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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对海上局势的影响 

 

 
 

本警示更新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 

黑海谷物倡议已经获第二次延长。虽然延期的具体细节尚未清楚，但有报道称，此次

协议将至少再延长 60 天。然而，在已确定的海上人道主义走廊之外的黑海北部战争风

险区运营的民用航运受到附带破坏的风险仍然很高，黑海西部仍然存在漂流水雷的威

胁。 

 

重要更新 

根据协会当地通代、其他服务提供商，以及公开来源收到的信息，乌克兰、俄罗斯、

亚速海和黑海的局势报告如下： 

 

港口情况 

 据联合国 2023 年 3 月 18 日的新闻稿，最初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实施并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到期的联合国黑海谷物倡议 (BSGI) 现已获第二次延期。但延

期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该协议的目的是促进乌克兰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

和皮夫登尼港（尤日内）的食品和化肥得以安全出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立

的联合协调中心 (JCC)，负责对该倡议进行全面监督和协调。所有相关信息，包括

针对船舶经营人的最新消息和程序，参见：联合国黑海谷物倡议联合协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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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促参与黑海谷物倡议 (BSGI)的船舶经营人和船长与 JCC 保持密切联系，并确保

始终遵守其最新指示和程序。 

 除参与黑海谷物倡议的港口之外，乌克兰大部分港口仍停止商业运营，但据报道

乌克兰多瑙河港口已开放并投入运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政府已告知

国际海事组织，其所有港口保安等级为 ISPS 三级。 

 亚速海仍然禁止商船进入，俄罗斯海军封堵刻赤海峡。 

 俄罗斯海军禁止进入克里米亚以西的黑海北部。根据北约航运中心 (NSC) 的说

法，在黑海的这个战争风险区域，对民用航运造成附带破坏或直接打击的威胁仍

然很高，请参阅 NAVAREA III 0124/2022。这些限制不适用于根据黑海谷物倡议

进出的船舶。 

 尽管一些港口的 ISPS 保安等级已有所提高，所有位于黑海的俄罗斯港口仍继续正

常运营。如确有必要在俄罗斯黑海港口进行货物作业，建议首先向港口设施保安

员 (Port Facility Security Officer, PFSO)进行保安声明(Declaration of Security)。 

 据报道，土耳其、格鲁吉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专属经济区内的商业运营仍在

继续，但这些港口的 ISPS 保安等级也可能已经提高。请注意，航运公司 

Wilhelmsen 还定期提供最新港口限制及有关黑海地区的有用更新。 

 

埋设水雷区域及漂流的水雷 

 据北约航运中心 (NSC) 称，黑海西南部沿海国家当局仍在探测和排除漂流的水

雷。 

 因此，建议在黑海西部地区航行的船长警示船员这种潜在威胁，避开漂浮物，避

免漂浮物，保持船员远离船舶前部区域，并使用有效的瞭望装置。所有发现都应

报告给地区当局，且船舶应远离危险。 

 还提醒船长注意地方当局的广播以了解最新的航行警告，获取所有现行相关的

NAVAREA III 警告，并联系船舶的当地代理以获取最新信息。 

 某些沿海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对船舶在到达或离开港口时应遵循的航路提出了

建议。建议船舶就此向当地代理或港口当局查询，并遵循有关当局建议的航路。 

 

挂靠俄罗斯港口的风险增加 

 俄罗斯最近通过了几项禁止和限制从俄罗斯出口货物的法令，这可能会增加与西

欧国家有联系的船舶在俄罗斯港口被扣留和没收的风险。在 2022 年 3 月，挪威

海事局 (NMA) 称，鉴于已有船舶在俄罗斯港口被扣留，建议船舶经营人和船长在

计划挂靠俄罗斯港口时考虑俄罗斯法令的内容，以及被港口国管制抽检，甚至于

被扣留的风险。在撰写本文时，我们没有找到上述法令有任何官方英文翻译。因

此，我们建议经营人和船长在确定货物之前，与他们在俄罗斯的当地代理人核实

货物是否在现行禁令范围内。 

 船长应注意，配备乌克兰船员的船舶在停靠俄罗斯港口时，可能会受到俄罗斯当

局的额外盘查，并可能对此类船员进行审讯。 

 

https://www.un.org/en/black-sea-grain-initiative/procedures
https://shipping.nato.int/nsc/operations/news/-2022/risk-of-collateral-damage-in-the-north-western-black-sea-2
https://armada.defensa.gob.es/ihm/Aplicaciones/Navareas/Index_Navareas_xml_en.html#divVisorNavarea
https://www.wilhelmsen.com/ships-agency/campaigns/ukraine-russia/ukraine-russia-port-situation-map/
https://shipping.nato.int/nsc/operations/news/-2022/risk-of-collateral-damage-in-the-north-western-black-sea-2
https://armada.defensa.gob.es/ihm/Aplicaciones/Navareas/Index_Navareas_xml_en.html
https://www.sdir.no/en/news/news-from-the-nma/increased-risk-when-calling-at-russian-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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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收到进一步信息时更新此部分内容。但是，由于情况可能会迅速变化，我们

强烈建议在黑海地区港口进行贸易的船舶经营人和船长通过当地信息来源，例如船舶

的代理人、协会当地通代等，实时更新信息，以便在任何给定时间获取最新和可靠的

安全信息。 

 

其他与航行相关的挑战及预防措施 

 

美国海事局（MARAD）在其 2023-004 号公告中指出，船舶在黑海和亚速海航行时可

能面临 GPS 干扰、AIS 欺骗和/或其他通信干扰。MARAD2023-005 号公告也为遭遇

GPS 干扰的船舶提供了其他指南。也有报道称可能会使用电子战。这将可能会影响船

上的电子系统。 

 

例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侧，由于该地区的航行限制，船舶航行也可能会遭到阻断。

建议锚泊或漂航船舶间保持安全距离，保持敏锐的瞭望，并备妥主机供操纵使用。 

 

海上保安建议 

 

形势依然动荡多变，我们建议所有位于相关地区的营运船舶仔细评估情况，谨慎行

事，并审查万一发生事故时的相关应急预案，包括危机沟通计划。船东和管理人应确

保前往黑海地区的船舶上的海员了解该特定贸易地理区域的安全威胁。 

 

所有船舶应继续从其船旗国主管部门接收最新的有关 ISPS 规则保安等级的安全信息。

如果未收到此类指示，建议与船旗国主管部门联系。船旗主管部门的其他说明和通知

指示和通知也可以从劳氏船级社网站下载：各船旗国关于乌克兰的最新信息。但是，

我们强烈建议经营人和船长与其船旗国的主管部门保持联系，以获得在任何给定时间

最新的指示。 

 

船舶应确保其 AIS 正常播发，并根据 SOLAS 及其船旗国主管机构的规定要求，在 VHF 

上明确说明意图，同时守听 VHF 16 频道。然而，根据 IMO 指南：“如果船长认为 AIS 

的持续运行可能会危及其船舶安全，或者在即将发生安保事件的情况下，AIS 可以被

关闭。 AIS 关闭的日期、地点和时间应连同关闭原因一起记录在船舶航海日志中，一

旦危险源消失，船长应重新启动 AIS”。  

 
参与联合国黑海谷物倡议的船舶应遵循 JCC 网站上发布的程序。 

 

如果发生任何事件或可疑活动，船舶应通知其船旗国主管部门、地区当局及北约航运

中心（NSC）。任何受到俄罗斯军舰盘问的船舶都应完全遵守其指令。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曾发布一份关于海军与商船交互的文件：ATP-02.1 Naval 

Cooperation and Guidance for Shipping (NCAGS)，可能对当前形势提供一定参考。虽

https://www.maritime.dot.gov/msci/2023-004-black-sea-and-sea-azov-military-combat-operations
https://www.maritime.dot.gov/msci/2023-005-various-gps-interference-ais-spoofing
https://www.lr.org/en/who-we-are/flag-state-updates-ukraine/
https://www.imo.org/en/OurWork/Safety/Pages/AIS.aspx
https://www.un.org/en/black-sea-grain-initiative/procedures
https://shipping.nato.int/nsc
http://www.ncags.com/downloads
http://www.ncags.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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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北约不是冲突的一方，但该文件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涉及在武装冲突或战争地

区航行时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相关建议可从《全球反海盗指南》附录 A 中获取，该

指南概述了非海盗威胁。 

 
Gard的热门话题页面“乌克兰战争”中，我们汇总了协会的相关防损材料，以及一些

有用的外部网站和指南的链接，这可能有助于船舶经营人、船长和船员保持警惕，并

准备和应对乌克兰和黑海地区持续变化的情况。 

 

乌克兰和俄罗斯水域被添加到联合战争险委员会(JWC)除外区域清单 

 
由于乌克兰战争，所有俄罗斯港口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特定水域已被列入由联合战争

险委员会(JWC)公布的船舶战争、海盗、恐怖主义和相关风险除外区域清单（JWLA-

030），该清单于 2022 年 4 月 4 日最新修订。建议船东在停靠上述区域内的任何港

口时与其战争险保险公司取得联系。 

 

JWLA 的最新版本以及 JWC 所有公告/通函可在 JWC 网站上获得。 

 

由英国航运商会、国际海运人员工会(Nautilus International)和 RMT 协会组成的战争

行动地区委员会 (WOAC) 已宣布所有乌克兰、俄罗斯以及黑海北纬 44°以北的国际水

域为“战争行动区”。 

 

我们感谢乌克兰的 Svertilov Marine Consulting 和 Dias Marine Consulting PC，俄罗斯的

Novorossiysk Insurance Company Nostra Ltd. ，土耳其的 Vitsan Mümessillik ve 

Musavirlik A.S.，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 Kalimbassieris Maritime对撰写此警示的协

助。 

 

https://www.maritimeglobalsecurity.org/media/1039/global-counter-piracy-guidance-bmp_low_01-04-19.pdf
https://www.gard.no/web/topics/article/33268896/war-in-ukraine
https://www.lmalloyds.com/lma/jointwar
https://www.lmalloyds.com/lma/jointwar
https://www.lmalloyds.com/lma/jointwar
https://ukchamberofshipping.com/latest/warlike-operations-area-committee-agrees-protections-seafarers/
https://ukchamberofshipping.com/latest/warlike-operations-area-committee-agrees-protections-seafar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