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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航运诞生以来，偷渡问题就一直存在。尽管近些
年来，试图偷渡的人数已经大大降低，但该问题依旧
存在。

截至2012年底的12个月，协会处理了51起偷渡事件，
涉及125人。总计已引致赔款额大约100万美元，每起
事件中的偷渡人数通常为1到8人。但有一起特例，在
木材货物中发现了22名偷渡者。虽然多数偷渡者躲在
甲板上的藏身处所内，但也有偷渡者会躲在货舱内，
曾有2名藏在装载木材的货舱中的偷渡者，由于木材消
耗氧气导致其在途中窒息死亡。

一些偷渡行为也可能经过精心策划。一个试图偷渡的
中国人假冒货运代理打电话给船舶经营人，询问能够
在最短时间内将其货物运至美国的船舶信息。之后，
他装扮成装卸工人登船，并藏在集装箱内。但该船舶
在穿越太平洋前，先挂靠了其他中国港口，而他选择
藏身的集装箱在船舶离开中国港口之前就被卸离船舶

。场站工人听到有人敲击集装箱，并喊着放其出去，
这才发现他藏在集装箱内。

两个月内，在另外两个会员经营的不同船舶上再次发
现该偷渡者。该偷渡者每次都混入承租人安排的港口
安全小组中，在船舶离港前被发现藏身於船上某处。

处置和遣返偷渡人员的费用很高，而且在最终将其遣
送回家过程中，经常需要雇佣护送人员。可能会导致
船期延误，船舶也可能遭到罚款。而且，很难找寻允
许偷渡者上岸的国家，特别是在偷渡者没有身份证明
文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降低风险，应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偷渡者登船。如果
有偷渡者设法通过了防备措施，一定要在船舶开航前
找到他，使其离开船舶。虽然船舶安全管理体系或船
舶安保计划中通常包括有关防止偷渡行为和进行搜查
的程序，但还需要定期审核具体内容以确保其处于有
效状态。本通函旨在协助会员进行该项审核工作。

舵杆空隙是偷渡者非常愿意选择的藏匿地点



偷渡多发区域

根据以往处理偷渡事件的经验，国际保赔协会集团
(IG) 在2010年的调查中确定了全球范围内偷渡者登船
排名前十的港口。所有排名前十的港口都在非洲。此
外，IMO也根据船旗国提交的意见书进行了类似的调
查，该意见书重点提出，比利时的某些港口，尤其是
泽布吕赫港，吸引了大量潜在偷渡者，这其中许多为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2013年，IG根据偷渡事件处
理经验，再次发布了偷渡者统计数据，该数据表明偷
渡者的登船港、国籍以及偷渡人员数量较2010年早期
发布的调查数据并没有明显变化。

以下饼图显示了2012年协会的偷渡事件处理经验。可
以看出，大多数的偷渡登船案件发生在非洲国家，51
起案件只有4起发生在其他地区（孟加拉、比利时和中
国）。发生偷渡事件最频繁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和南非
，各9起，其次为摩洛哥和科特迪瓦，各5起。从所涉
人数来看，分别有22名偷渡者在南非和利比里亚登船
。不过，利比里亚的22名偷渡者源自于同一起偷渡事
件。在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以及摩洛哥登船的偷渡人
数也很多。

鉴于此，船舶停靠在非洲的港口时应特别警惕。不过
，也应毌忘偷渡者也可能在中美洲、南美洲赤道区域
、加勒比海以及欧洲等其他地点登船。

阻止和预防偷渡者登船的方法

总则 

•要成功预防偷渡，不能完全依靠港口当局或安保人
员阻止未经许可人员进入港区的能力。尽管港口会根
据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SPS Code）设立相
关程序，但偷渡者还是有可能找到应对该措施的办法
，而且一些国家的安保人员或官员可能会接受试图进
入码头的偷渡者的贿赂。船员还应警惕船上的当地安
保人员可能试图偷渡，离港之前必须确保这些人员已
经离船。

• 在抵达偷渡事发频率高的港口前，船长应警告船员
该港有偷渡者出没的可能性。应要求值班员汇报包括
可疑的行为，或窗口、出入口、通道口或集装箱封条
不完整，或封条受损且通道入口被撬开在内的一切不
寻常事件。应频繁进行随机巡逻检查，甚至可以考虑
限制甲板作业，以便更容易发现未经许可人员登船。

• 在极有可能存在偷渡者试图登船的港口，除非港口
代理人或当地P&I 通讯代理认为使用安保人员会引起
反效果，否则可安排当地安保人员作为附加预防措施

2012 –偷渡事件发生频率，按登船国统计

2012 –总计偷渡人数，按登船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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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离港前协助进行偷渡检查。使用警犬也会使潜
在的偷渡者不敢选择该船进行偷渡，另外，警犬在狭
窄地带协助进行搜查时会起到很大作用。 

•公司安保负责人(CSO)应向船长提供各港口偷渡风
险的最新信息，船长还可以联系港口代理人或当地
P&I 通讯代理以获取进一步信息。

• 船舶应配备充足的系固带、钢丝绳、挂锁、粘着剂
以及封条（集装箱封条比较适用），用于检查完毕的
处所，对其进行封闭。 

• 如果船舶准备挂靠的港口曾经发现有偷渡者藏在舵
机舱内，可以考虑在舵杆管底部的空隙部位加装结实
的金属格栏，但应确保这样的格栏设置不会影响舵杆
工作。应确保加装的格栏牢固，最好使用焊接进行固
定，而且栏杆的构造应结实坚固，因为曾经有偷渡者
使用钢锯切断金属栏杆进入其中。

• 应封闭包括烟囱甲板、船尾楼在内的所有甲板上的
室外门。这可能包括货舱通道门、桅室门、储藏室门
、电气室门和机舱门。但是，起居舱室门和机舱门在
紧急情况下应能够从内部开启。

• 进入起居舱室和机舱的室外通道门应仅有一个。

• 起居舱室和机舱内的所有房间和储藏室应锁闭。如
果有舷窗和窗户靠近甲板，应关闭并紧固。

• 有时可以使用误导信息来阻止潜在的偷渡者。例如
，可在船舶开航公告牌上显示偷渡者不太感兴趣的港
口或国家。可张贴不正确的标志或发布错误公告称，
所有舱室在装货作业完成后将进行熏舱。 

• 夜间应保证充足的甲板照明。可在船舷放置货舱移
动灯，以照亮周围水域。

•应谨记，一些容易被偷渡者找到藏身处的货物，如
袋装货、木材、空集装箱及拖车会增加偷渡风险。一
起事故中，多名偷渡者在船员搜查船舶时，试图通过
从木材货堆的一个隐蔽处转移到另一个隐蔽处以掩人
耳目。 

• 在锚泊时，应每隔一段时间对主甲板、前甲板和艉
楼甲板进行流动巡逻检查。在开航后，可以立即进行
流动巡逻检查，并持续到船舶航行一段时间为止。

• 如果在船舶离港前，或仍在登船国领海内，或在同
一国家的不同港口发现偷渡者，将其遣送回岸上的费
用可降到最低。因此，在船舶离港或离开该国领海前
及时发现偷渡者，并将其遣送上岸至关重要，否则将
会产生高额经济损失。

• 如果发现有一个偷渡者，应进行更全面的搜查，因

为此时往往会搜查到更多的偷渡者。

• 会员可考虑将BIMCO 的反偷渡条款并入期租合同
中，以明确承租人和出租人对船上发现偷渡者产生的
费用的责任分配。

登船方式 

以下为最常见的登船方式：

• 从码头攀爬系泊缆。协会处理的多起案例中偷渡者
正是采用这种方式登船。

• 游泳或乘小艇到船舶临海一侧，使用绳子或钩子爬
到船上。

• 从海上顺着锚链爬到船上。

• 利用船边悬挂的梯子或绳子，如引水梯、Jacob软梯
或扶手绳。

• 装扮成装卸工人。虽然有些港口要求装卸工人穿着
带有标志的制服并戴头盔，但是船员仍应注意，偷渡
者可能穿着相似服装，并持有假冒的装卸工人身份卡
。

• 带有滚装斜坡或货舱侧门的船舶，因为该类船舶在
进行装卸作业时，开门的这些区域很难有效看守，使
偷渡者有机可乘。

• 在集装箱或拖车装载前就藏匿其中，全然不顾其是
否装载货物，可能有同谋帮其关门并修补封条。如果
在集装箱内货堆之间或在虚假舱壁板后面发现偷渡者
，这通常表明该偷渡行为是由第三方组织的。开顶箱

偷渡者能够轻易进入开顶集装箱。



，尤其是有遮盖的开顶箱，经常会吸引潜在偷渡者在
此藏身。

• 游泳或乘小艇爬到船舵上，进入上面的空隙位置。

为阻止并预防偷渡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可行措施。未
经许可人员的登船难度越大，障碍设置越明显，越可
能使偷渡者望而生畏，不敢利用该船偷渡。

港口停靠期间 

• 应密切监视锚泊区域，尤其在夜间。应将防鼠板牢
固地安装在所有缆绳上，以增加爬上的难度，在船边
应安排额外照明灯，以便在天黑后震慑潜在的偷渡者
，而且一旦有异常情况也容易发现。

• 所有悬挂在船边的绳梯，如引水梯、Jacob 软梯以
及扶手绳均应收起并绑紧。

• 看守舷梯的船员应保持警惕，并对每位登船和离船
人员进行记录。只有经授权的人员才能登船，并且应
仔细检查其身份证件。在每次换班前，应询问装卸公
司派到船上作业的人数。装卸工人上船，船员应清点
人数，因为可能有潜在的偷渡者试图混入其中。在装
卸工人离船时应再次清点人数，统计人数时需要根据
这期间可能登船或离船的人数进行适当调整。

• 如果船舶干舷较低，船员应小心可能有偷渡者为绕
开船舶安保措施，而试图从码头翻越到主甲板上。

• 船员应监视所有打开的通道门，如斜坡门和侧门。
这些通道门如果暂不使用应锁紧。

• 如果可行，且港口当局允许，应考虑在夜间将舷梯
和踏板升高。不过，必须有值班人员在一旁看守，以
便在需要时放下梯子。船员在准备上岸或返回船舶时
发现梯子升高，应等待梯子降低；很多船员因试图以
其他方式登船或离船而落入水中，导致其受伤或失踪
。

• 应照亮船体外侧、船艏船尾外侧，特别是系泊缆附
近。必要时还应加装额外照明灯。在常规巡逻过程中
，应查看这些区域是否存在小艇。

锚泊期间

• 保持良好的目视和雷达瞭望，观察是否有小艇接近
。

• 尽可能远的照亮船边区域。

• 夜间如果发现有小艇接近，使用阿尔蒂斯信号灯作
为探照灯以查看他们的一举一动。

• 照亮主甲板和所有可能的登船点。

• 将所有悬挂在船侧的绳梯，如引水梯、Jacob 软梯
或扶手绳，收起并系紧。 

• 如果在相关人员登船时有必要用到舷梯，应在暂不
使用时将其升离海面。

• 在锚链筒上加装筒盖，为进一步阻止偷渡行为，可
以考虑运行锚链清洗系统。

• 在进行日常巡逻时，查看以确保没有船舶系在锚链
上。

• 在配员人数允许，且符合法定休息时间规定的情况
下，确保流动值班人员进行定期甲板巡逻，最好是两

在拖车侧面幕帘中发现一个特制的隔间，内藏有40名偷渡者

船员注意到锚链管帆布盖被切开，随后发现几名偷渡者藏在锚链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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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组。他们应携带无线通讯设备，以便在遇到问题
时联系驾驶台。

偷渡搜查

如果偷渡者成功绕开了前述预防措施，开航前对船上
各处进行彻底搜查是阻止偷渡的最后一道防线。发现
偷渡者时如果船舶还停靠在偷渡者登船的港口，或在
同一国家的另一港口或还在装货国领海时，则该偷渡
者通常被视为非法进入者。在此情况下，将其遣送上
岸的费用通常为最低，且耽误时间为最短或者无迟延
。因此，在船舶离开泊位或锚地前，应进行全面的偷
渡搜查。如果可能，在船舶离开领海前应进一步搜查
，因为偷渡者经常在船舶开航不久后便出来寻找食物
、水或者更为舒适的隐藏地点。 

在进行偷渡搜查时：

• 如果船舶曾在偷渡事件频发的区域靠泊或者抛锚，
则更应确保全面搜查。此时，还应考虑在船舶开航后
、离开领海前进行第二次偷渡搜查，必要时可在港外
稍作停留进行该搜查。

• 应密切关注偷渡者经常藏匿的区域，例如，舵杆管
空隙、烟囱外套、船舱通风井、锚链舱、甲板货、救
生艇、空集装箱以及开顶集装箱。还应检查易遭破坏

的拖车及封条受损的已装货集装箱。如果船舶配有起
重机，则应对驾驶舱和底座的内部、绞车座以及起重
机臂上部接近通风口处进行搜查。

以下图表分类列出了2012年期间偷渡者登船后被发现
的藏匿地点或推测的藏匿地点。

• 应当系统地进行偷渡搜查。为此，应制定专门的船
舶检查清单，将船舶划分为不同的搜查区域。例如，
如果明确了三个重点区域，则应同时对上述区域的所
有部分进行搜查，每一处由一小队人员进行。该搜查
方式不仅可充分利用时间，还能减少偷渡者在搜查期
间为避免被发现而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的可
能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各相关方应该都意识到在货
物装卸作业完毕后进行全面偷渡搜查的必要性，能为
该项重要任务预留充分的时间，尤其在偷渡事件频发
的港口。 

• 对于在港期间已经进行检查、锁闭以及加封的处所
，应当在离港前再次打开和检查，因为已经发现有偷
渡者找到了应对上述措施的办法；在最近的一个案例
中，两个偷渡者沿着通道附近的网架状线缆上一个17
厘米的间隙成功通过了一艘集装箱船甲板下通道的一
处已上锁的金属门。在搜寻检查完毕后，相关处所应
重新上锁加封。

• 进入锚链舱、箱形龙骨、装载耗氧或有毒货物的货
舱及相邻舱室等，必须遵守船舶安全管理体系中有关
进入封闭处所的程序。

• 如果可能，可考虑使用搜查犬。在南非，使用Jack
Russell犬搜查偷渡者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特别是搜
查藏匿于狭小空间的偷渡者。

即使坚固的金属格栏也未能阻止一些偷渡者采用切断金属条的方式进入舵杆
管空隙。

2012-偷渡者的藏匿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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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误导信息。例如，进入货舱使用话筒假称，货
舱即将进行熏蒸或充二氧化碳，这样做有时会取得效
果。

• 如果在港口曾发现有偷渡者藏匿于码头待装运的集
装箱内，可将连接二氧化碳检测器的探针通过集装箱
的通风口放入集装箱。如果二氧化碳检测读数偏高，
可能表明有人藏在集装箱内。

• 船长应确认船舶已经进行全面偷渡搜查，并在正式
的航海日志中予以特别注明。

为尽量减轻船舶因发生偷渡事件而遭受的处罚，应书
面记录开航前和开航后进行的所有偷渡搜查，包括检
查区域的详细信息以及船舶所采取的其他防止偷渡者
登船的预防措施。详细信息指的是舷梯/踏板的值班安
排、聘用私人安保人员、身份检查、安全巡逻、起居
舱室入口限制措施、照明安排以及通道门、机舱、储
藏室和货舱紧固和加封状况。

海上发现偷渡者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开航后发现一个或者多个偷渡者，应立即再进行
一次偷渡搜查，因为可能会有其他偷渡者藏匿在其他
地方，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随后：

• 船长应毫不迟延地联系船舶所有人。之后应立即联
系协会，报告船上发现的偷渡者人数、船舶的位置、
船上所有货物的详细信息以及船舶航程计划。这样有
助于协会考虑解决方案，包括返回上一港口或改变航
线驶往另一港口等。为避免错失良机，通知的速度十
分重要。一些资料，如询问信息、身份证明复印件、
其他重要文件、偷渡者照片及其个人物品的详细情况
可稍后发送。

• 船舶所有人还应通知船旗国。 

• 应分别询问偷渡者，以尽可能多地查明以下信息，
以便将信息发送给相关主管当局：

a) 姓名

b) 性别

c) 出生日期以及出生地

d) 国籍和居住国

e) 地址

f) 近亲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g) 上船的港口、日期和时间

h) 进入船舶的方式

i) 隐藏地点

j) 计划目的地

k) 偷渡的原因

• 如果可以，询问还应包括一些附加问题。本通函附
件列出根据IMO 第A.871(20)号决议制定的询问清单，
只要可行，每一偷渡者的询问清单应尽早填写完成。

• 应注意，偷渡者可能会隐藏或销毁他们的身份证明
，并隐瞒他们出生地所在国的信息以试图避免被遣送
回国。如果船长怀疑偷渡者不诚实，可进一步询问以
确定偷渡者的真实国籍。提交或发现的身份证明应当
由船长保管。

• 打击偷渡者的态度应坚决，但方法必须人道。任何
情况下，不得虐待偷渡者。

• 应当搜寻检查每一名偷渡者的身份证明、私人物品
、武器以及毒品。

• 应当搜查偷渡者被发现或者隐藏地点，以查找身份
证明、私人物品、武器以及毒品。

• 如果无法进行严密监视，应将偷渡者关在安全且牢
固的地方。备用舱室为合适的地点，不过务必要锁闭
所有的舷窗以防止其逃跑。 

•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设施，应将每位偷渡者分别安
排到带有卫生设施的紧固舱室中。舱室应配有简单的
家具，并将可能被偷渡者用来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物
品搬走。

• 应当为偷渡者提供食物、水以及可能需要的医疗服
务。另外，还应使他们熟悉基本的船上安全和应急程
序。

• 决不允许偷渡者在船上从事体力劳动，即使他们愿
意也不可以。但是，可以要求偷渡者保持居住舱室的
干净与整洁。不能与偷渡者签署雇佣合同等文件。

• 应告诫船员，不要与偷渡者交往或给予他们特殊照
顾。同时，还应警告船员，协助或帮助偷渡者在某一
港口逃跑可能会触犯该国的移民法律，并可能因此被
当地主管当局起诉。

• 偷渡者有时可能会声称他们在船上受到了虐待或伤
害，以试图博得移民局官员的同情，或试图推迟、避
免被遣送回国。当地警察可能会据此调查该项指控，
并可能导致船期延误。一旦发现支持该项指控的证据
，船舶可能会被处以罚款，而相关船员可能会被提起
刑事指控，还有可能会被判以监禁。因此，船员在与
偷渡者相处时应当坚定而有礼貌，不得做出任何不当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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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现偷渡者不幸死亡，应搜寻查找其任何形式的
身份证明，发现该偷渡者的船员应当出具一份书面说
明。还应让船上的其他偷渡者出具书面说明。应保存
尸体，直至被送上岸并交给死者家属。不能为死亡的
偷渡者进行海葬，因为主管当局可能希望对该事件进
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不正当行为。 

偷渡者的遣返

在通知各相关方后，协会将考虑最为合适的做法，必
要时会联系协会当地的通讯代理。一旦协会确定了偷
渡者的上岸港，便会将遣返安排通知给船长。

在偷渡者离开该国或被成功遣返前，某些港口可能不
允许船舶开航。 

遣返偷渡者绝非易事。一些国家不允许没有身份证件
的偷渡者上岸，而有些国家即使偷渡者持有有效的旅
游证件也不允许其上岸。 在此情况下，偷渡者必须呆
在船上，而且根据不同国家的相关规定，主管当局可
能命令船舶所有人聘用安保人员以防止偷渡者逃跑。
不过，如果船舶定期挂靠同一港口，则可能将偷渡者
留在船上直至船舶到达其最初登船的地方。 

船舶不应在非计划挂靠港口遣送偷渡者上岸，除非船
舶所有人联系协会，就遣返协议事项进行协商并达成
一致后，指示船舶挂靠该港。此时，还需要取得该国
相关主管当局的许可。但如果涉及严重的安全或安保
问题，或偷渡者患病需要紧急医疗，船舶则可按需要
驶往非计划挂靠港口。

有关偷渡事项的其他信息可在以下IMO文件中找到： 

偷渡者从舵杆附近的空隙钻出来



A.871(20)号决议 - 寻求成功解决偷渡事件的责任分配
指南。 

FAL.11(37)号决议(FAL -国际便利海上运输公约)以及
MSC.312(88)号决议 – 经修订的防止偷渡者上船及寻
求成功解决偷渡事件的责任分配指南。 

请会员注意，本防损通函所包含的指南旨在补充，而
非替代船公司既有的防止偷渡程序或离港后发现偷渡
者所应采取的措施。 

会员如果需要进一步信息，请与防损部联系。

http://www.westpandi.com/Contact-Us/London/Loss-Prevention/
http://www.imo.org/OurWork/Security/SecDocs/Documents/Maritime%20Security/Res.MSC.312.pdf
http://www.imo.org/OurWork/Facilitation/Documents/FAL%2011.37.pdf
http://www.imo.org/blast/blastDataHelper.asp?data_id=22650&filename=A871(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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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调查问卷

船舶名称

IMO 编号

呼号

船旗国

船籍港

船舶所属公司

公司地址

    

下一港代理                                                                                     

代理地址

    

卫星通讯号                                                                                     

船长姓名

船舶情况

1. 被发现日期和时间

2. 被发现地点

3. 登船港口、国家

4. 在登船国停留的时间

5. 登船日期和时间

6. 计划目的地

7. 最终计划目的地 (如与上述目的地不同)

8. 登船原因

9. 偷渡者自称为难民吗？

10. 姓氏

11. 名字

12. 别名

13. 宗教

14. 性别

15. 出生日期

16. 出生地

17. 国籍 (据其所称)

18. 身份证明类型 (如有)

19. 护照 - 编号

20. 护照 - 签发日期

21. 护照 - 签发地点

22. 护照 - 到期日

23. 护照 - 签发机构

偷渡者情况

偷
渡
者
照
片



24.  身份证 - 编号

25.  身份证 - 签发日期

26.  身份证 - 签发地点

27.  身份证 - 到期日

28.  身份证 - 签发机构

29.  海员证书 - 编号

30.  海员证书 - 签发日期

31.  海员证书 - 签发地点

32.  海员证书 - 到期日

33.  海员证书 - 签发机构

34.  应急 护照 - 编号

35.  应急 护照 - 签发日期

36.  应急 护照 - 签发地点

37.  应急 护照 - 到期日

38.  应急 护照 - 签发机构

39.  家庭住址

40.  居住国

41.  职业

42.  雇主信息

43.  在登船国的地址

44.  身高 (厘米)

45.  体重 (千克)

46.  肤色

47.  眼睛颜色                                                            

48.  头发颜色                                                            

49.  头部/面部形状                                                    

50.  特征 / 疤痕 / 纹身                                                

51.  第一语言 (即母语)                                              

52.  第二语言                                                            

53.  第三语言                                                            

54.  婚姻状况                                                            

55.  配偶姓名                                                            

56.  配偶国籍                                                            

57.  配偶住址

      

58.  父母姓名                                                                       

59.  父母国籍                                                                    

60.  父母住址

      

偷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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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船长怀疑偷渡者谎称国籍，可通过询问以下全部或部分问题，以确定偷渡者是否像该国国民那样熟悉该国情况：

61.  首都

62.  国旗样式                                                            

63.  货币                                                                                  

64.  官方语言                                                                    

65.  领导者/统治者姓名                                                      

66.  主要政党名称                                                          

67.  主要部落名称                                                             

68.  主要宗教                                                                        

69.  著名体育明星                                                               

Stowaway Details偷渡情况

70.  登船方式，包括偷渡者藏身地、选择该船的原因、之前是否曾偷渡。

71. 由岸上的个人、组织或船员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帮助。如有，是否支付报酬。

72.  偷渡者个人物品清单:

73.  同伴、所在地领导人（例如市长、部落酋长）、或目的地联络人的姓名和地址等其他信息

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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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偷渡者陈述:

75.  船长陈述，包括对偷渡者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所做的评价：

76.  询问日期

偷渡者签名 船长签名

日期 日期

其他情况（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