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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船员任解职登记信息查询船员任解职登记信息查询船员任解职登记信息查询船员任解职登记信息查询

路径：船员电子申报系统首页-船员综合信息查询，如下图：

“船员服务簿资历信息”为船员本人填报的服务簿资历，“任解职

登记信息”为公司报备、船舶进出港报告、前期现场办理等渠道产生

的任解职信息。

2222....国内航行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内航行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内航行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内航行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

2.12.12.12.1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

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船员无需现场办理任解职信息登记，任

解职信息通过船舶进出港报告生成；此前已现场办理在国内航行海船

上任职信息登记，但尚未办理解职信息登记的船员，亦无需再到现场

办理。

2.22.22.22.2 船员船员船员船员任解职任解职任解职任解职信息信息信息信息登记登记登记登记

方式一：在办理船舶进出港报告时，登录中国海事综合服务平台

—船舶管理—船舶报告系统，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在船船员信息维

护”，显示本船现有在船船员信息，如下图：



点击“新增船员”按钮，进入“在船船员（新增）”录入界面，如

下图：



填写证书号码（船员适任证书号码或身份证号码），点击“获取”

按钮，自动获取船员的基本信息（适任证等级、适任证职务、签发日

期、截止日期、身份证号码、姓名、电话号码），选择上船日期、船上

职务、兼职职务（如有）、任职港口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

会弹出提示并跳转至在船船员列表页面。

如船员下船，点击在船船员列表后的“变更”按钮，然后点击“下

船”按钮，如下图：

方式二：在办理船舶进出港报告时，登录中国海事综合服务平台

手 机 客 户 端 （ 可 通 过 中 国 海 事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网 站

https://cspur.msa.gov.cn 下载页面进行下载），选择船舶报告系统，

跳转至船舶报告系统主页。



点击主页中的“在船船员”进入到在船船员页面，显示本船现有

在船船员信息，点击“在船船员”可查看船员详细信息、编辑、删除、

增加在船船员等，如下图：





3333....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

3333.1.1.1.1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

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在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和非中国籍船舶

上任职的船员，其任解职信息分别由所属航运公司、海员外派机构按

照海员外派管理规定通过网上向相关直属海事管理机构进行报备；有

报备需求的航运公司请向相关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办理帐户开通。

3333.2.2.2.2 中国籍中国籍中国籍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



3333.2.2.2.2.1.1.1.1 航运航运航运航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和申办员和申办员和申办员和申办员开户开户开户开户（（（（已有已有已有已有帐户帐户帐户帐户的请跳过的请跳过的请跳过的请跳过））））

第 一 步 ： 注 册 企 业 帐 户 。 海 事 一 网 通 办 平 台

（https://zwfw.msa.gov.cn/）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选择“企

业注册”进入注册界面。按照要求填写企业基本信息后，点击“立即

注册”按钮进行注册，注册信息验证通过后生成机构帐户。

第二步：申办员开户。使用第一步开户成功的企业帐户，在海事

一网通办平台（https://zwfw.msa.gov.cn/）点击“登录”，登录后显

示以下页面：



点击“我的经办人”菜单，在弹出页面中点击“创建”按钮，如

下图：

在弹出窗口中输入经办人的信息，点击“创建”按钮，完成后公

司申办员即可以经办人身份登录海事一网通办平台。



第三步：联系相关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在船员管理系统中进行“航

运公司信息维护”。

第四步：登录船员电子申报系统。使用第二步开户成功的申办员

帐户登录海事一网通办平台（https://zwfw.msa.gov.cn/），在“政务

服务”下点击任一船员相关业务，均可进入船员电子申报系统，如下

图：



3333.2.2.2.2.2.2.2.2 添加可报备船员任解职的中国籍船舶添加可报备船员任解职的中国籍船舶添加可报备船员任解职的中国籍船舶添加可报备船员任解职的中国籍船舶

路径：船员电子申报系统-船员任解职/见习-中国籍国际航行海员

任解职登记。



点击“新增船舶”，按照船舶识别号、IMO 编号、船舶名称等查询

出船舶后添加并点击“保存”。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需注意：

1） 船舶必须是办理过船舶登记且为本公司拥有或者管理的中

国籍船舶。新增的船舶需要经过海事管理机构确认后方可开始报备船

员任解职。

2） 如船舶已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备过见习船舶业务，则不需要再

经海事管理机构确认，可直接使用。

3333.2.3.2.3.2.3.2.3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

路径：船员电子申报系统-船员任解职/见习-中国籍国际航行海员

任解职登记。

找到要报备任解职信息的船舶，点击“上下船报备”，进入任解职

登记页面，如下图：

任职登记：根据页面信息填写船员身份证号码、所持适任证书、任

职职务、出境证件、上船时间地点等信息，点击“保存”，确认无误后



点击“提交”。

解职登记：对于已报备任职信息的船员，可报备解职信息，填写解

职时间、地点、船员联系方式、人员流向后，点击“保存”，确认无误

后点击“提交”。需注意：目前对于入境回国的船员，须填报船员有效

联系方式和人员流向，流向需具体到县级市。

船员任解职信息提交到海事海事管理机构后无需确认。如出现报备

信息错误需要修正的情况，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向海事海事管理机构

办理修改。

3333....3333 外派海员外派海员外派海员外派海员任解职信息登记任解职信息登记任解职信息登记任解职信息登记

路径：船员电子申报系统-船员任解职/见习-外派海员任解职登记。

3333.3.1.3.1.3.1.3.1 船舶配员协议船舶配员协议船舶配员协议船舶配员协议信息录入信息录入信息录入信息录入

外派机构需先将与船东签订的配员协议信息录入船员电子申报系

统，在配员协议有效期内，可向该协议船舶上进行船员上船报备和下

船报备。报备界面如下：

3333.3.2.3.2.3.2.3.2 船员上船任职信息报备船员上船任职信息报备船员上船任职信息报备船员上船任职信息报备

在外派海员任解职登记-船舶上船报备页面，根据页面信息填写船

员身份证号码、所持适任证书、任职职务、出境证件、上船时间地点

等信息，点击“保存”，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界面如下：



3333.3.3.3.3.3.3.3.3 船员下船解职信息报备船员下船解职信息报备船员下船解职信息报备船员下船解职信息报备

在外派海员任解职登记-船舶下船报备页面，对于已报备任职信息

的船员，可报备解职信息，填写解职时间、地点、船员联系方式、人

员流向，点击“保存”，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需注意：目前对于

入境回国的人员，须填报船员有效联系方式和人员流向，流向需具体

到县级市。界面如下：

如出现船舶配员协议、船员上下船信息报备错误或需要调整的情

况，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向海事管理机构办理修改。

4444....其他类别船舶其他类别船舶其他类别船舶其他类别船舶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

4.14.14.14.1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

中国籍港澳航线船舶、两岸直航船舶、港作船、公务船等类别船舶

上任职的船员，其任解职登记信息通过网上向相关直属海事管理机构

进行报备。

4.24.24.24.2 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

目前暂通过“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任解职登记”通道进行船员



任解职信息报备，具体操作参照本指南3.2 章。

5555....疫情防控期间船员疫情防控期间船员疫情防控期间船员疫情防控期间船员任解职信息任解职信息任解职信息任解职信息补补补补登记登记登记登记

2019 年 12 月 1日后，在国内航行海船上任职的船员，由于疫情影

响未能按原规定现场办理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手续的，以及未按照《新

冠状肺炎防控期间海船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指南》进行任解职信息登

记的船员，由船方在船舶进出港报告系统中进行补报告，操作方法同

第 2 章。

2019 年 12 月 1日后，在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在国内港口任解职的

船员，由于疫情影响未能按原规定现场办理船员任解职登信息记手续

的，由所属公司在船员电子申报系统中补登记，操作方法参见 3.2 章。

中国籍港澳航线船舶、两岸直航船舶、港作船、公务船等类别船舶上

任职的船员亦按此方法操作。

6.6.6.6.海船船员服务簿资历填报海船船员服务簿资历填报海船船员服务簿资历填报海船船员服务簿资历填报

6.16.16.16.1 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

船员办理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所需的海上任职资历为船员服务

簿记载的资历，由船员依据船员服务簿记载如实填报。

6.26.26.26.2 填报填报填报填报船员船员船员船员服务簿资历服务簿资历服务簿资历服务簿资历

路径：船员电子申报系统-船员服务簿资历填报。

6.2.16.2.16.2.16.2.1 填报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填报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填报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填报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

按照系统指引填报任职船舶、所持适任证书、上下船时间地点等

信息。信息保存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请在提交前认真检查。如下

图：



6.2.26.2.26.2.26.2.2 上传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上传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上传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上传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

在“船员服务簿资历填报”页面点击“服务簿证据管理”，将服务

簿个人信息页、服务簿服务资历页、海员证个人信息页、海员证出入

境签注页、护照个人信息页、护照出入境签注页等拍照重命名后上传。

如下图：

需注意：

1） 船员服务簿个人信息页、船员服务簿服务资历页须拍照上

传。海员证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签注页只需在确实使用了该类证件

出入境的情况下拍照上传。

2） 附件名称请按照“船员服务簿个人信息页”、“船员服务簿资

历页第 1 页”、“船员服务簿资历页第 2 页”、“海员证签注页第 1 页”、

“情况说明 1”等格式进行命名。

3） 服务簿资历页同一页只需上传一张附件，当服务簿资历页发

生变更（追加记录行）时，需删除原附件重新拍照上传。每增加一条

资历信息，需同时上传相关附件照片。



6.2.36.2.36.2.36.2.3 船员船员船员船员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与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与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与服务簿资历记载记录与船员船员船员船员服务簿资历关联服务簿资历关联服务簿资历关联服务簿资历关联

上传的服务簿资历照片，须与填报的服务簿资历关联，个人信息

页照片可不做关联。如下图：

7777....办理办理办理办理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

路径：船员电子申报系统-证书申办-我要申请海船适任证（或我

要办理海船合格证）。

系统中办理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时提交的资历信息为

船员个人账户填报的服务簿资历信息，建议在每次任解职之后及时维

护船员服务簿资历信息，如就此委托相关机构代为办理的，请船员及

时核对，以便发现问题后进行更改。船员服务簿资历不满足办证条件

者不能提交。如下图：



8.8.8.8. 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船长应按规定做好船员服务簿的签注,船舶在进出港报告时，应按

照要求如实、准确地报告船员的相关信息。

船员和海员外派机构及航运公司等相关单位在办理任解职信息登

记、办理相关船员证书过程中应当诚信守法，被查实有隐瞒有关情况

或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时，对船员用户 5 年内不享受远程办理证书、

证书邮寄等便利服务，对海员外派机构及航运公司等相关单位用户永

久不享受远程办理证书、证书邮寄等便利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及证书办理的管理办

法将在疫情防控措施结束后进行评估，以确定后续相关工作安排，届

时我局将提前告知，敬请关注我局官方网站。

“幸福船员”微信公众号“微服务-掌中报”功能自 3月 27 日起暂

停海船适任证和海船培训合格证的业务申办，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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