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2022年海蜇专项捕捞渔船明细表
序号 船名号 船主姓名船长姓名作业类型 双控功

率
定点上岸渔港 九位码编号

1 冀丰渔00093 陈磊 陈磊 刺网 26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0294

2 冀丰渔00098 高来军 高来军 刺网 26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0296

3 冀丰渔01027 吴俊喜 吴俊喜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405

4 冀丰渔01157 吴连李 吴连李 刺网 14.7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5482

5 冀丰渔01159 王开玉 王开玉 刺网 117.6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431

6 冀丰渔05115 王克宝 王克宝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602

7 冀丰渔05118 郑万喜 郑万喜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099

8 冀丰渔05197 王荣河 王荣河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24

9 冀丰渔05202 高继春 高继春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25

10 冀丰渔05209 周贺双 周贺双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103

11 冀丰渔05230 周贺民 周贺民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215

12 冀丰渔05244 郑付路 郑付路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538

13 冀丰渔05257 高文春 高文春 刺网 40.4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545

14 冀丰渔05268 郑佐理 郑佐理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114

15 冀丰渔05292 高爱军 高爱军 刺网 110.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666

16 冀丰渔05295 王远鹏 王远鹏 刺网 110.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112

17 冀丰渔05296 郑万召 郑万召 刺网 88.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499

18 冀丰渔05299 高荣学 高荣学 刺网 110.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083

19 冀丰渔06020 高春来 高春来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5742

20 冀丰渔06042 高立永 高立永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77

21 冀丰渔06052 高文利 高文利 刺网 14.7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557

22 冀丰渔06058 郑付得 郑付得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558

23 冀丰渔06106 高克军 高克军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81

24 冀丰渔06161 高立顺 高立顺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068



25 冀丰渔06166 王俊队 王俊队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0297

26 冀丰渔06169 高荣元 高荣元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96

27 冀丰渔06187 张慎来 张慎来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101

28 冀丰渔06198 高克敬 高克敬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5491

29 冀丰渔06282 张慎东 张慎东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117

30 冀丰渔06292 高荣保 高荣保 刺网 88.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082

31 冀丰渔06293 高荣武 高荣武 刺网 88.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672

32 冀丰渔06294 史凤海 史凤海 刺网 110.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516

33 冀丰渔06296 高术民 高术民 刺网 110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83

34 冀丰渔06298 高荣河 高荣河 刺网 110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674

35 冀丰渔06299 高文志 高文志 刺网 110.3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4061

36 冀丰渔07050 高克红 高克红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62

37 冀丰渔07054 高俊山 高俊山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95

38 冀丰渔07055 高克国 高克国 刺网 88.2 黑沿子中心渔港 412283556

39 冀乐渔01666 李春兰 张立伟 刺网 140 中心渔港 412289285

40 冀乐渔03051 刘克全 刘克全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9117

41 冀乐渔03058 刘克安 刘克安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9122

42 冀乐渔03096 于小勇 于小勇 刺网 84 中心渔港 412284732

43 冀乐渔03099 董精平 董精平 刺网 74 中心渔港 412289126

44 冀乐渔03100 苏东升 苏东升 刺网 58.8 中心渔港 412284733

45 冀乐渔03106 董辉 王晓君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9127

46 冀乐渔03108 檀金永 檀金永 刺网 61 中心渔港 412284736

47 冀乐渔03111 苏铁松 苏铁松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4737

48 冀乐渔03116 张力 张亚鹏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9128

49 冀乐渔03121 崔德刚 崔德刚 刺网 29.4 中心渔港 412284739

50 冀乐渔03127 段春萌 段春萌 刺网 41 中心渔港 412280505

51 冀乐渔03128 丁艳民 丁艳民 刺网 88 中心渔港 412284743



52 冀乐渔03138 檀贵云 檀贵云 刺网 48 中心渔港 412284747

53 冀乐渔03161 韩连财 孙永宝 刺网 33.8 中心渔港 412289119

54 冀乐渔03177 张建 张建 刺网 88 中心渔港 412283673

55 冀乐渔03195 张维平 张维平 刺网 61 中心渔港 412284763

56 冀乐渔03299 王立光 王立光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4793

57 冀乐渔03328 陈鹏 陈鹏 刺网 58 中心渔港 412284808

58 冀乐渔03336 周玉静 姚普华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3691

59 冀乐渔03339 崔德营 崔德营 刺网 58.8 中心渔港 412284811

60 冀乐渔03351 陈非 陈非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9121

61 冀乐渔03353 苏越 苏越 刺网 67 中心渔港 412289125

62 冀乐渔03379 明秋旺 明秋旺 刺网 40.5 中心渔港 412284818

63 冀乐渔03380 王绍玲 徐建军 刺网 59 中心渔港 412283713

64 冀乐渔03382 刘克祥 刘克祥 刺网 58.8 中心渔港 412284821

65 冀乐渔03383 崔德民 崔德民 刺网 53 中心渔港 412289116

66 冀乐渔03568 曹文艳 苏秀军 刺网 140 中心渔港 412280515

67 冀乐渔03569 苏孝娟 张泽彬 刺网 87 中心渔港 412280516

68 冀乐渔04178 苏孝伟 苏文超 刺网 88.3 中心渔港 412284868

69 冀乐渔07188 张欢 杨旭彬 刺网 88 中心渔港 412280056

70 冀乐渔07198 张亮 张亮 刺网 112 中心渔港 412289206

71 冀滦渔02027 锋海奎 锋海奎 流刺 8.8 嘴东 412280662

72 冀滦渔02143 许爱军 许爱军 流刺 8.8 嘴东 412280554

73 冀滦渔02152 曹印家 曹印家 流刺 8.8 嘴东 412285062

74 冀滦渔02202 朱长忠 朱长忠 流刺 11.4 嘴东 412280562

75 冀滦渔02220 霍焕亮 霍焕亮 流刺 14.7 嘴东 412280683

76 冀滦渔03001 李福元 李福元 流刺 8.8 嘴东 412280687

77 冀滦渔03032 周雨坤 周雨坤 流刺 14.7 嘴东 412280694

78 冀滦渔03077 姚旭光 姚旭光 流刺 8.8 嘴东 412280575



79 冀滦渔03080 周永文 周永文 流刺 8.8 嘴东 412280704

80 冀滦渔03161 姚玉龙 姚玉龙 流刺 8.8 嘴东 412280585

81 冀滦渔03197 桑福革 桑福革 流刺 14.7 嘴东 412280715

82 冀滦渔03202 陈少密 陈少密 流刺 11 嘴东 412280717

83 冀滦渔03242 赵福利 赵福利 流刺 40.5 嘴东 412285619

84 冀滦渔03244 李福春 李福春 流刺 11 嘴东 412280598

85 冀滦渔03305 李海滨 李海滨 流刺 8.8 嘴东 412285625

86 冀滦渔03419 刘国明 刘国明 流刺 29.4 嘴东 412285636

87 冀滦渔03536 杨海春 杨海春 流刺 8.8 嘴东 412285262

88 冀滦渔03562 李明辉 李明辉 流刺 11 嘴东 412280605

89 冀滦渔03570 李福明 李福明 流刺 11 嘴东 412285285

90 冀滦渔03624 李兆海 李兆海 流刺 8.8 嘴东 412285657

91 冀滦渔03635 桑福江 桑福江 流刺 8.8 嘴东 412285219

92 冀滦渔03678 孙碧合 孙碧合 流刺 14.7 嘴东 412280614

93 冀滦渔03698 姚玉亮 姚玉亮 流刺 8.8 嘴东 412283858

94 冀滦渔03722 周树国 周树国 流刺 8.8 嘴东 412285669

95 冀滦渔03815 周新社 周新社 流刺 154 嘴东 412284256

96 冀滦渔03871 张立仁 张立仁 流刺 8.8 嘴东 412280629

97 冀滦渔03917 孟庆彬 孟庆彬 流刺 88.2 嘴东 412284318

98 冀滦渔03952 张永光 张永光 流刺 8.8 嘴东 412280636

99 冀滦渔03958 李印鹏 李印鹏 流刺 88.2 嘴东 412284354

100 冀曹渔03489 姚广明 姚广明 刺网 8.8 嘴东渔港 412284692

101 冀曹渔04192 杨建敏 杨建敏 刺网 25.7 嘴东渔港 412284721

102 冀曹渔04988 张昌菊 张昌菊 刺网 110 嘴东 412284055

103 冀唐港渔01001 刘小光 刘小光 流刺网 110 新戴河 412289332

104 冀唐港渔01003 刘志强 刘志强 流刺网 88.0 新戴河 412289333

105 冀唐港渔01009 张宝 张宝 流刺网 110.3 新戴河 412289352



106 冀唐港渔01019 王明 王明 流刺网 121 新戴河 412289327

107 冀唐港渔01026 陈玉海 陈玉海 流刺网 110.3 新戴河 412289375

108 冀唐港渔01098 赵敬星 赵敬星  流刺网 109   新戴河 412288949

109 冀唐港渔01107 戴振凯 戴振凯 流刺网 14.7 新戴河 412280652

110 冀唐港渔01128 安志军 安志军 流刺网 117.6 新戴河 412289374

111 冀唐港渔01143 张春雨 张春雨 流刺网 117.7 新戴河 412280654

112 冀唐港渔01148 刘纪民 刘纪民 流刺网 73.5 新戴河 412289397

113 冀唐港渔01150 张宝清 张宝清 流刺网 110.3 新戴河 412289396

114 冀唐港渔01158 赵敬坤 赵敬坤 流刺网 120 新戴河 412289474

115 冀唐港渔01159 郭文俊 郭文俊 流刺网 110.3 新戴河 412289347

116 冀唐港渔01160 刘海亮 刘海亮 流刺网 110.3 新戴河 412289369

117 冀唐港渔01161 齐亚军 齐亚军 流刺网 88.3 新戴河 412289367

118 冀唐港渔01195 张锡生 张强强 流刺网 14.7 新戴河 412289448

119 冀唐港渔05012 刘小柱 刘小柱 流刺网 29.4 新戴河 412280655

120 冀黄渔00113 李全治 李全治 刺网 16.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016

121 冀黄渔00180 董金喜 董金喜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03

122 冀黄渔00329 王吉轩 王吉轩 刺网 29.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17

123 冀黄渔00357 张之敏 张之敏 刺网 29.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925

124 冀黄渔00394 张福成 张福成 刺网 29.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937

125 冀黄渔00480 范炳文 范炳文 刺网 29.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949

126 冀黄渔00545 李永军 李永军 刺网 14.7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488

127 冀黄渔00555 蔡连岐 蔡连岐 刺网 29.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06

128 冀黄渔00604 张友明 张友明 刺网 12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25

129 冀黄渔00672 李玉普 李玉普 刺网 99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36

130 冀黄渔00697 杨文正 杨文正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38

131 冀黄渔00736 赵国星 赵国星 刺网 16.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991

132 冀黄渔00897 夏寿来 夏寿来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47



133 冀黄渔01168 王柱良 王柱良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12

134 冀黄渔01303 宋庆怀 宋庆怀 刺网 58.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83

135 冀黄渔01379 宋红伟 宋红伟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94

136 冀黄渔01385 宋长亮 宋长亮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15

137 冀黄渔01418 井忠明 井忠明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99

138 冀黄渔01489 杜如池 杜如池 刺网 58.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028

139 冀黄渔01497 马宝起 马宝起 刺网 40.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032

140 冀黄渔01498 张宝广 张宝广 刺网 8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542

141 冀黄渔01539 何宝国 何宝国 刺网 16.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23

142 冀黄渔01722 任振彪 任振彪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544

143 冀黄渔01750 辛月明 辛月明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29

144 冀黄渔01783 任建辉 任建辉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129

145 冀黄渔01792 任建海 任建海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345

146 冀黄渔01827 王树臣 王树臣 刺网 29.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042

147 冀黄渔02009 张福恩 张福恩 刺网 8.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31

148 冀黄渔02033 胡洪卷 胡洪卷 刺网 88.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35

149 冀黄渔02532 王旭升 王旭升 刺网 99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41

150 冀黄渔02989 沧州卓航 沧州卓航 刺网 277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924

151 冀黄渔04520 王世海 王世海 刺网 59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64

152 冀黄渔04586 王柱江 王柱江 刺网 14.7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548

153 冀黄渔05107 单金树 单金树 刺网 14.7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092

154 冀黄渔05311 王云仓 王云仓 刺网 58.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175

155 冀黄渔05398 王云利 王云利 刺网 16.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71

156 冀黄渔05489 范炳军 范炳军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448

157 冀黄渔05658 邵金岗 邵金岗 刺网 8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72

158 冀黄渔05661 白金岭 白金岭 刺网 99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73

159 冀黄渔05662 杨文森 杨文森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197



160 冀黄渔05667 白金华 白金华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198

161 冀黄渔05737 李金忠 李金忠 刺网 59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926

162 冀黄渔05837 夏文贵 夏文贵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597

163 冀黄渔05838 夏文西 夏文西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598

164 冀黄渔05859 夏寿海 夏寿海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221

165 冀黄渔05888 刘卫青 刘卫青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224

166 冀黄渔05890 王卫成 王卫成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79

167 冀黄渔05906 王柱盛 王柱盛 刺网 202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74

168 冀黄渔05969 宋永强 宋永强 刺网 18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241

169 冀黄渔05988 苑猛 苑猛 刺网 140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76

170 冀黄渔06082 张洪奎 张洪奎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83

171 冀黄渔06128 张国利 张国利 刺网 202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88

172 冀黄渔06139 荆树利 荆树利 刺网 99.3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271

173 冀黄渔06782 杨迎春 杨迎春 刺网 136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402

174 冀黄渔06815 王文健 王文健 刺网 28.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148

175 冀黄渔07305 张连凯 张连凯 刺网 36.8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89

176 冀黄渔07602 刘晓夺 刘晓夺 刺网 114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7916

177 冀黄渔07620 胡金山 胡金山 刺网 16.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339

178 冀黄渔07624 胡金福 胡金福 刺网 221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0404

179 冀黄渔07685 李华建 李华建 刺网 99 南排河中心渔港 412286035

180 冀黄港渔06668 杜宝印 杜宝印 刺网 224 新村渔港 412287791

181 冀海渔01026 胡庆桥 胡庆桥 流刺 88.3 海丰 412286851

182 冀海渔01034 黄恩田 黄恩田 流刺 99.3 海丰 412286385

183 冀海渔01037 刘延春 刘延春 流刺 58.8 海丰 412286387

184 冀霸渔05008 丁希群 丁希群 刺网 16.2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04

185 冀霸渔05010 胡喜根 胡喜根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06

186 冀霸渔05018 陈金乐 陈金乐 刺网 88.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08



187 冀霸渔05021 胡喜海 胡喜海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12

188 冀霸渔05022 胡子良 胡子良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13

189 冀霸渔05030 袁同乐 袁同乐 刺网 36.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17

190 冀霸渔05036 陈德才 陈德才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44

191 冀霸渔05043 胡军军 胡军军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23

192 冀霸渔05044 薛小三 薛小三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24

193 冀霸渔05046 胡喜胜 胡喜胜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47

194 冀霸渔05048 王凤宾 王凤宾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25

195 冀霸渔05059 薛丙元 薛丙元 刺网 14.7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28

196 冀霸渔05061 王凤山 王凤山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49

197 冀霸渔05068 孙金江 孙金江 刺网 63.2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29

198 冀霸渔05074 姚俊鑫 姚俊鑫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33

199 冀霸渔05080 金贵成 金贵成 刺网 14.7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34

200 冀霸渔05084 王凤云 王凤云 刺网 16.2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36

201 冀霸渔05089 胡志海 胡志海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38

202 冀霸渔05090 陈国刚 陈国刚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39

203 冀霸渔05094 胡志刚 胡志刚 刺网 74.5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41

204 冀霸渔05095 袁同建 袁同建 刺网 88.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42

205 冀霸渔05098 王金强 王金强 刺网 94.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43

206 冀霸渔05117 金良子 金良子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55

207 冀霸渔05119 孙金河 孙金河 刺网 63.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49

208 冀文渔04009 金同武 金同武 刺网 11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19

209 冀文渔04016 陈洪常 陈洪常 刺网 16.2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65

210 冀文渔04017 杨军 胡喜红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66

211 冀文渔04020 陈卫刚 陈卫刚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69

212 冀文渔04024 金宝岭 金宝岭 刺网 11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72

213 冀文渔04028 陈洪全 陈洪全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73



214 冀文渔04029 徐少江 徐少江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74

215 冀文渔04036 陈金宝 陈金宝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78

216 冀文渔04037 王廷金 王廷金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79

217 冀文渔04038 金德明 金德明 刺网 88.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81

218 冀文渔04039 陈兆顺 陈兆顺 刺网 16.2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82

219 冀文渔04043 杨海友 杨海友 刺网 32.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85

220 冀文渔04044 陈海潮 陈海潮 刺网 11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86

221 冀文渔04046 陈海宾 陈海宾 刺网 40.5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88

222 冀文渔04049 王廷玉 王廷玉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91

223 冀文渔04050 陈洪宝 陈洪宝 刺网 14.7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92

224 冀文渔04051 金同余 金同余 刺网 88.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93

225 冀文渔04055 金大刚 金大刚 刺网 3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96

226 冀文渔04056 陈海峰 陈二伟 刺网 14.7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25

227 冀文渔04057 金贵玉 金同斌 刺网 3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597

228 冀文渔04061 王金刚 王金刚 刺网 88.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01

229 冀文渔04062 金同秋 金同秋 刺网 32.4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02

230 冀文渔04063 金铜钢 金铜钢 刺网 3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03

231 冀文渔04065 陈海山 陈海山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27

232 冀文渔04069 陈兆贵 陈兆贵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28

233 冀文渔04070 金同七 金同七 刺网 11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29

234 冀文渔04071 王廷洁 王廷洁 刺网 33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05

235 冀文渔04092 金同江 金同江 刺网 14.7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14

236 冀文渔04094 陈海云 陈海云 刺网 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36

237 冀文渔04098 金宝强 金宝强 刺网 16.2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17

238 冀文渔04099 金同德 金同德 刺网 58.8 沧州黄骅南排河 412288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