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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1.1 目的和依据
1.1.1 本指南旨在为执行国际海事组织（IMO）《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
物控制与管理公约》（以下简称“压载水公约”）第E节下船舶检验发证相关要求提
供指导。
1.1.2 本指南主要依据下列IMO文件编制。在使用本指南时，还应注意这些文件
的后续修订：
（1）《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及其修正案；
（2）2016年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导则(G8)（MEPC.279(70)）；
（3）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规则（BWMS规则）（MEPC.300(72)）；
（4）压载水取样导则（G2）(MEPC.173(58))；
（5）20192021年检验发证协调系统下检验导则（A.11401156(3132)；
（6）2020年压载水管理系统调试试验指南（BWM.2/Circ.70/Rev.1）；
（7）压载水公约对挖泥船漏斗区域的适用性（BWM.2/Circ.32）；
（8）压载水公约生效前压载水管理证书签发和根据A.868(20)决议批准的压载水
管理计划（BWM.2/Circ.40）压载水公约统一解释（BWM.2/Circ.66/Rev.3）；
（9） 根据压载水公约和G2导则的压载水取样和分析试用指南
（BWM.2/Circ.42/Rev.12）；
（10）对压载水公约第A-1.5条定义的“重大改建”的澄清（BWM.2/Circ.45）；
（11）压载水公约对海上移动平台（MOUs）的应用（BWM.2/Circ.46）；
（12）船舶进入或再次进入单一缔约国管辖水域操作指南
（BWM.2/Circ.52/Rev.1）；
（13）压载水公约应急措施指南（BWM.2/Circ.62）。
1.1.3 如船旗国主管机关和港口国当局有特殊规定时，还需考虑满足其特殊要求。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指南适用于所有拟装载和排放压载水的受压载水公约约束的国际航行

船舶申请签发和/或签署《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
证明》（SOC）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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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除非船旗国主管机关另有规定，就压载水公约第E-1条和E-2规定的船舶检
验和发证而言，根据BWM.2/Circ.46通函关于压载水公约对海上移动平台（MOUs）的
应用的解释，适用于压载水公约的海上移动平台（MOUs），亦应满足压载水公约相关
要求，且应根据压载水公约第E-1和E-2条要求检验并签发《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
1.2.3 压载水公约不适用的船舶包括：
（1）设计和建造成的不承载压载水的船舶；
（2）仅在某一当事国管辖水域内营运的该当事国的船舶；
（3）仅在某一当事国管辖水域内营运、并得到该当事国授权免除的另一当事国
的船舶；
（4）仅在某一当事国管辖水域内和公海上营运的船舶；
（5）任何军舰、军用辅助船舶或国家所拥有和营运并在当时仅用于政府非商业
服务目的的其它船舶。
1.2.4 压载水公约不适用以下情况：
（1）船上密封舱柜中的不排放的永久性压载水；
（2）挖泥船漏斗舱内的水不是用来控制船舶的吃水、平衡、稳性和强度的，且
挖泥船漏斗舱里的水不看作装在船内的水，因此，挖泥船漏斗舱里的水不作为压载水
考虑，故压载水公约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挖泥船漏斗舱里的水①。
（3）对于MARPOL附则I第18.3.2条中油船在例外情况下在货油舱装载压载水的情
况，可作为压载水公约中的例外情况，不必受到压载水公约制约。

1.3 定义
1.3.1 就本指南而言，除压载水公约及相关导则中的定义适用本指南外，有关术
语定义如下：
（1）压载水公约：系指IMO《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
（2）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系指用于处理压载水使其满足或者超过压载水
公约D-2条规定的压载水性能标准的任何系统。BWMS包括压载水处理设备、所有相关
控制设备、生产厂家指定的管系布置、控制和监测设备以及取样设施。BWMS不包括未
设置BWMS时也会要求的包括管系、阀、泵等在内的船舶压载水配件。

①

参见 IMO《压载水公约对挖泥船漏斗区域的适用性》（BWM.2/Cir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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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系指压载水公约B-1条所述的说明每艘船上实施
的压载水管理过程和程序的文件。
（4）压载水：系指为控制船舶纵倾、横倾、吃水、稳性或应力而加装到船上的
水及其悬浮物。
（5）沉积物：系指船上压载水中的沉积物质。
（6）压载水管理：系指用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处理方法，单独或
合并使用以清除、钝化、或避免加装或排放压载水和沉积物中的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
（7）船舶：系指在水域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潜水器、浮式艇筏、
浮式平台、浮式存储装置（FSUs）以及浮式生产、存储和卸货装置（FPSOs）。
（8）重大改建①：系指船舶的如下改建：
.1 改变了船舶的压载水载运能力（指压载水舱容）达15%或以上；或
.2 改变了船舶类型，船型改变应指实质性改变船舶的尺度或装载能力；或
通过重大变化而改变了载货类型；或
.3 主管机关认为，使船舶的寿命延长了10年以上；或
.4 导致压载水系统的改变而非相同部件的替换。为符合压载水公约第D-1
条规定的船舶改建不应视为重大改建;
.5 为满足D-2标准而在船上新安装BWMS不应视为重大改建。
（9）“建造的”船舶：系指船舶处于下述建造阶段：
.1 安放龙骨；或
.2 可以辨别出具体船舶已开始建造；或
.3 船舶的装配已经开始，装配量至少有50吨或占全部构造材料重量估算值
的1%，取其较小者；或
.4 船舶经历进行重大改建。
（10）压载舱容量：系指船上用于装载、加装或排放压载水的任何液舱、处所或
舱室（包括被设计成允许承载压载水的任何多用途液舱、处所或舱室）的总体积容量。
（11）活性物质：系指对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具有一般或特定的有利或不利作用
的物质或生物，包括病毒或真菌。
（12）新船： 系指在2017年9月8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
（13）现有船：系指非新船的船舶。
①

参见 IMO《对压载水公约第 A-1.5 条定义的“重大改建”的澄清》（BWM.2/Cir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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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及压载水记录簿要求
1.4.1 每艘压载水公约适用的船舶，自压载水公约生效之日（即2017年9月8日）
起，应根据压载水公约B-1条规定，在船上备有并实施经主管机关或授权的认可组织
（RO）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该计划应基于IMO制定的压载水管理导则（G4）
（MEPC.127(53)，并经MEPC.306(73)修订）或CCS《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
编制①。
1.4.2 对于已经按照A.868(20)决议批准的BWMP可在2017年9月8日后保持有效，
除非船舶由于安装了BWMS而需要对BWMP进行修订和重新批准。对BWMP的修订和重新批
准应按照IMO制定的压载水管理导则（G4）（MEPC.127(53),并经MEPC.306(73)修订）
或CCS《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进行。
1.4.3 每艘压载水公约适用的船舶，自压载水公约生效之日（即2017年9月8日）
起，应根据压载水公约B-2条规定，在船上备有一份符合压载水公约附录II格式的压
载水记录簿（BWR）。该记录簿可以是一种电子记录系统②，或者可合并到其他记录簿
或系统中。
1.4.4 对于压载水公约适用的、但由主管机关根据压载水公约A-4条获得免除的
船舶，仍然应在船上备有并维护上述1.4.1和1.4.3条所要求的压载水管理计划和压载
水记录簿，除非主管机关另有规定外。

1.5 船舶压载水排放管理基本要求
1.5.1 压载水性能标准（D-2标准）的实施时间表应按表1.5.1要求执行：
表 1.5.1 D-2 标准实施时间表
船舶类型
新船

D-2 标准强制实施日期

在 2017 年 9 月 8 日或以后建造的

交船时

（1）2014 年 9 月 8 日或以后但在 2017 年 应在 2017 年 9 月 8 日或以后的首次 IOPP
现有船（在

9 月 8 日前完成 IOPP 证书换证检验

证书换证检验时

2017 年 9 月
8 日前建造
的）

（2）在 2017 年 9 月 8 日及以后且在 2019
年 9 月 8 日前完成首次 IOPP 证书换证检验
（
（1）所述船舶除外）

应在 2017 年 9 月 8 日或以后的第 2 次
IOPP 证书换证检验时

①

参见 CCS《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202022）。

②

参见 IMO 以 MEPC.312(74)决议通过的《使用电子记录薄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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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2019 年 9 月 8 日或以后完成首次 应在 2019 年 9 月 8 日或以后的首次 IOPP
IOPP 证书换证检验（（1）所述船舶除外）证书换证检验时
（4）在 2017 年 9 月 8 日前建造的不适用 在主管机关确定的时间，且不迟于 2024
IOPP 证书换证检验的船舶

年9月8日

1.5.2 在表1.5.1的D-2标准实施时间表规定的强制实施日期之前应至少符合D-1
标准。船东可自愿申请提前符合D-2标准。
1.5.3 为符合D-2标准而安装上船的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2020年10月28日或之后安装上船的BWMS，应按照以MEPC.279(70)决议通
过的2016年G8导则或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规则（MEPC.300(72)通过并可能经修正）进
行型式认可；
（2）在2020年10月28日之前安装上船的BWMS，可按照以MEPC.174(58)决议通过
的G8导则或者以MEPC.279(70)决议通过的2016年G8导则或者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规
则进行型式认可。
（3）就上述（1）和（2）中的“安装”一词，系指压载水管理系统交付船舶的
合同日期。若无此合同日期，则指压载水管理系统交付船舶的实际日期①。
1.5.4 当船舶选择采用仅将压载水排至接收设施的方法作为船舶常规压载水管
理措施时，可替代D-1或D-2标准，但应满足下述所有条件：
（1）船舶在特定区域或特定港口间营运，且船舶停靠港或装卸站设有足够的压
载水接收设施；
（2）应在压载水记录簿上记录压载水排入接收设施的数量、时间和港口名称等；
（3）应在经批准的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中注明此种管理方式；
（4）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SOC）
（如适用）中注明。
1.5.5 当船舶采用其它可接受方法管理压载水时，可替代D-1或D-2标准，但应满
足下述条件：
（1）采用的其它方法应经IMO批准或者在相关港口国之间已达成协议；
（2）采用的其它方法应在经批准的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中注明；

①

参见 IMO《压载水公约统一解释》（BWM.2/Circ.66/Re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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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SOC）
（如适用）中注明；
（4）应在压载水记录簿中记录任何压载水的作业信息（如加装、处理、排放、
置换等）。
1.5.6 当船舶采用A-5条所述的等效措施管理压载水时，可替代D-1或D-2标准，
但应满足下述条件：
（1）采用的等效措施符合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
（2）采用的等效措施应在经批准的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中注明；
（3）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SOC）
（如适用）中注明；
（4）应在压载水记录簿中记录任何压载水的作业信息（如加装、处理、排放、
置换等）。
1.5.7 当船舶压载水舱不携带压载水进行国际航行时，可替代D-1或D-2标准，但
应满足下述条件：
（1）在开航前压载水舱应清洗干净，以清除船上剩余压载水及沉积物；
（2）应在经批准的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中注明此种压载水管理方式；
（3）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SOC）
（如适用）中注明；
（4）应在船上保留并维护记录压载水记录簿。
1.5.8 当船舶采用仅在相同水域加装和排放未被其他水域水污染的压载水作为
常规压载水管理方式时，应满足下述条件：
（1）应在经批准的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中注明此种压载水管理方式；
（2）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SOC）
（如适用）中注明；
（3）应在船上保留并维护记录压载水记录簿。
1.5.9 当船舶获得了主管机关免除适用压载水管理要求时，应在船上持有相关免
除证书或证明文件，并满足授予免除时的所有条件要求。

1.6 BWMS 在船上的安装要求
1.6.1 当船舶拟安装BWMS以满足D-2标准时，应满足下述安装要求：
（1）压载水管理系统应设有IMO导则（G2）中所述的取样设备，其布置应能确保
采集到有代表性的船舶压载水排放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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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安装保护船舶和人员安全的适当的旁通或越控装置，以便在发生紧急情
况时使用这种装置，其应与压载水管理系统连接以使压载水管理系统的任何旁通应激
活报警。旁通事件应由控制和监测设备予以记录，并应载于压载水记录簿中。
（3）上述（2）中的要求不适用于船舶压载水的内部转移（例如抗横倾操作）。
如果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内部压载水转移可能影响船舶符合D-2标准（即循环或舱内处
理），则（2）中的记录应标识这类内部转移操作。
1.6.2 对于CCS入级船舶，安装BWMS时还应满足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8篇
第26章关于压载水管理系统安装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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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船舶检验
2.1 一般要求
2.1.1 船舶压载水管理的检验包括初次检验、年度检验、中间检验、换证检验和
附加检验：
（1）初次检验：指船舶投入营运前或首次签发《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
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时的检验,此项检验是对船舶的压载水管理计
划（BWMP）以及任何相关的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或程序进行一次全
面的检查和试验，验证其满足压载水管理公约的要求。在初次检验中应确认已开展了
通过调试试验（参照 IMO 制定的导则①），以验证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安装确保其机械、
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均运行正常。
（2）年度检验：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
合证明》（SOC）到期日的每周年日的前或后 3 个月内进行。年度检验是对与压载水
管理计划相关的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或程序的一般检查，确保其按
照要求进行了保养并始终适合该船预定的用途。检验完成后应在证书或符合证明上签
署。
（3）中间检验：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
合证明》（SOC）的第二个周年日前或后三个月内，或第三个周年日前或后三个月内
进行，可以替代一次年度检验。这种检验应确保用于压载水管理的设备、系统和程序
完全满足压载水管理公约的适用要求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检验完成后应在证书或符
合证明上签署。
（4）换证检验：指《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
证明》（SOC）到期而进行的证书换新时的检验，其检验间隔期应按照船旗国主管机
关的规定，但不应超过 5 年。这种检验应能够保证船舶的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以
及任何相关的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和材料或程序完全满足压载水管理公约
的适用要求。
（5）附加检验：为满足压载水公约要求所需的结构、设备、系统、附件、布置
和材料进行了改变、替换或重大修理后，应进行附加检验。该检验视具体情况进行总
体或局部的检验，应确保任何上述的改变、替换或重大维修都行之有效，从而使船舶
满足压载水公约的要求。当船舶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而进行附加检验时，应确认已开
①

参见可能经修正的《2020 年压载水管理系统调试试验指南》（BWM.2/Circ.70/Rev.1 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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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调试试验（参照 IMO 制定的导则①），通过调试试验以验证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安
装确保其机械、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均运行正常。检验完成后应出具检验报告。
2.1.2 根据压载水公约第 E-5.3 和 E-5.5 条的规定，当船舶在下述情况下，可视
情况对船舶证书进行展期：
（1）如果证书系按不足 5 年的期限签发，且主管机关许可时，可将证书的有效
期展期至不超过 5 年的最大期限，但这种展期应视情况需要按 5 年期限证书所适用的
中间检验进行一次检验。
（2）如果船舶在证书失效时不在其待检验的港口，且主管机关许可时，可将证
书的有效期展期，但展期不应超过 3 个月。此种展期的目的应仅为允许船舶完成其到
达待检验港口的航程且仅在适当合理的情况下才能准予。当换证检验完成后，新证书
的有效期限应从展期前的现有证书失效日起算不超过 5 年。
（3）对从事短途航行的船舶的证书没有进行过上述展期的，且主管机关许可时，
可给予其自证书上所述失效日期起一个月的展期。当换证检验完成后，新证书的有效
期限应从不延期前的现有证书失效日起算不超过 5 年。
2.1.3 就 2.1.1（1）、2.1.1（5）和 2.3.23（13）条所述的调试试验要求而言，
在压载水公约关于调试试验的规定没有达到生效日期前，不强制实施，除非船旗国主
管机关明文规定。可由船东或压载水管理系统厂家自愿选择实施。
2.1.4 在满足压载水公约的前提下，对船舶的检验和发证应基于申请方（如船东、
船厂等）申请符合的 D-1 和/或 D-2 标准。
2.1.5 经船旗国主管机关授权或经船厂/船东申请，CCS对按本指南进行初次检验
并确认满足压载水公约要求的船舶签发《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
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
2.1.6 对于船旗国主管机关已经同意对其营运船舶的IOPP证书初始计划换证检
验提前进行且允许IOPP证书不与其它法定证书协调的船舶，CCS将根据船旗国的具体
要求和授权开展IOPP证书的提前换证检验。对于提前开展IOPP证书换证检验的船舶，
建议同时进行压载水公约的初次检验，在完成本章2.3所述的初次检验后，应签发给
《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

①

参见可能经修正的《2020 年压载水管理系统调试试验指南》（BWM.2/Circ.70/Rev.1 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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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
应分别按本指南附件 1 和附件 2 中规定的格式制定，并应以发证国的官方语言写成。
如果所用语言不是英语或法语或西班牙语，则还应包括这些语言之一的译文。对于中
国旗船舶，证书或符合声明应具备中英文两种语言。

2.2

检验申请
2.2.1 申请方应向 CCS 提交书面检验服务协议，并随同检验服务协议提交如下资

料：
（1）船舶细节：
1） 船名
2） 船舶编号或呼号
3） 船籍港
4） 总吨位
5） IMO 编号
6）建造日期
7）压载水容量（以 m3 计）
（2）对新造船：
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1.3 条所要求的与压载水系
统相关的船体结构相关图纸资料。
2）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第 2.1.2 条所要求的与压载水系
统相关的轮机相关图纸资料。
3）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4 篇第 1 章第 1.1.3 条所要求的与压载水系
统相关的电气装置相关图纸资料。
4） 压载水管理计划（其中对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的船舶，应包括：压载水
管理系统型式认可证书复印件、压载水管理系统型号及处理能力、压载水管理系统工
作原理及操作说明等）。
5） 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或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布置图（如适用 D-2 或
D-4 条时）。
6） 压载水管理系统处所通风布置图（如适用）。
7） CCS 认为必要的其它图纸资料，包括短路电流计算书、防爆型电气设备
及布置清单(如适用)。
（3）对营运船（包括现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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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涉及入级的船体、轮机和电气设备的改装或改建，其涉及改动的相关
图纸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或备查。
2） 对拟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或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的营运船（包括现有船），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a. 压载水管理计划（应包括：压载水管理系统型式认可证书复印件、压载
水管理系统型号及处理能力、压载水管理系统工作原理及操作说明等）；
b. 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 或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布置图；
c. 压载水管系图；
d. 压载水管理系统处所通风布置图；
e.全船空气、测深及溢流装置布置图（如适用）；
f. 淡水、蒸汽或者压缩空气管系图；
g. 船体加强结构图；
h. 电力负荷估算书；
i. 电力系统图；
j. 机/泵舱电气设备布置图；
k. 照明和应急照明系统图（如适用）；
l. 危险区域电气设备布置图（如适用）；
m. 压载水管理装置电气系统图；
n. 本质安全电路的校核资料（如适用）；
o. CCS 认为必要的其它图纸资料。
3） 对拟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的营运船（包括现有船），应将提交下列图纸资
料提交备查：
a. 改装（BWMS）后的空船重量及重心位置，或者改装后增加的重量及重心
位置；
b. CCS 认为必要的其它图纸资料。
4） 对不安装压载水管理系统的营运船（包括现有船），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
交批准：
a. 压载水管理计划；
b. CCS 认为必要的其它图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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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初次检验
2.3.1 图纸和设计的检查
（1）对新造船，应检查上述 2.2.1（1）和（2）的图纸资料已经过审核；
（2）对营运船，应检查上述 2.2.1（1）和（3）的图纸资料已经过审核；。
2.3.2 船舶建造中及 BWMS 安装后或船舶改装后的检验应包括：
（1）确认经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以及压载水公约要求的压载水记录

簿（BWRB）已备在船上；
（2）确认已按批准的方案①进行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的安装，且安装工艺合格（如
适用）；且确认已备有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的符合声明（如适用）；
（3）确认 2020 年 10 月 28 日或以后安装的 BWMS 已根据可能经修正的 BWMS 规则
认可；确认在 2020 年 10 月 28 日以前安装的 BWMS 已根据 IMO 制定的指南②或可能经
修正的 BWMS 规则认可。
2.3.3 当压载水公约第 D-2 条所述的性能标准适用时，BWMS 的安装后检验（对在
现有船上的 BWMS 安装也适用）应包括：
（1）（2）确认安装的 BWMS 具备压载水管理系统型式认可证书（TAC）（D-2 标
准适用时）；对于 CCS 入级船舶，还应确认安装的 BWMS 具备 CCS 产品证书；
（2）（3）确认主管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授权的实验室提供了声明，确认 BWMS 的
电子电气元件已经按照规定的要求经过适用的③压载水管理系统认可导则(G8)附件第
3 部分的环境试验说明进行了型式试验，并备有主管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授权的实验室
提供的声明（D-2 标准适用时）；对于 CCS 入级船舶，还应确认安装的 BWMS 的电子
电气元件已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要求进行了产品认可；
（3）（4）确认符合相关决议④的 BWMS 已具备主要部件设备手册（D-2 标准适用
时）；
（4）（5）确认已备有 BWMS 针对安装船舶的操作和技术手册并已经主管机关或
其代表机构批准，并包括对 BWMS 的技术性描述、，操作和维护程序、，设备一旦发
生故障的后援备份程序①，或 BWMS 的操作、维护和安全手册（当 D-2 标准适用时）；
①

参见 IMO 以 MEPC.140(54)决议通过的“压载水原型处理技术方案的批准和监督导则”

②

参见 MEPC.125(53)、MEPC.174(58) 或 MEPC.279(70)决议。

③

仅适用于按 MEPC.125(53)或 MEPC.174(58)决议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④

仅适用于按 MEPC.125(53)或 MEPC.174(58)决议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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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确认已备有 BWMS 的安装调试程序、首次校验程序②以及安装说明书，
如安装图纸、管系和仪表图（当 D-2 标准适用时）；
（6）确认按相关决议在船上备有有效的校准证书③；
（7）确认设有取样设备和且其布置能取到可从 BWMS 的进口，或从在压载排放点
前的位置和取样所需的任何其他点收集到船舶压载水排放点前来自 BWMS 的代表性水
样（D-2 标准如适用时）④；
（8）验证 BWMS 的安装满足技术安装说明书的要求，且完成完整的 BWMS 安装（当
D-2 标准适用时）；
（9）验证 BWMS 与主管机关或其代表机构签发的 BWMS 型式认可证书相一致（当
D-2 标准适用时）；
（10）验证完整的 BWMS 安装布置已按照生产厂家的设备说明书进行了安装（当
D-2 标准适用时）；
（10）（11）验证任何操作性入口和出口位置符合位于泵及管系布置图纸中标注
的位置（当 D-2 标准适用时）；
（11）（12）确认安装工艺满足厂家的要求，特别是任何舱壁贯穿件透或压载系
统管系贯穿件透等应符合相关的认可标准（当 D-2 标准适用时）；
（12）（13）验证安装调试程序已经完成（如适用⑤）；且验证 BWMS 安装后已按
照 IMO 制定的适用指南⑥对 BWMS 进行了调试试验，且在调试过程中进行了操作性试验，
通过对处理后的压载水取样分析（当要求进行时），以书面证据证明处理后的压载水
符合 D-2 标准（当 D-2 标准适用时）；
（13）（14）按相关决议⑦验证控制和监测设备正确运行（当 D-2 标准适用时）；
（14）（15）确认压载水管理记录装置可操作功能正常并为记录装置备有足够的
易耗品（当 D-2 标准如适用时）；
①

仅适用于按 MEPC.125(53)或 MEPC.174(58)决议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②

仅适用于按 MEPC.125(53)或 MEPC.174(58)决议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③

适用于按 MEPC.125(53)、MEPC.174(58)、MEPC.279(70)决议或 BWMS 规则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④

参见 MEPC.125(53)、MEPC.174(58)、MEPC.279(70)决议或 BWMS 规则，如适用。

⑤

仅适用于按 MEPC.279(70)决议或 BWMS 规则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⑥

参见 BWM.2/Circ.70/Rev.1 通函《2020 年压载水管理系统调试试验指南》。

⑦

仅适用于按 MEPC.125(53)或 MEPC.174(58)决议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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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确认 BWMS 包括任何声光报警装置的安装及运行状态令人满意（当
D-2 标准适用时）；
（16）确认应装有保护船舶和人员安全的适当的旁通或越控装置并可在紧急情况
下使用，其应与 BWMS 连接以使 BWMS 的任何旁通应触发报警。旁通事件应由控制和监
测设备记录，并在压载水记录簿中记录(如适用①)；
（17）确认船上活性物质充足(如适用)；活性物质或配方的剂量说明书备在船上
(如适用)（当 D-2 标准适用时）。
（18） 验证压载水原型处理技术安装符合批准的程序（当 D-4 条要求适用时）；
（19） 确认压载水原型处理技术具有符合证明（当 D-4 条要求适用时）。
2.3.4 初次检验完成后，如检验结果满意，则：
（1） 对缔约国船舶，对授权 CCS 检验发证的，签发《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BWMC）。
（2） 对除上述（1）之外的船舶，签发《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
2.3.5 对于《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SOC）的填写，除非主管机关有其它明确规定，可按照 CCS 验船师须知相关要求填
写。如下方式进行：
（1） 对于符合 D-2 标准强制生效时间要求的船舶，在 IBWMC 或 SOC 中应仅填写
D-2 选项。除非该船舶获得主管机关免除，允许使用 D-1 标准替代 D-2 标准。此种情
况下，IBWMC 或 SOC 中应仅填写 D-1 标准；
（2） 对于提前安装 BWMS 且正常运行的船舶，如在正常船舶营运过程中会选择
使用压载水置换和压载水处理两种管理方式，则可同时填写 D-1 和 D-2 选项，但应注
意与压载水管理计划中的应用方式必须保持一致。

2.4 年度检验
2.4.1 应对下述证书和相关记录进行检查：
（1）核查货船设备安全证书、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货船构造安全证书或货船
安全证书或客船安全证书的有效性；
（2）核查国际载重线证书或国际载重线免除证书的有效性；

①

仅适用于按 MEPC.279(70)决议或 BWMS 规则进行型式认可的 B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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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国际防止油污染证书（IOPP）、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ISPP）、
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IAPP）的有效性；
（4）核查国际船舶保安证书的有效性；
（5）核查安全管理证书（SMC）的有效性（如适用），以及符合证明副本备在船
上；
（6）核查船级社入级证书的有效性（如适用）；
（7）核查国际液化气体船适装证书的有效性；
（8）核查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NLS）污染证书；
（9）核查船舶定员符合最低安全配员证明（SOLAS 74/88 第 V/13(b)条）；
（10）核查船长、船员及等级按国际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STCW 公
约）要求经认证；
（11）核查是否有新设备安装，并确认安装前已获得批准，任何改变均反映在证
书中；
（12）核查压载水记录簿（BWR）记录得当；
（13）确认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备在船上；
（14）查看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的型式试验证书（当 D-2 标准适用时）；
（15）查看 BWMS 记录装置的记录（当 D-2 标准适用时）；
（16）查看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符合证明（当 D-4 条适用时）；
（17）验证有证据证明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在按照经批准的程序持续运行（当
D-4 条适用时）；
（18）确认校准检查已按照批准的手册和相关决议①进行（当 D-2 标准适用时）。
2.4.2 还应进行如下项目检查或确认：
（1）本指南第 2.7 条的规定（如适用），否则执行下述（2）至（5）；
（12）对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进行外观检查，确认其运行正常（当 D-2 标准
适用时）；
①

适用于按 MEPC.125(53)或 MEPC.174(58)或 MEPC.279(70)或 MEPC.300(72)决议型式认可的 B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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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确认满足厂家要求的活性物质备在船上（当 D-2 标准适用时）；
（34）确认活性物质或配方的剂量说明书备在船上（当 D-2 标准适用时）；
（45） 对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进行外观检查，确认其运行正常（当 D-4 条适用
时）。
2.4.3 检验完成后：
（1）如检验结果合格，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
管理符合证明》（SOC）上进行签署；
（2） 如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不合格，则应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并报告主
管机关，及港口当局（在另一缔约国港口时）。

2.5 中间检验
2.5.1 核查上述 2.4.1 中年度检验所要求的所有证书及相关记录；
2.5.2 检查或确认：
（1）上述 2.4.2 中年度检验所要求的项目；
（2） 检查 BWMS 的明显缺陷、劣化、损坏，包括其相关泵、管系、附件的磨损、
腐蚀等情况（当 D-2 标准适用时）。
2.5.3 检验完成后：
（1）如检验结果合格，应在《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
管理符合证明》（SOC）上进行相应签署；
（2）如检验表明船舶或其设备的状况不合格，则应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并报告主
管机关，及港口当局（在另一缔约国港口时）。

2.6 换证检验
2.6.1 核查上述 2.4.1 中年度检验所要求的所有证书及相关记录，但《国际压载
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的有效性除外。
2.6.2 核查/检查：
（1）上述 2.5.2 中间检验所要求的项目；
（2）通过模拟试验或等效方法确认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 BWMS 运行正常（当 D-4
条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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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检验完成后：
（1）如检验结果合格，应签发一份新的《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或《国
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
2.7

附加检验
2.7.1 当影响船舶满足压载水公约要求的任何结构、设备、系统、配件、布置和

材料发生改变、更换或重要修理后，应进行如下附加检验：
（1）审查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 或原型压载水处理技术布置图（如适用第 D-2
条或第 D-4 条时）；和
（2）执行本指南 2.3.2（2）、2.3.2（3）和 2.3.3 的规定。
2.7.2 该附加检验应确保上述任何改变、更换或重要修理是有效的，且使得船舶
满足压载水公约要求。
2.7.23 检验完成后，应出具检验报告签发一份新的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
或《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SOC）（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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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格式
FORM OF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CERTIFICATE

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CERTIFICATE

经

政府授权，
（国家/地区全称）

由中国船级社根据《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淀物控制与管理公约》
（此后称为“本公约”）
的规定签发。
Issu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vention")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
....
(full designation of the country or region)
by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船舶细节①
Particulars of ship
船名……………………………………………………………….…
Name of ship
船舶编号或呼号……………………………………………………
Distinctive number or letters
船籍港………………………………………………………………
Port of registry
总吨位………………………………………………………………
Gross Tonnage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②…………………………………….………
IMO number
建造日期 …………………………………………………….……..
①

船舶细节可以在表格中横向排列。
Alternatively, the particulars of the ship may be placed horizontally in boxes.
②
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 A.1117(30)决议通过的可能经修正的《IMO 船舶编号体系》。
IMO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 Scheme adopted by the Organization by resolution A.1117(30), as may be a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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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Construction
压载水容量（以 m3 计）……………………………………..…….
Ballast Water Capacity (in cubic metres)
使用的压载水管理方法细节
Details of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Method(s) Used
使用的压载水管理方法………………………………..…………..
Method of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used
安装日期①（如适用）…………………………………….…………
Date installed (if applicable)
制造商名称（如适用）…………………………………..…………
Name of manufacturer (if applicable)
该船使用的主要压载水管理方法为：
The princip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method(s) employed on this ship is/are:

按照 D-1 条款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D-1

按照 D-2 条款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D-2
（陈述）…………………………………………………….……
(describe) …………………………………………………….……

该船应符合 D-4 条款
the ship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D-4

根据第
条的其他方法
other approach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

①

参见 IMO 制定的《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统一解释》（BWM.2/Circ.66/Rev.13）。

Refer to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Appendix I (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Certificate) of the
BWM Convention adopted by the Organization (BWM.2/Circ.66/Re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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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
THIS IS TO CERTIFY:
1 已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1 条对该船进行检验；和
That the ship has been survey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1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and
2 检验表明该船的压载水管理符合本公约附则的要求。
That the survey shows that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on the ship complies with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本证书在
前有效，但须进行本公约附则第 E-1
条规定的检验。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subject to survey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1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检验完成日期为：
（dd/mm/yyyy）
Completion date of the survey on which this certificate is based: dd/mm/yyyy
本证书在……………………………………………………………….颁发。
（发证地点）
Issued at ..........................................................................................................................
(Place of issue of certificate)
………………
（发证日期）
(Date of issue)

……………………………………………….
（获正式授权发证官员签名）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issuing the certific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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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中间检验的签署
ENDORSEMENT FOR ANNUAL AND INTERMEDIATE SURVEY(S)
兹证明在本公约第E-1条要求的检验中查明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定。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 survey required by regulation E-1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ship was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年度检验：
Annual survey: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年度/中间检验：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年度/中间检验：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
点：„„„„„„„„„„
Place ........................................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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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检验：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Annual survey: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_____________
* 视情删除。

Delete as appropriate.

第 E-5.8.3 条规定的年度/中间检验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3
兹证明在按本公约第 E-5.8.3 条规定的年度/中间*检验中查明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
规定：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t an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3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ship was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_____________
* 视情删除。

Delete as appropriate.

第 E-5.3 条所适用的对有效期小于 5 年的证书的展期签注
ENDORSEMENT TO EXTEND THE CERTIFICATE IF VALID
FOR LESS THAN 5 YEARS WHERE REGULATION E-5.3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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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定，本证书应按本公约附则第 E-5.3 条在
之前被
接受为有效。
The ship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is Certific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3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在已完成换证检验并且第 E-5.4 条适用时的签注
ENDORSEMENT WHERE THE RENEWAL SURVEY HAS BEEN
COMPLETED AND REGULATION E-5.4 APPLIES
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定，本证书应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5.4 条在
之前被接受为有效。
The ship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is Certific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4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第 E -5.5 或 E-5.6 条适用时直至抵达港口和在某一宽限期内的证书展期签注
ENDORSEMENT TO EXTEND THE VALIDITY OF THE CERTIFICATE UNTIL
REACHING THE PORT OF SURVEY OR FOR A PERIOD OF GRACE
WHERE REGULATION E-5.5 OR E-5.6 APPLIES
本证书应按本公约附则第 E-5.5 或 E-5.6*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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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被接受为有

效。
This Certific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5 or E-5.6*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_____________
* 视情删除。

Delete as appropriate.

在第 E-5.8 条适用时将周年日提前的签注
ENDORSEMENT FOR ADVANCEMENT OF ANNIVERSARY DATE
WHERE REGULATION E-5.8 APPLIES
按本公约附则第 E-5.8 条，新的周年日为：
。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new Anniversary
date is......................................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按本公约附则第 E-5.8 条，新的周年日为：
。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new Anniversary
date is......................................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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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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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格式

FORM OF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国际压载水管理符合证明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经

申请，作为给有关方的资料，
（有关方全称）

由中国船级社根据《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淀物控制与管理公约》
（此后称 “本公
约”）的规定签发。
Issu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partie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vention")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
....
(full designation of the ship’s owner)
by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船舶细节①
Particulars of ship
船名……………………………………………………………….…
Name of ship
船舶编号或呼号……………………………………………………
Distinctive number or letters
船籍港………………………………………………………………
Port of registry
总吨位………………………………………………………………
Gross Tonnage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②………………………………………………….………
IMO number
建造日期 …………………………………………………….……..
Date of Construction

①

船舶细节可以在表格中横向排列。

Alternatively, the particulars of the ship may be placed horizontally in boxes.
②

按照本国际海事组织以 A.1117(30)决议通过的可能经修正的《IMO 船舶编号体系》。

IMO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 Scheme adopted by the Organization by resolution A.1117(30)，as may be a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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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载水容量（以 m3 计）……………………………………..…….
Ballast Water Capacity (in cubic metres)
使用的压载水管理方法细节
Details of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Method(s) Used
使用的压载水管理方法………………………………..…………..
Method of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used
安装日期①（如适用）…………………………………….…………
Date installed (if applicable)
制造商名称（如适用）…………………………………..…………
Name of manufacturer (if applicable)
该船使用的主要压载水管理方法为：
The princip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method(s) employed on this ship is/are:

按照 D-1 条款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D-1

按照 D-2 条款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D-2
（陈述）…………………………………………………….……
(describe) …………………………………………………….……

该船应符合 D-4 条款
the ship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D-4

按照第
条的其他方法
other approach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①

参见 IMO 通过的《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IBWMC）统一解释》（BWM.2/Circ.66/Rev.13）。

Refer to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Appendix I (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Certificate) of the
BWM Convention adopted by the Organization (BWM.2/Circ.66/Re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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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
THIS IS TO CERTIFY:
1 已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1 条对该船进行检验；和
That the ship has been survey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1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and
2 检验表明该船的压载水管理符合本公约附则的要求。
That the survey shows that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on the ship complies with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本符合证明在

前有效，但须进行本公约附则第 E-1 条规定的检

验。
Thi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is valid until
subject to
survey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1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本符合证明依据的检验地完成日期为：
（dd/mm/yyyy）
Completion date of the survey on which thi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is based:
dd/mm/yyyy
本符合证明在……………………………………………………………….颁发。
（发证地点）
Issued at ..........................................................................................................................
(Place of issue of certificate)

………………
（发证日期）
(Date of issue)

……………………………………………….
（发证官员签名）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issuing the certific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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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中间检验的签注
ENDORSEMENT FOR ANNUAL AND INTERMEDIATE SURVEY(S)
兹证明在本公约第E-1条要求的检验中查明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定：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 survey required by regulation E-1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ship was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年度检验：
Annual survey: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年度/中间检验：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年度/中间检验：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年度检验：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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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Annual survey:
Signed ................................................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
日期：…………………………..
Date................................................
...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_____________
* 视情删除。

Delete as appropriate.

第 E-5.8.3 条规定的年度/中间检验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3
兹证明在本公约第 E-5.8.3 条规定的年度/中间*检验中查明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
定：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t an annual/intermediate* survey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3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ship was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_____________
* 视情删除。

Delete as appropriate.

第 E-5.3 条所适用的对有效期小于 5 年的符合证明的展期签注
ENDORSEMENT TO EXTEND THE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IF VALID
FOR LESS THAN 5 YEARS WHERE REGULATION E-5.3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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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定，该符合证明在按本公约附则第 E-5.3 条在
之
前被接受为有效。
The ship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i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3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在已完成换证检验并且第 E-5.4 条适用时的签注
ENDORSEMENT WHERE THE RENEWAL SURVEY HAS BEEN
COMPLETED AND REGULATION E-5.4 APPLIES
该船符合本公约的有关规定，该符合证明在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5.4 条在
之前被接受为有效。
The ship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i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4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第 E -5.5 或 E-5.6 条适用时直至抵达港口和在某一宽限期内的符合证明展期签注
ENDORSEMENT TO EXTEND THE VALIDITY OF THE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UNTIL REACHING THE PORT OF SURVEY OR FOR A
PERIOD OF GRACE WHERE REGULATION E-5.5 OR E-5.6 APPLIES
该符合证明应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5.5 或 E-5.6*条的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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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被接受为有效。
Thi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5 or E-5.6*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_____________
* 视情删除。

Delete as appropriate.

在第 E-5.8 条适用时将周年日提前的签注
ENDORSEMENT FOR ADVANCEMENT OF ANNIVERSARY DATE
WHERE REGULATION E-5.8 APPLIES
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5.8 条，新的周年日为：
。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new Anniversary
date is......................................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按照本公约附则第 E-5.8 条，新的周年日为：
。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E-5.8 of the Annex to the Convention the new Anniversary
date is......................................
签字：………………………………..
（获正式授权官员的签名）
Signed ............................................................
(Signature of authorized official)
地点：…………..…………………………..
Pl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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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
（发证机关盖章或钢印）
(Seal or stamp of the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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