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续上期冤
5 区分野不符合冶尧野缺陷冶尧野问题冶
通过近几年体系审核和审核管理袁笔者发现袁往往

难以区分野缺陷冶和野问题冶与野不符合冶遥
野缺陷冶袁 英文 deficiencies袁 见于 ISM规则尧PSC 辕

FSC报告和 SMS实施过程遥
5.1.1 ISM规则中的野缺陷冶

ISM规则袁第 12.6节要求野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应
当对渊审核尧复查和评价冤所发现的缺陷及时采取纠正
措施冶袁和第 5.1.5条要求船长野复查安全管理体系并向
岸上管理部门报告不足之处渊deficiencies袁即缺陷冤冶袁但
未专门给出定义袁也就是说袁使用的是它的通常含义遥
审核尧复查和评价袁以及船长复查安全管理体系袁

当然并非只发现野缺陷冶袁也可能发现野不符合冶遥这里只
提野缺陷冶而不提野不符合冶袁只是因为野不符合冶在 ISM
规则第 9章已专门规定遥

ISM规则第 12.6节的野缺陷冶和第 5.1.5条的野不足
之处冶袁显然不是野不满足某一具体规定要求冶袁严重程
度低于野不符合冶遥但是袁按 ISM规则要求的体系管理方
法的原理袁对于野缺陷冶最好也建立简单有效的报告尧分
析和纠正的程序或须知袁并留有管理记录袁以确保体系
运行有效遥
5.1.2 PSC 辕 FSC检查指出的野缺陷冶

野缺陷冶是 PSC和 FSC的常用语遥
PSC和 FSC检查是履约执法袁 以强制性规定为标

准袁理想情况袁指出的野缺陷冶都是有客观证据表明不满
足某一强制性具体规定的可见情况袁即野不符合冶遥
故袁 遥
目前袁世界各地均已加大 PSC检查力度袁检查官往

往根据表面缺陷进一步追究船舶管理尧 船员素质等更
深层次的管理原因袁一旦查实袁很可能滞留船舶遥
即使 FSC目前依据的部海事局的 叶船舶安全检查

缺陷处理指导原则曳并非法律尧法规袁尚不能称为强制
性规定袁但将据此确定的缺陷当作野不符合冶处理袁有利
于船舶的安全和防污染管理遥 中国海事局也明文要求
FSC加强检查 NSM规则实施情况遥 我局因安检涉及体
系运行滞留的第一船袁是张家港海事局 2009年 3月滞
留一艘国内海船袁其野30冶项为野船舶未按照公司体系规
定的要求对应急发电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冶遥但由于目前
同时具备安全检查官和审核员资质的现场执法人员数

量很少袁 FSC检查追究公司管理责任的还不多遥

关于 FSC与安全管理体系的关系袁 江苏海事局相
关部门已建课题袁正在研究遥
5.1.3 船舶和设备的野缺陷冶与野不符合冶

ISM规则实施初期袁船长按 ISM规则第 5.1.5条要
求报告的野不足之处冶大多是船舶和设备不良遥 野不足之
处冶渊英文 deficiencies冤绕口袁而 ISM规则第 12.6 节又
将英文 deficiencies译作野缺陷冶袁致使野船舶与设备缺
陷冶成了习惯用语遥

渊1冤船舶和设备的野不符合冶
ISM规则第 10.2.2条规定 野报告已知的不符合规

定的情况并附可能的原因冶遥 其中的野不符合规定的情
况冶袁没有另作定义袁当然也以野客观证据表明不满足某
一具体规定要求的可见情况冶为定义遥

例如袁ISM规则第 10.2.1条要求野按照适当的间隔
期进行检查冶袁其中院

誗 野间隔期冶袁符合强制性规定才是野适当的冶曰
誗 野检查冶袁内容和标准必须符合强制性规定遥
渊2冤船舶和设备的野缺陷冶
船舶和设备的野缺陷冶袁就是船舶和设备的状况和

性能不良遥
除 PSC 辕FSC指出的船舶和设备的野缺陷冶外袁可分

为主管机关审核尧内部审核尧内部检查等指出的袁以及
船舶要求修理的项目遥

誗主管机关审核尧内部审核尧内部检查等的标准袁
都是野满足强制性规定要求冶遥不符合该标准的野缺陷冶袁
肯定属于野不符合冶遥

誗船舶要求修理的项目袁可能野不满足强制性规定
要求冶袁也可能野满足强制性规定要求冶但状况不理想或
使用不便遥 按野不符合冶的定义袁前者应作为野不符合冶袁
后者不宜作为野不符合冶遥

渊3冤区分船舶和设备的野缺陷冶与野不符合冶
按上面的分析袁船舶和设备的野缺陷冶与船舶和设

备的野不符合冶的分野袁仍在于是否野不满足某一具体规
定要求冶院

誗船舶和设备维护袁 若 野不满足某一具体规定要
求冶渊其中包括未按符合强制性规定的野适当的间隔期冶
以及内容和标准进行检查冤袁就是野不符合冶遥

誗 船舶和设备袁 若满足全部相关的具体规定要
求冶袁只是状况不理想或使用不便袁就不是野不符合冶袁只
是野缺陷冶遥
体系运行中袁将船舶与设备维护的野不符合冶作为

野缺陷冶袁或将船舶与设备维护的野缺陷冶作为野不符合冶袁

如何界定航运公司 SMS的“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江苏海事局 杨致远

如何界定航运公司 SMS的野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冶渊下冤要要要杨致远 6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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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只重视 PSC和 FSC检查和船级社检验所指出船舶
与设备维护方面的野缺陷冶渊作为野不符合冶处理冤袁而不
重视船舶与设备日常维护方面的野缺陷冶袁皆不可取遥
5.1.4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曳第十四条
中的野缺陷冶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曳第十四条规
定袁野船舶存在的缺陷危及船舶尧 船员及旅客和水上交
通安全或者可能造成水域严重污染的冶袁海事主管机关
应对其采取滞留的行政强制措施遥
缺陷到了野危及船舶尧船员及旅客和水上交通安全

或者可能造成水域严重污染冶 的程度袁 明显属于 野险
情冶袁是否属于野不符合冶或野重大不符合冶袁按前文野4. 界
定不符合尧事故和险情冶区分遥

野问题冶的原意是提出的疑问袁现在衍生出的另一
含义是错误和/或缺失遥
言者使用野问题冶一词袁要么是不能准确指出某一

野问题冶的实质或不能准确地用一个词汇概括某些野问
题冶曰要么是有意含混以达到不愿或不能言明的目的遥

ISM规则中没有野问题冶这一概念遥
我国实施 ISM规则袁使用野问题冶一词袁可大致分为

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尧主管机关审核尧公司 SMS日常
运行等三种情况遥
5.2.1 主管机关相关规定中的野问题冶
我国海事主管机关推行 ISM规则国内化的最重要

的两个文件 叶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规则曳
渊以下简称叶审核规则曳冤和叶航运公司 SMS审核发证程
序曳渊以下简称叶审核程序曳冤中多次出现野问题冶和野重大
问题冶袁却没有给出的确切定义遥
分析语义可以知道袁叶审核规则曳和叶审核程序曳中

的野问题冶袁远比野不符合冶严重袁野重大问题冶更是接近
野重大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冶遥 举例如下遥

渊1冤叶审核程序曳4.3.5规定袁SMS文件野预审未通过
的袁审核组应向公司通报有关情况袁并提供 清单冶曰
叶审核规则曳第十二条第一款袁SMS文件的正式审核野以
渊SMS文件冤预审所发现 的纠正情况为重点冶遥

SMS文件审核设置预审阶段 渊目前部局审核中心
已口头要求取消预审这一审核流程冤袁本意是缩短正式
审核所需的时间遥 因为不是正式审核袁不允许开列野不
符合冶袁只能列出野问题冶遥

SMS文件最重要的标准是符合强制性规定袁故院
誗这些野 冶必须纠正袁可知其关乎 SMS文件是

否符合强制性规定袁属于野不符合冶曰
誗 这些野 冶的纠正情况是 SMS文件正式审核

的重点袁可知这些野 冶的纠正情况以外的情况都不
属于 野不符合冶渊不关乎 SMS文件是否符合强制性规

定冤遥 这反过来证实袁这些野 冶包括了 SMS文件预审
发现的全部野不符合冶遥

渊2冤叶审核规则曳第三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袁附加审核
的条件之一是野直接利害关系人举报公司 SMS存在

冶曰叶审核程序曳第 4.2.3.2款规定袁野如审核组发现
送审的文件存在 袁 审核组长可在召开审核组
全体会议研究后袁中止审核冶遥

野 冶导致中止审核或附加审核袁接近野重大
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冶定义规定的标准之一要要要野未能有
效和系统执行 ISM规则的有关条款冶遥
这些野 冶和野 冶袁通常就是野不符合冶或

野重大不符合冶遥
5.2.2 外部审核实践中的野问题冶

SMS的外部审核实践的野问题冶袁性质有两种遥
渊1冤野不符合冶嫌疑
文件审核和活动审核时袁记录发现的错误和缺失袁

以及一些野不满足某一具体规定要求冶的野可见情况冶尚
缺少足够野客观证据冶的疑问等袁是为野问题冶遥

这些野问题冶袁开具野不符合冶之前袁要与接受审核方
讨论核实野客观证据冶和野可见情况冶袁倾听接受审核方
的申辩袁消除疑点袁然后界定是否开具野不符合冶遥

渊2冤野不符合冶的野灰色冶处理
外部审核开具野不符合冶项数受限制袁可能包括院
誗审核组袁若判定审核通过渊不通过是极少数冤却

开具野不符合冶项数多袁可能受到主管机关质疑遥
誗审核员袁担心与其他审核员的野不符合冶项相差

太多袁给主管机关留下不良印象袁或影响与其他审核员
的关系遥

誗接受审核单位袁野不符合冶 项数多袁 与兄弟单位
比袁面子上不好看袁而且纠正过程繁琐袁麻烦遥

所以袁通行的作法是从这类野问题冶中筛选比较重
要的作为野不符合冶袁其余的作为野问题冶列成清单要求
接受审核方纠正并强调请当地主管机关负责复核和作

为下次外部审核的内容之一袁运作于叶审核规则曳和叶审
核程序曳之外遥
其实袁根据野不符合冶的定义渊野客观证据表明不满

足某一具体规定要求的可见情况冶冤袁完全可以按照野某
一具体规定要求冶袁归纳相关的若干野不满足冶的野客观
证据冶和野可见情况冶袁综合开具野不符合冶袁减少野不符
合冶项数遥 可能包括院

誗体系运行过程中多处同样的野问题冶袁公司只需
要一次分析就可以全部纠正袁 可综合开具一项 野不符
合冶遥 例如某公司 SMS文件审核时若干审核员发现多
个外来文件收集不齐袁只需归纳成同一个野不符合冶遥

誗体系运行过程中多个类似的野问题冶袁公司只需
要一次分析就可以全部纠正袁 应抓住最重要的开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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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野不符合冶遥 例如某公司多个岗位的新聘和转岗人员
上岗前熟悉程序执行不良袁 分析确认其中公司对新聘
船长上岗前熟悉培训不力最严重袁 只需就此开具一项
野不符合冶遥
因此袁要减少外部审核野不符合冶项数袁对发现的

野问题冶要院
第一步袁定性袁确认是否野不符合冶遥 判断野问题冶是

不是野不符合冶袁只要以野不符合冶的定义渊野客观证据表
明不满足某一具体规定要求的可见情况冶冤为标准遥
第二步袁确认的野不符合冶袁按照野多处同样冶和野多

个类似冶袁归纳后综合开具野不符合冶遥
渊3冤野严重不符合冶
常有野不符合冶纠正不力导致同类现象反复发生袁

若继续要求公司按野不符合冶纠正袁效果堪优曰若按野未
能有效和系统执行 ISM规则的有关条款冶作为野重大不
符合冶处理则野可直接导致主管机关收回证书冶袁即导致
航运公司停业整顿袁审核员左右为难遥
部海事局发布的叶航运公司 SMS不符合规定情况

判定指南曳提出新概念要要要野严重不符合冶袁其野性质介
于一般不符合和重大不符合之间冶曰且处理灵活袁野一般
不直接收回证书袁可导致跟踪审核冶袁但野如果纠正措施
不到位袁后果严重者也可收回证书冶遥

野不符合冶纠正不力导致同类现象反复发生袁可作
为野严重不符合冶袁促使公司认真纠正遥
5.2.3 公司 SMS日常运行中的野问题冶
公司 SMS运行中的野问题冶袁也可分为两种情况遥
一种是体系内人员理解不到位袁 反映或报告不正

常情况时袁或受公司引导袁或自以为吃不准袁不确定是
否野不符合冶袁只反映或报告野问题冶遥 笔者认为袁这样的
野问题冶袁产生于野不符合冶之前袁还不肯定是野不符合冶遥
另一种是袁鉴于野不符合冶报告尧分析和纠正都要留

下证据袁过程繁琐袁而且普遍认为野不符合冶项数多标志
着 SMS有效性差袁担心外部审核时有麻烦袁不少公司
严格控制野不符合冶的立项袁往往将野不符合冶当作问题
野体系外处理冶遥 这样的野问题冶肯定是野不符合冶
界定公司 SMS日常运行中的野问题冶与野不符合冶袁

还是用野不符合冶的定义袁重点在是否野不满足某一渊强
制性冤具体规定要求冶遥
6 野不符合冶界定困难的的原因和改进建议
本文野1 ISM规则对安全和防污染管理的要求野一

节说过袁ISM规则对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有两方面
要求袁 一是管理标准方面袁 至少符合相关的强制性规
定曰二是管理方法方面袁必须实行体系管理方法遥

ISM规则在我国时实施十多年了袁 船公司的 SMS
野不符合冶较多以及发现和界定困难袁主要原因也还在
这两方面遥

渊1冤 相关人员对体系管理方法研究不够尧 理解不
深袁不明确体系管理方法就是通过不断发现尧报告尧分
析和纠正野不符合冶袁逐渐符合全部相关强制性规定从
而不断提高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的袁导致院

誗 野不符合冶与野缺陷冶尧野问题冶等混淆袁不能发现和
正确界定以及正确纠正曰

誗船公司对野不符合冶不够重视袁导致调查尧分析尧
纠正措施尧跟踪验证等方面敷衍了事袁说一套做一套袁
就是常说的野两张皮冶现象遥

渊2冤相关人员对强制性规定不够熟悉尧不够理解院
誗不知道全部相关的强制性规定 渊包括其最新变

更冤或者遗漏袁不能发现野不符合冶曰
誗对野某一渊些冤具体规定要求冶理解有误袁错误地

开列野不符合冶袁或者不能保证编写的程序尧须知等符合
强制性规定遥
为此袁笔者建议院
誗进一步明确船舶安全和防止污染管理最重要的

方法就是 野按有关海上安全和防止污染的国际公约和
标准袁设计尧建造尧配备和维护船舶袁并由经适当培训的
船员操作冶袁 明确 SMS的标准是符合全部相关的强制
性规定袁不断搜集尧准确理解和熟悉强制性规定遥

誗进一步明确袁体系管理方法的最大优点袁就是通
过不断地发现尧报告尧分析和纠正野不符合冶袁尽可能符
合强制性规定遥

誗船公司将发现和报告 渊尤其是本岗位的冤野不符
合冶作为岗位责任袁列入公司关于各岗位责任尧权力和
相互关系的 SMS文件袁并指出发现野不符合冶的渠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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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38号 802室援电话：025-83520231援
E-mail：8352023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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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港袁 众多小型船舶上的小风车旋转成
为一道风景线遥这是小型船舶的小型发电设备在运转袁且有蓄电
池储放电以应对风力不足袁能为船舶提供照明尧冷藏等电能袁因
而可省去停泊用的柴油发电设备和接岸电缆袁 结构简单袁 成本
低袁减少燃料消耗和废气排放袁深受用户欢迎遥

转摘自叶航海曳总 170期

小型船舶的小型风力发电设备

65窑 窑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