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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事项信息】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核准 

 

（以下栏目信息请根据真实情况填写，严禁出现兜底性条款。） 

事项名称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核准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或公共服

务） 
行政许可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核准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

办法、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海

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核准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6年修正】》第四十七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全国海洋主体功能

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单位应当对海洋环境进

行科学调查,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2.《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十条新建、改建、扩建海洋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委

托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有核准权的海洋主管部门核准。 

3.《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跨行政区域项目用海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共同的上一级

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四、申报条件（必填） 
填海五十公顷以下，围海一百公顷以下三十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以及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七百公顷以下

三百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由设区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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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材料（必填） 

1.书面申请文件 1份； 

2.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送审稿）3份，电子版 1份；报送报告书（表）（报批稿）时，提交报告书（表）

8份全本及其电子版 1份；以及用于公示的不包含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报告书（表）； 

3.由具备向社会公开出具海洋调查、监测数据资质的单位提供的环境现状调查及监测数据（报告）汇编 1份； 

4.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1份； 

5.项目建议书批准文件（审批制项目）和备案准予文件（备案制项目）或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的意见

复印件 1份； 

6.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及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函，原件 1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必填，办理环

节不能超过 5 个）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必填，承诺时

限要压缩在法定时限 50%以

内） 

法定时限：报告书 60个工作日，报告表 30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

（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必填，根据

真实情况填写，填写原单位受

理科室或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名

称）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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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事项信息】海域使用预审 

 

（以下栏目信息请根据真实情况填写，严禁出现兜底性条款。） 

事项名称 海域使用预审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或公共服

务） 
公共服务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海域使用预审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理

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海域使用预审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三、设定依据（必填） 

1.《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第十七条第一款：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海洋功能区划，对海域使用申请进行审核，并依照本法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第十八条第二款：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用海的审批权限，由国

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2.《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四条：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

用的监督管理。第八条：单位和个人申请使用海域，应当向有审批权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围海三十公顷以上不足六十公顷，以及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

七百公顷以下三百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 

3.《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海域使用审查、审核工作的意见》（闽海渔[2014]160号）第一条：填海

50公顷以下（不含 50公顷）和围海 100公顷以下（不含 100公顷）6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其海域使用受理、

审查工作，由各设区市海洋与渔业局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负责实施。  

4.《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国海发[2006]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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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条件（必填） 填海 50公顷以下（不含 50公顷）和围海 100公顷以下（不含 100公顷）6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海域使用预审申请书，原件 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1份。 

3.宗海位置图，界址坐标图，原件 3份。 

4.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原件，3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必填，办理环

节不能超过 5 个）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必填，承诺时

限要压缩在法定时限 50%以

内） 

法定时限：40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

（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必填，根据

真实情况填写，填写原单位受

理科室或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名

称）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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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事项信息】非跨设区市行政区域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查 

 

（以下栏目信息请根据真实情况填写，严禁出现兜底性条款。） 

事项名称 非跨设区市行政区域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查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或公共服

务） 
公共服务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非跨设区市行政区域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查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

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

于非跨设区市行政区域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查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 

2.《无居民海岛使用申请审批试行办法》（国海岛字[2011]225 号）； 

3.《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10]44 号）； 

4.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开展“比服务”活动做好用海要素保障工作的意见（闽海渔[2015]137 号）。      

四、申报条件（必填） 
《无居民海岛使用申请审批试行办法》（国海岛字[2011]225号）第一条审批权限划分由国务院审批以外的无居民

海岛的使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无居民海岛使用申请书原件 1份； 

2.无居民海岛使用的坐标图原件一式十份； 

3.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具体方案（报批稿，含专家评审意见）原件一式五份； 

4.无居民海岛使用项目论证报告（报批稿，含专家评审意见）原件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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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报批稿，含专家评审意见）原件一式五份； 

6.县（市、区）政府对《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报批稿）的批复复印件一式五份； 

7.法人（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与申请海域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式五份； 

8.存在利益相关者的应当提交解决协议复印件一式五份。 

注：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申请人需进行核实并加盖单位印章和发证机关校验印章申请送交时原件要一并提交初审

机关核对。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必填，办理环

节不能超过 5 个）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必填，承诺时

限要压缩在法定时限 50%以

内） 

法定时限：20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

（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必填，根据

真实情况填写，填写原单位受

理科室或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名

称）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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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事项信息】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 

 

事项名称 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

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

用于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1.制造、更新改造、购置办理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 

2.船名变更、船籍港变更、所有权共有人之间变更、作业方式变更或渔业捕捞许可证使用期满情况，申请换发渔

业捕捞许可证。 

3.渔业捕捞许可证损毁无法使用或丢失的，申请补发捕捞许可证。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一份（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

也无需下载模板。）；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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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一份； 

3.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复印件一份； 

4.有效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 

5.有效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原件（新办） 

6.原捕捞许可证原件（换发）； 

7.在全省发行的公告原渔业捕捞许可证作废的报纸（补发）； 

8.遗失情况的说明（补发）。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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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事项信息】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 

 

事项名称 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

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

用于省管权限（委托事项）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购置、购置并制造、购置并更新改造、拆解或灭失办理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申请书》一式一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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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一份； 

3.《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或《渔业船舶灭失证明》复印件一份；若属拆解渔船的情况还需提供《渔业船

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复印件一份； 

4.所注销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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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事项信息】专项捕捞许可证核发 

 
事项名称 专项捕捞许可证核发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专项捕捞许可证核发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

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专项捕捞许可证核发

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3.《福建省重要水生动物苗种和亲体管理条例》第九条； 

4.《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四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特定水域、

特定时间或对特定品种从事渔业捕捞作业，包括在 B类渔区的捕捞作业。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一份（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

填报，也无需下载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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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一份； 

3.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复印件一份； 

4.有效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 

5.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或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6.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单位申请的，提供项目计划、调查区域及上船科研人员名单一份； 

7.租用渔船进行科研、资源调查活动的，提供租用使用协议。跨省或跨海区作业，依照规定应当申请临时捕捞许

可证，同时需要提供申请所在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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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事项信息】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变更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变更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即办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变更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网

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变更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

捞活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也无

需下载模板。），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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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1 份； 

3.申请人报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变更原因的书面材料，1份； 

4.原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原件。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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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事项信息】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延期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延期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即办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延期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网

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延期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

捞活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1份（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

也无需下载模板。）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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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1 份； 

3.申请人报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延期原因的书面材料，1份； 

4.原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原件。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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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事项信息】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补发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补发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即办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补发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网

工具指标批准书的补发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

捞活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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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也无

需下载模板。），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1 份； 

3.在全省发行的公告原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作废的报纸，原件 1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19 

附件 10 

【事项信息】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购置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购置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即办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购置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购置渔船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

捞活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也无

需下载模板。），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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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1 份； 

3.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 

4.渔船检验证、登记（国籍）证（复印件 1份）； 

5.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捕捞许可证贴附功率内页。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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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事项信息】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更新改造/购置并更新改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更新改造/购置并更新改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即办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更新改造/购置并更新改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

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

本标准适用于更新改造/购置并更新改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

捞活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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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也无

需下载模板。），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1 份； 

3.渔船检验证、登记（国籍）证（复印件 1份）； 

4.通过利用拆解、销毁或者处理渔船的方式申请增加主机功率的，还应提供：被淘汰海洋捕捞渔船渔业船舶检验

证书和渔业船舶登记（国籍）证书的注销证明、渔船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拆解确认表、拆解照片、渔业捕捞

许可证注销证明、捕捞许可证贴附功率内页； 

5.通过利用海损事故或自然灾害灭失渔船的方式申请增加主机功率的，还应提供：灭失海洋捕捞渔船渔业船舶检

验证书和渔船登记（国籍）证书注销证明、渔船灭失证明、海事报告、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捕捞许可证贴

附功率内页； 

6.更新改造渔船的捕捞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更新改造）； 

7.更新改造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捕捞许可证贴附功率内页（购置并更新改造）。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23 

附件 12 

【事项信息】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制造/购置并制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事项名称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制造/购置并制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即办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制造/购置并制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

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

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制造/购置并制造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 

2.《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条; 

 

四、申报条件（必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

捞活动。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本事项申请表格由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在受理时自动生成，无需手工填报，也无

需下载模板。），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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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1 份； 

3.海洋捕捞渔船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国籍）证书注销证明； 

4.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捕捞许可证贴附功率内页； 

5.因淘汰旧渔船申请制造新渔船的，还应提供渔船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拆解确认表、拆解照片（原件）。 

6.因海损事故或自然灾害造成渔船灭失申请制造新船的，除 1-4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供渔船灭失证明和海事报告，

1 份； 

7.购置并制造渔船的还应提供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即办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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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事项信息】渔业船舶设计图纸核准 

  

事项名称 渔业船舶设计图纸核准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公

共服务、行政确认、其他

权力事项等） 

其他行政权力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诺

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舶设计图纸核准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料、办

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舶设计图纸核准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八条、第二十四条） 

3.《钢质远洋渔船建造规范》（1998） 

4.《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2000） 

5.《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内河、玻璃钢、海洋木质及小型钢质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2） 

6.《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柴油机燃油管路防火、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及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2003） 

7.《海洋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程》（2003） 

8.《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业船舶建造规范》（2008） 

9.《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7m但小于 12m沿海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2009） 

10.《渔业船舶设计图样及技术文件审查规定》（2001） 

11.《钢质海洋渔船建造规范》（2015） 

12.《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12m国内海洋渔业船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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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条件（必填） 

1. 图纸送审单位一般为设计单位。设计单位委托其他单位送审的，送审单位应提交设计单位法人代表委托书。设计单位、

送审单位应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具备法人资格，设计单位经营范围应包括船舶设计。 

2.送审图纸应符合现行的规则、规范以及标准、规范性文件、设计任务书的要求； 

3.持有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或准造文件。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审查申请表（原件 1份，加盖送审单位公章）； 

2.持有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或准造文件（交验原件，复印件 1份）； 

3.符合《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送审图纸目录要求的 1套完整图纸； 

4.渔业船舶设计图纸声明书（原件 1份，加盖单位公章）； 

5.申请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1份，加盖单位公章）； 

6.委托代理人申请的，需提供送审单位委托书（原件 1份）； 

7.代理人为单位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加盖单位公章）；代理人为个人的提供

公民身份证复印件。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43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1个工作日内,对分批送审及技术要求较复杂的新颖船舶的图纸，可适当延长 20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和

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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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事项信息】渔业船舶检验（初次检验）核准 

  

事项名称 渔业船舶检验（初次检验）核准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公

共服务、行政确认、其他

权力事项等） 

其他行政权力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诺

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舶检验（初次检验）核准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

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舶检验（初次

检验）核准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四条） 

3.《钢质海洋渔船建造规范》（1998） 

4.《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内河、玻璃钢、海洋木质及小型钢质渔业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02） 

5.《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柴油机燃油管路防火、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及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2003） 

6.《海洋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程》（2003） 

7.《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业船舶建造规范》（2008） 

8.《钢质海洋渔船建造规范》（2015） 

9.《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12m国内海洋渔业船舶 2017） 

四、申报条件（必填） 
1.辖区内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且申报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受理条

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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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辖区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在本辖区船厂建造或修理的。 

3.外辖区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异地委托检验的渔船。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2.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复印件或渔业辅助船舶的准造审批文件复印件（提供复印件、审核原件）； 

3.经批准的图纸及图纸批准书复印件； 

4.现有船的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非渔业船舶转渔业船舶的初次检验适用）； 

5.船舶所有人授权申报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 

6.船名核准书； 

7.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盖申请单位公章，各 1份）；授权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

书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 

8.检验委托函（在我市辖区建造、改造的外地渔船适用）（原件或复印件 1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8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检验时间不包括在内）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和

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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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事项信息】渔业船舶检验（营运检验）核准 

  

事项名称 渔业船舶检验（营运检验）核准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其他行政权力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舶检验（营运检验）核准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

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舶检验（营运检验）

核准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四条） 

3.《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业船舶建造规范》（2008） 

4.《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12m国内海洋渔业船舶 2017） 

四、申报条件（必填） 

1.辖区内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且申报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受理条

件的。 

2.外辖区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异地委托检验的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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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2.捕捞许可证； 

3.渔船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 

4.现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5.船舶所有人授权申报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船舶维修或涉及船舶安全的任何修理或改装时适用）； 

6.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盖申请单位公章，各 1份）；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委托人

和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 

7.检验委托函（在我市辖区维修、营运的外地渔船适用，原件 1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8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检验时间不包括在内）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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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事项信息】渔业船舶检验（临时检验）核准 

事项名称 渔业船舶检验（临时检验）核准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其他行政权力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船舶检验（临时检验）核准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报材

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渔业船舶检验（临时检验）

核准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四条） 

3.《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2013年修改)第 9条 

4.《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业船舶建造规范 2008》 

5.《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船长大于或等于 12m国内海洋渔业船舶 2017） 

四、申报条件（必填） 

1.辖区内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且申报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受理条件

的。 

2.外辖区船长 12m及 12m以上或主机功率 44.1KW以上的国内海洋渔业船舶，异地委托检验的渔船。 

3.更改船名、变更船籍港或船舶所有权时。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2.现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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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或渔业辅助船舶审批表（更改船名、变更船籍港或船舶所有权，更改作业类型、航区、用途，

涉及船舶安全的任何修理或改装时适用）（复印件 1份，交验原件）； 

4.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更改船名时适用）（复印件 1份，交验原件）； 

5.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登记证明书（船舶注销时适用）（复印件 1份，交验原件）； 

6.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船舶注销时适用）（复印件 1份，交验原件）； 

7.海损事故报告（海事事故时适用）（复印件 1份，交验原件）； 

8.渔业船舶检验证书遗失登报声明（证书遗失申请补发时适用）（提交原件 1份）； 

9.检验委托函（非我市辖区的外地渔船适用）（原件或复印件 1份） 

10.经审查批准的图纸及图纸批准书复印件（涉及船舶安全的任何修理或改装时适用）（复印件 1份，交验原件）； 

11.船舶所有人授权申报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船舶维修或涉及船舶安全的任何修理或改装时适用）； 

1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单位申请的，提供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盖申请单位公章，各 1份）；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6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检验时间不包括在内）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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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事项信息】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发证 

  

事项名称 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发证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公共服务、行政确认、

其他权力事项等）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

诺件、承诺上报件等） 
承诺件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发证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申

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海洋渔业职

务船员证书发证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德渔港监督处）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第 8条、第 11条第 1款、第 13条、第 14条； 

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第 4条第 1款、第 27条、第 28条、第 29条、

第 30条、第 44条第 2、第 3款； 

四、申报条件（必填） 

1.持有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或下一级相应职务船员证书； 

2.理论考试和实操评估成绩合格。 

3.具备相应的任职资历条件； 

4. 年龄不超过60周岁； 

5.符合任职岗位健康条件要求；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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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材料（必填） 

1.渔业船员证书申请表  原件1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请的，还需委托书和代理人居

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12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健康状况证明   原件1份；   

4.原渔业船员证书  复印件1份； 

5.渔业船员培训证明  复印件1份； 

6.军队任职鉴定/资历证明/院校毕业证书 复印件1份 （军队、海事、院校发证除满足条件1~3外； 

7.登报声明 原件1份（补发除提供材料1和2外，还须提供本材料）。  

备注：此事项为四星事项，申报材料中可以收取数字签名的可信电子材料或可通过证照共享而无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七、办理程序 受理→审查→决定 

八、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 个工作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必

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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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事项信息】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以下栏目信息请根据真实情况填写，严禁出现兜底性条款。） 

事项名称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事项类别（行政许可或

公共服务） 
行政许可 

一、许可范围（必填）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服务主体、设定依据、办理条件、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方式、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本标准适用于海洋工程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服务。 

二、实施主体（必填） 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三、设定依据（必填）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6年修正）第四十八条；  

2.《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75号）第十八、十九条；  

3.《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办法》（国海环字〔2005〕178号）。 

四、申报条件（必填） 海洋工程建设单位或个人 

五、数量限制（必填） 无 

六、申报材料（必填） 
1、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申请函； 

2、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申请表。 

七、办理程序（必填，

办理环节不能超过 5
受理→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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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八、办理时限（必填，

承诺时限要压缩在法

定时限 50%以内）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勘察、整改、专家评审时间）。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

（必填） 
不收费；  

十、联系电话（必填） 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0593-2250373 

十一、行政救济的途径

和方式（必填） 
监督投诉：0593-2250215，效能投诉：0593-2860111 

十二、受理地址（必填，

根据真实情况填写，填

写原单位受理科室或

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名

称）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市行政服务中心海洋与渔业局窗口 

十三、交通指引（必填） 镜台山路 9号（市政府大楼后侧）6路、20路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 

十四、受理时间 冬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夏令时：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节假日除外） 

十五、在线申报网址 http://nd.fjbs.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