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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航运业的发展，航运公司自己拥有船员并不允许船员自由流动的局面已被打破，从事船员
服务的机构应运而生。这些服务机构代理船员用人单位管理船员事务，提供船舶配员服务，代理船员办
理培训、考试、申领证书（包括外国船员证书）等有关手续，对促进船员有序流动和扩大船员就业、方
便航运企业管理船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船员服务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版）认为，我国
的航海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船员的培训数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已是世界上公认的船员大国。但
截至**，我国船员队伍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高素质船员流失严重，航海类一线人才总体数量严重不足
，人才队伍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航海事业发展需要等。如何进一步加快我国由船员大国向船员强国的转变
速度，提高我国船员的国际竞争力，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从船员大国向船员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船
员服务机构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版）对我国船员服务行业现状、发展变
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船员服务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据船员
服务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船员服务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船员服务产业投资者寻找新的投
资亮点。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版）最后阐明船员服务行业的投资空间
，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船员服务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版）》是相关
船员服务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船员服务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
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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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船员的界定及用工方式
1.1.1 船员的界定
1.1.2 船员用工方式
（1）船员劳务内派
（2）船员劳务外派
（3）船员直接用工
1.2 船员服务行业基本概述
1.2.1 船员服务的定义
1.2.2 船员服务机构及分类
1.2.3 船员服务机构主要业务
1.2.4 船员服务机构基本要求
（1）船员服务机构的基本条件
（2）船员服务和外派机构申请材料
（3）船员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
1.2.5 船员服务机构功能作用
1.3 船员服务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1.3.1 船员服务主管部门分析
1.3.2 船员服务管理现状分析
1.3.3 船员服务管理主要问题
1.3.4 国外船员服务管理借鉴
（1）菲律宾船员服务管理方式
（2）其它国家船员服务管理方式
（3）对我国船员服务管理的借鉴
1.4 船员服务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4.1 船员服务行业政策环境
（1）船员服务行业法律法规
（2）船员服务行业政策解析
1.4.2 船员服务行业经济环境
1.4.3 船员服务行业社会环境
第二章 全球船员供需与劳务输出经验
2.1 全球航运业景气度分析
2.1.1 全球贸易业景气程度
2.1.2 全球造船业发展现状
2.1.3 全球航运业发展回顾
2.1.4 全球航运业发展预测
2.2 全球船员供应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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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全球船员资源分布情况
2.2.2 全球船员供应能力分析
2.2.3 国外船员教育培训情况
（1）印度船员教育培训情况
（2）菲律宾船员教育培训情况
（3）新加坡船员教育培训情况
中國船員服務行業現狀調研分析及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5版）
2.3 全球船员需求及供需预测
2.3.1 全球船员需求规模分析
2.3.2 全球船员需求特点与趋势
2.3.3 全球船员供需预测分析
2.3.4 全球高级海员供需分析
2.4 国外船员劳务输出经验
2.4.1 全球船员劳务市场格局
2.4.2 全球船员劳务市场趋势
2.4.3 菲律宾船员劳务输出经验
（1）船员劳务输出情况分析
（2）船员劳务输出成功经验
第三章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1 中国航运业景气度分析
3.1.1 航运业总体景气度
3.1.2 航运业宏观景气趋势
3.1.3 航运企业景气分析
（1）船舶运输企业景气分析
（2）干散货运输企业景气分析
（3）集装箱运输企业景气分析
（4）港口企业景气分析
（5）航运服务企业景气分析
3.1.4 航运业发展趋势预测
3.2 船员供给与需求情况分析
3.2.1 船员总体供需情况分析
（1）船员市场供给分析
（2）船员市场需求分析
3.2.2 高级船员供需情况分析
（1）高级船员数量规模
zhōngguó chuányuán fúwù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j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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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5 bǎn)
（2）高级船员数量结构
（3）高级船员数量比重
3.2.3 船员供需情况预测分析
第四章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主要业务发展分析
4.1 船员教育与培训发展分析
4.1.1 船员教育与培训体系分析
4.1.2 中外航海教育模式对比分析与借鉴
（1）航海教育与培训的主要形式
（2）国外船员教育与培训分析
（3）中外航海教育模式对比与借鉴
4.1.3 中国船员教育与培训现状
（1）总体发展分析
（2）海船船员教育培训
（3）内河船舶船员教育培训
4.2 船员考试发证业务分析
4.2.1 总体发展分析
4.2.2 海船船员考试与发证
4.2.3 内河船舶船员考试与发证
4.3 船员管理业务分析
4.3.1 船员的职业特点分析
4.3.2 船员管理模式转型分析
4.3.3 船员管理的措施与对策
4.4 船舶配员业务分析
4.4.1 中国船舶配员基本标准
4.4.2 中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4.4.3 中国船舶配员影响因素
第五章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5.1 内河船员服务市场分析
5.2 海船船员服务市场分析
5.2.1 国际船员服务市场
5.2.2 沿海船员服务市场
5.3 船员外派服务市场分析
5.3.1 外派船员数量分析
5.3.2 外派船员分类结构 咨询热线:010-661８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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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重点区域市场潜力
6.1 上海市船员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6.2 福建省船员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6.3 浙江省船员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6.4 山东省船员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6.4.1 航运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6.4.2 船员市场供需情况分析
6.4.3 船员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6.4.4 船员服务行业发展潜力
6.5 江苏省船员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6.6 辽宁省船员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6.6.1 航运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6.6.2 船员市场供需情况分析
6.6.3 船员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6.6.4 船员服务行业发展潜力
第七章 中国船员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
7.1 船员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7.1.1 船员服务行业趋势
7.1.2 船员服务行业前景预测
（1）船员服务行业机遇分析
（2）船员服务行业威胁分析
（3）船员服务行业前景预测
7.2 船员服务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7.2.1 船员服务行业投资特性
（1）船员服务行业进入壁垒
（2）船员服务行业盈利因素
（3）船员服务行业投资风险
7.2.2 船员服务行业投资机会
7.3 船员服务行业投资建议
第八章 济 研 咨 询 中国领先船员服务机构经营情况分析8.1 领先海船船员服务机构运营分析
8.1.1 北京中远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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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6）公司营销网络分布
（7）公司经营优势
（8）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1.2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Chinese crew service profession study analysis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5
Edition)
（4）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5）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6）公司营销网络分布
（7）公司经营优势
（8）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1.3 上海长航船员劳务合作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3）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4）公司服务船舶类型
（5）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6）公司经营优势
8.1.4 上海国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3）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4）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8.1.5 泉州中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中国の乗組員サービスの職業研究分析と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5年版）
（5）公司服务船舶类型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2 领先内河船员服务机构运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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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南京长航油运海员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3）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4）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8.2.2 武汉兴盛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5）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2.3 九江合发船务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3）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4）公司服务船舶类型
（5）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8.2.4 武汉长航船员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3）公司管理船员数量
（4）公司主要合作单位
（5）公司营销网络分布
图表目录
图表 1：船员租赁劳动关系
图表 2：航运企业人事外包关系
图表 3：船员就业中介服务关系
图表 4：船员服务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图表 5：2013-2018年6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分析
图表 6：2013-2018年6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
图表 7：2013-2018年6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8：2013-2018年6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统计
图表 9：2013-2018年6月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统计
图表 10：中国城镇化率情况
图表 11：国际航运市场供需增速对比
图表 12：全球船员资源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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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印度航海院校与培训机构数量及招生规模
图表 14：全球船员劳务市场分布格局
图表 15：中国船员数量规模增长统计
图表 16：2017年各类别注册船员数量分布
图表 17：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图表 18：2017年全国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个）
图表 19：全国万吨级以上泊位构成（个）
图表 20：全国水上运输船舶拥有量
图表 21：2017年全国水上运输船舶构成
图表 22：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
图表 23：全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图表 24：全国高级船员数量规模
图表 25：高级船员数量结构
图表 26：高级船员数量比重
图表 27：世界主要航海国家航海教育模式
图表 28：中国和其他主要航海国家船员培训和发证模式比较
图表 29：2017年海船船员教育培训机构航海类专业招生人数（人）
图表 30：历年海船船员教育培训机构航海类专业招生人数（人）
图表 31：历年海船船员适任培训人数（人）
图表 32：2017年海船船员特殊培训人数（人）
图表 33：2017年内河船舶船员教育培训机构航海类专业招生人数（人）
图表 34：2017年内河船舶船员培训人数（人）
图表 35：2017年海船船员适任考试统计表
图表 36：2017年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发证统计表
图表 37：2017年海船船员教育培训机构航海类专业学生适任考试一次性通过率
图表 38：2017年无限航区各等级职务考证一次性通过率
图表 39：2017年沿海航区各等级职务考证一次性通过率
图表 40：2017年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情况
图表 41：2017年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签发情况
图表 42：内河船舶船员注册机关分布（人）
图表 43：2017年持有内河航行船舶适任证书船员等级、职务分布（人）
图表 44：内河船舶持证船员年龄分布（人）
图表 45：2017年内河航行船舶船员供需状况（人）
图表 46：2017年特殊类型内河航行船舶船员供需状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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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8：我国国际航行海船船员注册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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