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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生活中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行业的生产安全得到保障,意味着人们生命财产就有了保
障。就市场行情来看,加强渔业信息化建设是现在对于现代渔业和平安渔业的首要基础。加快渔船管理信息
化建设不仅可以对渔业的管理制度与工作手段进行有效的创新和改革,还可以提高渔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
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也对渔港的相关管理方式和生产的安全性有了跳跃性的提高。从而能够让我国渔业更好
的朝目标发展。鉴于此,文章就渔业船舶信息化管理对渔业生产安全的作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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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Fishery Vesse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n Fishery Produc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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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in production and life is self-evident. The production safety of an industry is
guaranteed, which means that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re guaranteed. In terms of market conditions, strengthening
fishery informatization is the primary foundation for modern fishery and safe fishery currently.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fishing vesse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nnovate and reform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working methods of the fishery, but also improve the overall management level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fishery.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ed management methods and production safety of the fishing
port can also been improved by leaps and bounds, so as to enable our country’s fishery to better develop towards the goal.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role of fishery vesse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n fishery produc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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