所列之功能要求的安全管理体系。

国际上通过以及行业起草了众多规则和指南，公司在制定、管理和实施安全管理体系时均应予以考虑。
国际航运公会和国际航运联合会联合出版了《 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安全管理规则应用指南 》，得到了高度
推荐。
公司和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均应确保对国家要求的遵守。这些国家要求已收录在本管理局的相关通函中。
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激励着海员使用报告和监测系统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改进，并参与到具体船舶
的安全管理体系手册中。

4. 安全管理体系满足安全管理目标的能力
ISM 审核的目的是为了验证：
-

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ISM 规则的要求；

-

安全管理体系得到有效实施，并能确保达成 ISM 规则的目标。

所有可能促进 ISM 规则符合性验证的记录均应在审核中开放审查。因此，公司应向审核员提供与其为了
确保维持强制性规则与法规的符合性而采取的措施相关的法定记录和船级记录。

5. 授权
国际海事组织第 A.739 (18) 号决议《认可组织代表主管机关授权指南》（经国际海事组织第 MSC 208(81)
号决议修订）允许主管机关授权认可组织负责验证 ISM 规则的符合性，并代表其签发符合证明和安全管
理证书。
本管理局与部分船级社签订了书面协议，授权其代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海事管理局验证 ISM 规则的
符合性并签发与 ISM 规则相关的证书。
获得授权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注册船舶及其公司开展 SMC 审核并签发临时或短期安全管理证书以
及 临 时 、 短 期 和 长 期 符 合 证 明 的 认 可 组 织 可 通 过 以 下 链 接 进 行 查 询 ： http://www.svgmarad.com/organisations.asp 。
公司可以选择任何获得授权的认可组织开展公司及其船舶的安全管理审核。对认可组织的选择不局限于
船级所在的船级社或签发法定证书的船级社。公司负责安排选定的认可组织进行安全管理审核。
本管理局负责 ISM 规则条款的有效执行，并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旗船舶的保安和安全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本管理局保留开展审核、评估和检查活动以验证 ISM 规则条款是否得到妥善实施、应用和执行的权利。

6.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认可组织应实施系统且独立的检查，以确定公司的安全管理体系活动和相关结果是否符合计划安排，以
及此类安排是否得到有效实施，且适合达成载明的体系目标。
经修订的 IMG 第 A. 1071 (28) 号决议《 ISM 规则主管机关实施指南修订版》应作为制定和实施审核计划
的基础。
第 ISM 002 号通函中描述了负责 SMC 审核/签发初次或短期 SMC 证书的认可组织之间的转换。

7. 发证和审核活动
与公司符合证明和船舶安全管理证书相关的发证流程通常包括以下情形：
a) 临时审核；
b) 初次审核；
c)

年度或中间审核；

d) 换证审核；以及
e)

附加审核。

8. 临时审核
公司系新成立或现有符合证明需添加新船舶类型的，可签发临时符合证明，以促进 ISM 规则的初次实施。
临时符合证明的有效期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可根据 ISM 规则第 14.1 条之规定向公司签发。
临时安全管理证书可签发给符合下列情形的船舶：
-

新船交付时；

-

公司承担了其以前未经营过的某一船舶的经营责任时；

-

船舶超过十二（12）个月未运营时；或

-

船舶变更船旗时。请参阅第 ISM 008 号通函。

9. 初次审核
建立与实施安全管理体系后，公司应至少在三个月内联系认可组织，安排对公司及其船舶进行初次安全
管理体系审核。
向公司签发符合证明的初次审核包括以下步骤：
a) 审核临时符合证明签发以来对安全管理体系书面文件作出的任何变更，且结果令人满意；

b) 验证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包括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在公司经营的每个类型的至少一艘船舶
上至少运行三（3）个月的客观证据。客观证据应包括公司在岸上及船上开展的内部审核记录以
及公司经营的每个类型的至少一艘船舶的法定及船级记录。

向船舶签发安全管理证书的初次审核包括以下步骤：

a) 验证公司是否持有适用该船舶类型的有效（但非临时）符合证明；
b) 保持对符合可能经修订的 IMO 第 A.739(18) 号和第 A.789(19) 号决议之要求的船级社的要求的
符合性。
c)

持有有效的法定证书；

d）验证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包括安全管理体系在船上至少运行三（3）个月的客观证据。客
观证据还应包括公司开展的内部审核记录。

临时符合证明或安全管理证书到期前未开展初次安全管理审核的，则会被视为违反 SOLAS 之规定，公
司的船舶可能会因此被禁止开展贸易活动。

10. 管理局对长期安全管理证书的签发
审核成功完成后，公司应向管理局提交下列文件的副本：
-

申请签发、变更或更换安全管理证书（SMC）或国际船舶保安证书（ISSC）的申请书

-

短期安全管理证书和临时安全管理证书（若之前未提交）

-

初次 SMC 审核报告和临时 SMC 审核报告（若之前未提交）

-

符合证明

-

初次审核发现的任何不合格已关闭或相关纠正措施计划已被负责现场检查的认可组织接受的证
据

收到上述文件并经审核令人满意后，管理局将签发自 ISM 规则审核之日起生效且有效期为五（5）年的
安全管理证书。证书副本会转发一份给认可组织。
11. 公司和船舶的定期审核（年度审核和中间审核）
此类审核的目的是为了验证：
-

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

对安全管理体系作出的任何修改符合 ISM 规则的要求；

-

纠正措施已经实施；

-

法定和船级证书有效，且无检验到期。

公司负责安排认可组织开展年度审核和中间审核。未安排和 /或开展年度或中间审核会被视为违反
SOLAS 第 IX 章之规定，且符合证明和/或安全管理证书可能会因此被暂停或撤销。
12. 换证审核
符合证明和安全管理证书到期之前应进行换证审核。换证审核应在符合证明或安全管理证书到期前三
（3）个月内进行，且应在符合证明或安全管理证书到期前完成。
安全管理证书到期时，船舶不在可以开展验证的港口的，管理局可以延长安全管理证书的有效期。延长
有效期应仅用于允许船舶完成其至核查港口的航行，因此应妥善合理地运用。
换证审核完成后，认可组织应签发有效期为五（5）个月的短期安全管理证书。
新的长期安全管理证书应由管理局签发。其有效期不得超过自现有安全管理证书延期前的到期日起五年。
未安排和/或开展换证审核会被视为违反 SOLAS 第 IX 章之规定，公司的船舶可能会因此被禁止开展贸
易活动。

13. ISM 规则、国际船舶保安规则（ISPS）和海事劳工公约（MLC）联合审核/检查
若涉及同一认可组织/认可保安组织，公司可要求开展 ISM 规则、国际船舶保安规则（ISPS）和海事劳
工公约（MLC）联合审核/检查。
需进行调整的证书到期日期应向后移动，但调整不得规避任何已到期或即将在统一审核完成时到期的审
核。
公司应向本管理局申请重新签发到期日向后移动的长期安全管理证书、国际船舶保安证书或海事劳工公
约证书。

14. ISM 严重不合格的处理
ISM 严重不合格的处理应符合 IMO 第 MSC/Circ.1059 号通函的要求。
如果认可组织证实已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严重不合格可降级为不合格。船上开具的严重不合格应在船
舶开航前予以降级。应商定不超过三（3）个月的时间表，以完成必要的纠正措施。
认可组织允许严重不合格降级的，应在商定的纠正措施计划规定时间期限内至少进行一次附加审核，以
验证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15. 认可组织对可能的安全管理体系失效的报告
认可组织验船师在船级/法定检查过程中发现与可能的安全管理体系失效相关的缺陷时，认可组织应向本
管理局报告此类与可能的安全管理体系失效相关的缺陷。
管理局将通知对该船舶进行 SMC 审核的认可组织，该认可组织应审阅报告，并决定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若有）。

管理局认为必要时，将向认可组织和或公司发出进一步指示。

16. 认可组织的审核结果通知
认可组织应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本管理局审核已完成，并起草审核报告和相关签发证书的结果，以供审查。
所有严重不合格、不合格和观察项均应在审核报告结果中进行详细描述，包括公司立即采取的纠正措施
（若有）。
管理局将审查审核报告，必要时向认可组织寻求澄清。

17. 证书的撤销和失效
证书只能由本管理局或本管理局给予相关授权的认可组织撤销。
撤销符合证明时，认可组织应立即通知公司和管理局（作为其代表时），并要求交回符合证明。
公司符合证明的撤销会导致所有相关船舶的安全管理证书失效。公司必须立即通知相关船舶符合证明已
失效，并立即执行符合证明覆盖的安全管理证书的撤销事宜。
18. 符合证明或安全管理证书的撤销
符合证明或安全管理证书的撤销理由如下：

-

未开展内部、定期或中间审核；

-

公司未完全实施其安全管理体系；

-

公司未保持其安全管理体系充分符合 ISM 规则的要求；

-

不合格项超过到期日期仍未被纠正；以及

-

认可组织基于存在严重不合格或无效安全管理体系的客观证据作出的推荐。

19. 证书的签发与恢复
符合证明和/或安全管理证书因严重不合格被撤销的，只有当认可组织向本管理局确认其满意导致严重不
合格的缺陷已经采取的相关纠正措施后，才能重新签发或恢复（视具体情况而定）。
认可组织应签发有效期为五（5）个月的短期安全管理证书。公司之后则应按照本通函之规定申请签发
长期安全管理证书。
根据船上实施的安全管理体系的严重不合格性质，认可组织亦可要求通过范围与签发安全管理证书之前
的年度审核相当的审核，对符合证明的有效性进行验证。该审核应由管理局授权。

20. 多船旗船队
如果公司经营的是一个多船旗船队，且已经持有另一个 SOLAS 缔约国政府或代表该国主管机关的认可
组织签发的符合证明，经本管理局同意后，该认可组织可签发符合证明，但符合证明的有效期应与上述
提及的符合证明一致。
对办公室进行首次年度 ISM 审核时，认可组织应验证国家要求。
为了便于审核和发证，经营多船旗船队的公司应提交一份行动计划，并在审核开始前，要求所有相关船
旗国就联合承认认可组织的审核达成一致。该计划应明确相关的主体；阐述如何开展审核，如何满足船
旗国的国家要求以及由谁签发与 ISM 规则相关的证书。若船舶涉及不同的认可组织，则认可组织之间应
相互沟通符合证明审核和安全管理证书审核的结果，这点至关重要。请参阅第 MSC/Circ.762 号 - 第
MEPC/Circ.312 号通函《多船旗船队运营公司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