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2013 年 5 月 30 日第二届会员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本会”）会员

的自律管理，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中国潜水

打捞行业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符合入会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个人提出入会申请，

经批准登记后成为本会会员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会会员享有本会章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章  会籍 

第四条 凡是承认和遵守本会《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有加

入本会意愿的法人单位和个人均可向本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经本

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成为本会会员。 

第五条 申请加入本会，须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填写完整的《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会员申请表》； 

（二）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材料或个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本会要求的其他文件材料。 

第六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外籍法人或自然人的入会申请。由

本会常务理事推荐、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核批准后成为本会外籍

会员。 

   第七条 符合会员条件的港、澳、台地区法人或自然人申请入会的，

可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八条 本会秘书处受理入会申请，并完成资格预审后，提交本



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查。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同意加

入本会的，由本会秘书处进行会员会籍登记，颁发会员证书。 

    第九条 单位会员设会员代表一名，会员代表应是会员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单位会员更换会员代表应向本会提出书面报

告，经本会秘书处核实后，可继任原会员单位在本会的职务。 

    第十条 会员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可以退会。由本会秘书处在会

刊、网站等媒体上发布公告。 

   （一）会员有退出本会的意愿，将书面通知提交本会秘书处，并

交回会员证书和会员牌匾。 

   （二）不能遵守本会章程及相关规定，经本会予以提示仍不改正

的，由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注销其会员资格。 

   （三）会员无故超过一个年度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组织的活

动，经提示仍未改变的，应视为自动退会、放弃会籍并由秘书处报理

事会备案。 

   (四)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由本会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决定注销其会员资格。 

   (五) 放弃会籍或注销会员资格的应交回本会会员证书和牌匾。 

   (六) 会员退会后再次申请入会的，需重新办理入会手续。 

(七)理事会授权本会秘书处具体负责会员证书的设计、制作、登

记、发放、注销及资格预审工作。 

第三章  会费 

    第十一条 本会实行会费制度，会员应按年度缴纳会费。会员应

于每年 7 月 1日以前向本会缴纳当年会费。新入会的会员在登记会籍

时交纳当年会费。 



第十二条 会费缴纳方式： 

（一） 个人会员交纳会费可现金支付或邮寄汇款； 

    （二） 单位会员交纳会费须统一汇至本会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十三条 会员会费交纳标准： 

(一）个人荣誉会员每年会费 50 元； 

 (二）单位联系会员每年会费 2000 元； 

 (三）单位附属会员每年会费 3000 元； 

 (四) 单位正式会员每年会费 5000 元；  

(五 ) 理事单位会员每年会费 15000 元； 

 (六) 常务理事单位会员每年会费 20000 元； 

(七) 副理事长单位会员每年会费 30000 元； 

(八) 理事长单位会员每年会费 50000 元； 

国家行政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参加本会的，免交会

费。根据实际情况，个别单位会员确有困难，应提出申请，经本会常

务理事会或理事会讨论批准，会费额度可以适当减少或免交。 

     会员因故不能及时足额交纳会费的，应书面向本会说明原因，

经常务理事会批准后，可延期交纳。但延期交纳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四条 会费管理应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主

要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必要的会议、会员服务性支出、会员奖

励和补贴本会日常工作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本会建立会费收支帐户。会费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财

会制度管理和使用，并接受会员的监督。会费收支实行公开透明制度。 

    （一）由常务理事会负责会费收支的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理事

会报告； 



    （二）实行会费预算、决算制度。每年的会费收支预算由常务理

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每届会费的收支情况由理事会向会员大会报

告，并向全体会员公告； 

    （三）会费收支情况按年度于次年 2-3 月份委托独立的注册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向常务理事会报告,并报主管机关备案。 

第四章 会员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本会单位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章程规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权利。 

第十七条 本会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和本会章程、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积极完成本会委托或交办的工作； 

（三）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等； 

（四）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五）维护本会合法权益和形象； 

（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第十八条 本会建立信息交流服务平台，发挥会员的资源优势，

为会员之间资源共享提供服务。 

第十九条 本会建立信息交流服务报告制度。根据本会的要求，

会员应及时提供有关信息资讯、成果资料，以促进会员间的交流与合

作。本会每年不定期举办业务培训活动，组织国内外会议、论坛、研



讨、展会等活动，增强业务素质，提高业务水平。 

    第二十条 本会设立研究课题并向会员发布，会员享有优先申报

权。 

    第二十一条 逐步实行会员分类管理模式和制度。随着会员的数

量增多，根据其所从事专业、属性和对行业发展及本会建设的贡献等

因素，分为联系会员、附属会员、正式会员、重大贡献正式会员及荣

誉会员进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类会员的资格标准及相应的权利义务： 

（一）联系会员：从事潜水、打捞、水下施工、海洋工程水下服

务等机构的附属单位及与此业务相关的公司或海上搜寻救助或致力

水上安全的组织、管理机构或个人均可申请成为联系会员。 

联系会员有权参加会员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但不能递交提案或支

持动议或投票。 

（二）附属会员： 

1、正式会员的下属单位，并且其从事潜水、打捞、水下施工、

海洋工程水下服务及与此业务相关的单位，可申请为附属会员； 

2、计划准备将在未来开展上述业务的任何组织和机构均可申请

为附属会员； 

3、负责上述业务市场准入审核及安全管理的任何组织和机构均

可申请为附属会员； 

附属会员有权参加会员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但不能递交提案或支

持动议或投票。 

（三）单位正式会员： 

从事潜水、打捞、水下施工、海洋工程水下服务以及与此业务有



关的机构或公司，但应在本领域（行业）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且影响

力较大的均可申请成为正式会员。 

正式会员有权参加所有的会员大会及其他可以参加的会议，并且

有递交提案，支持动议和就动议进行投票，有提名和投票选举理事的

权利。 

（四）重大贡献正式会员： 

在五年一届的会员大会前的五年时间里，累计捐助资金最多或提

供相当于 10 个正式会员的服务，可申请成为重大贡献正式会员。 

重大贡献正式会员除享受上述正式会员的权利外，还有额外提名

和选举 2 名理事的权利。 

（五）荣誉会员：对实现本会重大目标做出特殊贡献的任何个人、

组织和机构都可成为荣誉会员。 

荣誉会员有权参加会员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但不能递交提案或支

持动议或投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本会会员大会审议通过。本办法的修改由

理事会审议通过。但重大修改应提交会员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本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会员分类管理方案 
  一、分类管理目的  

   根据《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章程》和《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

会会员管理办法》，为了适应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日益发展的需要，

实现会员分类、检索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更好地为广大会员服务，结

合我会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二、分类管理原则  

   以《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为依据，结合我会

会员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根据会员所从事专业、属性和对行

业发展及本会建设的贡献等因素，对各会员单位进行分类、规范管理，

既符合我会的客观实际，又具规范性和适用性。  

    三、分类管理类别 

（一）荣誉会员：对实现本会重大目标做出特殊贡献的任何个人、组

织和机构都可成为荣誉会员。 

（二）联系会员：从事潜水、打捞、水下施工、海洋工程水下服务等

机构的附属单位及与此业务相关的公司或海上搜寻救助或致力水上安全

的组织、管理机构或个人均可为联系会员。 

（三）附属会员： 

1、正式会员的下属单位，并且其从事潜水、打捞、水下施工、海洋

工程水下服务及与此业务相关的单位； 

2、计划准备将在未来开展上述业务的任何组织和机构； 



3、负责上述业务市场准入审核及安全管理的任何组织和机构； 

（四）单位正式会员： 

从事潜水、打捞、水下施工、海洋工程水下服务以及与此业务有关的

机构或公司，但应在本领域（行业）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且影响力较大的

均可成为正式会员。 

（五）理事单位会员：在单位正式会员基础上由本单位提出申请，经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均可成为理事单位。 

（六）常务理事单位会员：在理事单位会员基础上由本单位提出申请，

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均可成为常务理事单位。 

（七）副理事长单位会员：在常务理事单位会员基础上由本单位提出

申请，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和民政部核准备案后均可成为副理

事长单位。 

（八）理事长单位：由业务主管部门推荐，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报民政部核准。 

四、会员分类名单(附后) 

 

 



序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会费交纳标准

一 个人荣誉会员 50

二 单位联系会员 2000
1 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2 北京航天鹏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三医院
4 北京联合施特林贸易有限公司
5 上海英纳雪科贸有限公司
6 烟台凯斯特酒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7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医院
8 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
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厂水工部
10 烟台打捞局潜水员培训中心
11 秦皇岛德威海事服务有限公司
12 江西省水上搜救中心鄱阳湖分中心
13 贵州省安顺市抗旱排涝服务中心
14 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15 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水下打捞工程处
16 潍坊华信氧业有限公司
17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18 大连海事大学
19 广州市方阵结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
21 黄河电力测试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陇电分公司
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
23 安徽省港航管理局淮河航道局
24 深圳市锋瑞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 北京宏大京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6 河南省水利潜水队
27 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司
28 烟台东森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9 上海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30 上海柳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1 东莞市石碣东欣潜水用品厂
32 上海闵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3 上海溧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4 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抢险总队
35 重庆市江津区长江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36 天津恒仁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37 上海爱杰船务有限公司
38 上海丰达市政管道有限公司
39 大连盛洋海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0 江苏如神重工有限公司
41 湖北马丁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42 东莞市高埗海威潜水装备经营部
43 威海竣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44 青岛瑞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5 上海荧锋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6 云南零海拔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7 烟台冰轮高压氧舱有限公司
48 烟台宏远氧业有限公司
49 深圳市兴海油田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会员分类名单



序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会费交纳标准
三 单位附属会员 3000
1 上海打捞局上海潜水装备厂

2 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培训中心

3 武汉水运集团有限公司打捞工程分公司
4 福建省航务救捞工程处
5 海南三乐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6 天津开发区新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烟台金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8 中国烟台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9 蓬莱彩虹机场服务有限公司
10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11 天津市斯卡特科技有限公司
12 青岛海运职业学校
13 厦门秦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14 烟台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5 上海巨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 北京美科天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8 安科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 烟台海滨客船运输有限公司
20 北京联洲海创科技有限公司
21 亚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2 南京港港务工程公司
23 香港职业潜水顾问有限公司
24 法国TECH PLUS氧舱制造有限公司
25 湖北省华中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26 甘肃西北潜水有限责任公司
27 香港水下建设有限公司
28 三明市深海龙潜水有限公司
29 上海圣协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30 三亚中潜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31 上海晶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2 烟台华隆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33 丹东乾森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34 北京世龙腾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35 深圳市德润青华水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吉林市海盟水下清淤打捞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分类名单



序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会费交纳标准
四 单位正式会员 5000
1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2 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
3 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4 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5 天津市安大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6 天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7 上海申南打捞疏浚有限公司
8 上海浦江打捞疏浚有限公司
9 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中山舰救助打捞工程部
10 江津区水工工程有限公司
11 深圳市杉叶实业有限公司
12 佛山市顺德区容奇水运有限公司
13 台州市海鑫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14 盐城市荣泰打捞疏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 盐城市振荣航务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16 武穴市长江打捞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7 荣成市汇德潜水有限公司
18 青岛华远国际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19 东营圣泽潜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 秦皇岛兄弟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21 秦皇岛四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2 泸州市川江潜水救捞有限公司
23 大连弘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4 天津征海潜水服务有限公司
25 上海沪淞打捞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26 厦门厦闽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27 舟山海大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28 天津海龙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29 连云港宇航海陆运输有限公司
30 上海宏运疏浚打捞有限公司
31 上海申平打捞服务有限公司
32 湛江市德利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33 福州海湾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34 深圳市天利潜水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5 天津大海港湾船务有限公司
36 山东海上建港有限公司
37 天津渤海万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38 深圳市金鳞海洋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9 重庆江豪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0 宁波绪扬海运有限公司
41 广州市海邦潜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2 福州德瑞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3 广西南海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44 天津瀚洋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45 浙江海腾海上工程有限公司
46 深圳市德瑞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7 青岛龙港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48 深圳市海德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49 青岛新洋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50 东营市胜达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51 荣成市港工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52 天津港湾水运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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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连中泰潜水救捞工程有限公司
54 大连兴海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55 广州市广海潜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6 江苏海盛航务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57 日照市东港天航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58 南京安顺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59 重庆飞双水下下作业有限公司
60 上海华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61 重庆海耀水下作业有限公司
62 烟台金利港航工程有限公司
63 天津宏基伟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64 天津浩淼海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5 天津冀航水上工程有限公司
66 福州富泉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67 博纳德（天津）港口工程有限公司
68 荣城市航务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69 大连龙和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70 江都市打捞工程公司
71 连云港鲲腾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72 宁波市远东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73 福州市鑫海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74 福州海深威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75 江苏华恒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76 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77 青岛顺宇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78 福建顺达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79 上海剑龙水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80 盐城市海秦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81 珠海海阳潜水服务有限公司
82 深圳巨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3 青岛蓝海港口工程有限公司
84 江苏洋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85 南京中潜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86 上海松港打捞疏浚有限公司
87 青岛鑫龙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88 大连顺海打捞有限公司
89 深圳市华诺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90 烟台军创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91 盐城志瑞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92 江苏海龙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93 天津浩阳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94 天津江州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95 烟台华宏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96 连云港鸿运实业有限公司
97 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航海保证处
98 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部航海保证处
99 深圳市海舸潜水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00 黑龙江省航运救助站
101 香港浩洋科技有限公司
102 贵州合力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04 上海海事大学
10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
106 泸州江渝水上救助有限责任公司
107 上海金工打捞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会费交纳标准
五 理事单位会员 15000
1 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 浙江蛟龙集团有限公司
3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公司）
4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5 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6 上海打捞局芜湖潜水装备厂
7 武汉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
8 浙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9 江苏稳强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10 江苏通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 华德海洋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12 青岛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1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五○试验场
14 山东海盛海洋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5 舟山市东达海上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16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
17 芜湖市扬子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18 深圳中海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19 天津长城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20 中港第四航务工程局
21 南京扬子航务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22 深圳市德威胜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23 天津开发区鑫昌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24 广州潜水学校
25 福建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6 宁波市镇海满洋船务有限公司
27 上海大润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28 上海津沪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9 天津航通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30 江苏亚龙航务打捞有限公司
31 连云港金烁船务有限公司
32 贵州江河水利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3 威海汇龙海上服务有限公司
34 上海成功水域工程有限公司
35 山东海诺利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6 盐城市沿江打捞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37 广州江达潜水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38 福建联合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39 云南浩蓝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0 天津南江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物探事业部水下工程技术中心)
42 中潜股份有限公司
43 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
44 上海友吉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45 天津神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6 日照华勇海运有限公司
47 杭州华能大坝安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8 湖口县港埠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49 上海鼎新水射流技术有限公司
50 浙江舟山圣港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51 重庆市展宏图救助打捞有限责任公司
52 上海蛟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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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烟台顺达海洋工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4 湖北中交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55 浙江军西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56 无锡市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57 深圳市蓝海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会费交纳标准
六 常务理事单位 20000
1 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
2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3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
4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
5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
6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
7 海军医学研究所
8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9 深圳市长盛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10 舟山市东海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11 江苏海洋航务打捞有限公司
12 深圳华威近海船舶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3 上海高强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14 连云港市大力水下工程有限公司
15 辽宁海事局
16 天津海事局
17 江苏海事局
18 深圳海事局

七 副理事长单位 30000
1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
4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5 中国船级社
6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健康安全环保部)
7 中国海洋工程公司
8 江苏蛟龙打捞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9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
10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八 理事长单位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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