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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国家海洋局履行海

洋监督管理的职责，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贯彻国家海洋局“三定”方

案精神，按照《关于下达 2009 年度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任务的通知》

（国海环〔2009〕234 号）的要求，组织实施了东海区海洋环境调查、

监测、监视和海洋环境保护与监督管理工作，据此，对东海区海洋环

境质量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价，编制了《2009 年东海区海洋环

境公报》，现予以发布。 

期冀通过《2009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的发布，使各级政府

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全面了解东海区海洋环境现状及其面临的

主要问题，增强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共同关心和爱护海洋环境，合理

开发利用东海区海洋资源。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  

                            2010 年 3 月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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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东海区所辖海域包括黄海中南部和东海，北起江苏赣榆（北纬

35°08′），南至福建诏安（北纬 22°00′）。沿海有江苏、上海、浙江

和福建三省一市，海岸线绵延曲折，海岸类型多样，大陆岸线长约 

6 785 公里，是中国大陆岸线总长的 36.7%。 

2009 年，东海区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分区负责，切实履行海

洋环境监督管理的职责，在全面开展海洋环境质量状况与趋势性监

测、海洋生态监控区监测、海洋功能区监测、陆源入海污染源监测、

赤潮监视监测等 11 项常规工作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模式，加强海洋

工程、海洋倾倒、海上油气开发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监视监管。研发了

倾废动态实时监管系统和石油平台排污视频监视监控系统，提升了海

洋环境监视监管的科技水平。“碧海 2009 专项”、“宁波地区工程

建设渣土倾倒专项”、“东海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专项”等多个专项

执法行动的实施，加大了海洋环境执法监察力度。 

2009 年，承担东海区海洋环境监测任务的部门和单位 20 多个，

监测面积 638 937 平方公里，设立各类监测站位 2 600 余个，获得各

类海洋环境监测数据近 20 万组。 



 

监测结果表明： 

2009 年，东海区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 91 950

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集中在射阳河口、长江口、杭州湾、舟山群

岛、乐清湾海域，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沉积物质

量总体良好，近岸局部海域受到铜的污染；贝类体内铅和石油烃残留

量普遍超标，局部区域贝类体内铅残留量降低；港湾海水环境质量不

2009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监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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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乐观，58.3%的监测港湾海域属于污染海域。 

受栖息地减少、生物群落结构不稳定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

近岸湿地、河口及海湾生态系统均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海洋保护区水环境的主要超标因子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

类，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海水浴场水质状况较好，7~10 月为最适

宜游泳的时段；滨海旅游度假区 6~9 月份为最佳旅游时段；海水增养

殖区环境质量满足功能区要求；除个别倾倒区存在一定的淤积现象，

倾倒活动对倾倒区海域环境无显著影响；海上油气开发区海域环境质

量良好。 

监测的入海河流主要污染物总量为 1 216.7 万吨，其中，长江污

染物入海量占 58.4%；监测的入海排污口中有 82.6%超标排放污染物，

40.0%的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和“极差”； 近

年来，嵊山海域海洋大气中铜和铅的沉降通量上升趋势显著。 

滨海电厂温排水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部分海洋

（涉海）工程施工导致邻近海域水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变差。 

全年发现赤潮 48 次，累计影响面积 7 244 平方公里，其中有毒

赤潮 11 次，大多数集中在温州、台州近岸海域。 

东海区重点岸段侵蚀现象依然明显，但呈现减缓趋势；沿海地区

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现象。 

 



2 东海区海洋环境质量状况 

2.1 海水环境质量状况 

2009年，东海区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91 950平方公

里（黄海中南部23 760平方公里，东海68 190平方公里），其中较清

洁海域面积40 120平方公里，轻度污染海域面积16 460平方公里，中

度污染海域面积13 80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21 570平方公里。 

东海区超标污染物分别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近岸海域超标污

染物还包括铅和汞。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站位分别占总监测站位的 67.4%和

55.1%，严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射阳河口、长江口、杭州湾、舟山

群岛、乐清湾等海域。 

近岸海域铅、汞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站位分别占监测站位的

41.9%和 27.8%，铅的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海州湾、长江口和杭州湾

                                                             

 清 洁 海 域：  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一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

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 

较 清 洁海域： 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二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水产养殖区、

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 

轻度污染海域： 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三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

区。 

中度污染海域： 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四类海水水质的海域，仅适用于海洋港口水

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 

严重污染海域： 劣于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四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5- 
 

局部海域；汞的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海州湾和长江口海域。 

 

2.2 海洋沉积物质量状况 

2009 年，东海区海域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近岸局部海域

受到铜的污染，个别站位硫化物、汞、石油类、滴滴涕和多氯联苯超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上述监测指标超标的站位占总监测站位

的比例分别为 11.2%、3.28%、2.46%、2.46%、4.96%和 1.65%。 

2009 年东海区海域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 



近岸沉积物污染主要表现为： 

江苏连云港  局部海域受到石油类的污染； 

上海奉贤、金山  局部海域受到铜的污染； 

浙江温州  局部海域受到铜的污染； 

福建宁德近岸  局部海域受到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的污染，硫化物

超标； 

福建厦门  局部海域受到汞和滴滴涕的污染，硫化物超标。 

2.3 近岸海域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状况 

2009 年，东海区对近岸海域缢蛏、僧帽牡蛎、泥蚶、牡蛎、紫贻

贝等贝类体内污染物的残留量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监测的贝类体

内的铅、石油烃残留量普遍超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局部海域监

测的贝类体内镉、砷、滴滴涕残留量超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个

别站位贝类体内石油烃和滴滴涕的残留量超第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

准。 

1997～2009 年东海区近岸海域贝类体内污染物的残留量变化趋势 

海    域 石油烃 总汞 镉 铅 砷 六六六 滴滴涕 多氯联苯 

苏 北 近 岸          

杭州湾和宁波近岸         

台州和温州近岸         

宁 德 近 岸          

闽江口至厦门近岸         

图例说明  降低  显著降低  无明显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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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监测与评价结果表明，东海区近岸海域贝类体内六六六和滴

滴涕的残留量无明显变化趋势；个别区域贝类体内石油烃和总汞残留

量降低；局部区域贝类体内铅、镉、砷和多氯联苯残留量降低。 

2.4 主要港湾环境状况 

2009 年，对东海区 12 个主要港湾进行监测。结果表明：3 个港

湾属于清洁海域，2 个港湾属于较清洁海域，1 个港湾属于轻度污染

海域，3 个港湾属于中度污染海域，3 个港湾属于严重度污染海域。 

2009 年东海区主要港湾环境质量状况 



3 近岸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东海区共设置 5 个生态监控区，主要包括湿地、海湾和河口等生

态系统类型，总监控面积达 37 200 万平方公里。结果表明，杭州湾

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其余 4 个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

处于亚健康状态。存在的生态问题主要为水环境污染、栖息地减少、

生物群落结构不稳定。 

等级 表征状态 

健康 
生态系统保持其自然属性，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基本稳定，生态系统主要服

务功能正常发挥，人为活动所产生的生态压力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之内。  

亚健康 

生态系统基本维持其自然属性，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但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尚能正常发挥，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等生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不健康 

生态系统自然属性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较大程度改变，生态

系统主要服务功能严重退化或丧失，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生

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苏北浅滩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

状态。水体中活性磷酸盐含量持续

偏高，近 50%站位活性磷酸盐含量

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营养盐失

衡；部分生物体内石油烃残留量超

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浮游动

物密度持续下降，鱼卵仔鱼数量较

低，底栖生物多样性较差；滩涂围垦加剧，滨海湿地丧失迅速。紫菜

苏北浅滩生态监控区 

不健康 亚健康 健康 

100 75 50 

苏北浅滩生态监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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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过于集中，潮间带生物资源衰退。 

近年来，苏北浅滩生态监控区栖息环境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

原因是大规模围滩造地和围垦造田。2004 年以来，南通和盐城累计

围填海面积超过 300 平方公里，导致滩面被占用，高程平均化，破坏

浅滩湿地生境。随着苏北沿海经济区的开发，化工企业逐渐向沿海搬

迁和集中，该区域湿地生境丧失和污染压力还会加大。 

 

长江口生态系统处于亚

健康状态。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的站位分别占总监测站位的

80%和 50%；沉积环境良好；

浮游植物种类单一，硅藻占

总种类的 77%，优势种为中肋骨条藻，是典型的赤潮生物。受环境污

染、过度捕捞及海洋（涉海）工程建设的影响，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

化。 

近年来，长江口生态监控区的溶解氧平均含量持续降低。2009

年 8 月，嵊泗列岛以北海域的底层水体（东经 122º00 ~́123°00 ，́北纬

31°00 ~́31°30 ）́发现低氧区，面积达 6 500 平方公里，溶解氧饱和度

平均为 27.5%。 

长江口生态监控区 

长江口生态监控区 

不健康 亚健康 健康 

100 75 50 



低氧区是指海水中的溶解氧浓度低于 2.0 毫克/升的海域。 

 

 

杭州湾生态系统

处于不健康状态。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

站位分别占总监测站

位的100%和90%，水体富营养化严重；部分贝类体内铅、镉、砷超

第一类、石油烃超第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多

样性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底栖生物平均生物量仅1.12克/平方米。潮

间带生物密度与生物量也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杭州湾沿岸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围垦和人造堤岸不断增加。

近五年来，仅杭州湾南岸滩涂围垦就超过70平方公里。大量滩涂湿地

的丧失，严重压缩了湿地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破坏生存环境。 

 

2001 年杭州湾南岸边滩 

 

    2009 年杭州湾南岸边滩 

 

杭州湾生态监控区 

不健康 亚健康 健康 

100 75 50 

杭州湾生态监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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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湾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的站位分别占总监

测站位的 100%和 87%，水体富营

养化程度较高；部分贝类受到铅、

镉、砷的污染。浮游生物种群密度

与生物量年际变化明显，外来物种

互花米草扩散迅速。 

乐清湾周边居民城镇和海水

养殖场密集，大量的生活和养殖污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湾内，加剧了

该海域的富营养化程度。近年来，乐清湾内围塘工程规模日趋扩张，

仅 2005~2008 年，湾内新增围填海面积 20 平方公里，湾内水交换能

力与自然生态功能减弱。 

 

闽东沿岸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近年来，受陆源污水及增养

殖废水排放的影响，水质中营养盐含量明显升高，活性磷酸盐含量由

0.014 毫克/升上升至 0.037 毫克/升，已超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加剧；部分贝类受到镉、铅和石油烃的污染；鱼卵、仔

鱼与底栖生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均处于较低水平。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 

不健康 亚健康 健康 

100 75 50 

乐 

清 

湾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 

 

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 

 



闽东沿岸的红树林

是我国大陆红树林自然

分布的地理北界。近年

来互花米草入侵严重，

据统计，平均生物量达

24 吨/公顷，累计侵占滩

涂面积超过 84.7 平方公

里，红树林生存空间受其侵占，资源面临严重威胁。 

4 典型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4.1 海洋保护区 

2009 年，东海区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继续加大对海洋保护区的

管理力度，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及海监执法队伍，出台相应的保护区

管理办法，采取人工放流、植树造林等措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海洋保护区环境状况 

对 9 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包括 3 个海洋自然保护区，6 个海洋

特别保护区）开展环境监测，结果表明： 

水质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深沪湾海底古

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质良好，符合保护区的功能要求；其他

7 个海洋保护区均有超标因子出现，主要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

油类。 

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 

不健康 亚健康 健康 

100 7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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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  江苏连云港海州湾海湾生态与自然遗迹国家级海洋特

别保护区沉积物中石油类含量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他 8

个海洋保护区的沉积物质量良好。 

 主要保护对象状况 

对 2 个海洋保护区的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与评估，结果表明： 

东海区海洋保护区分布及环境状况 



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记录到贝类 50 种，优势种为条

纹隔贻贝、带偏顶蛤和棘刺牡蛎；藻类 22 种，优势种为珊瑚藻。与

2008 年相比，贝、藻类的种类数略有增加，群落结构基本稳定。 

乐清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红树林植物（秋茄）生长时间

约为 2～50 年，高度为 0.12～3.71 米，分布面积和密度与 2008 年基

本持平。 

4.2 滨海旅游区 

2009 年，对东海区的 6 个重点海水浴场、6 个滨海旅游度假区进

行了连续监测和综合评价，并通过国家海洋局政府网、人民网、新浪

网、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网站、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网站、福建

省海洋监测信息网、中央电视台、福建省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共同频道、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厦门日报等多家媒体及时发布浴场水质状况、未

来三天的健康指数、游泳适宜度和最佳游泳时段进行预报，同时发布

滨海旅游度假区的环境指数和专项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海洋自然保护区  以海洋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为目的，依法把包

括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的海岸、河口、岛屿、湿地或海域划

分出来，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海洋特别保护区  对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

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的区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

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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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浴场 

监测时段内海水浴场水质状况较好，6 个重点海水浴场适宜、较

适宜游泳天数平均比例为 80%，最适宜游泳的时段主要集中在 7 月

~10 月。 

造成厦门黄厝海水浴场部分时段不适宜游泳的主要原因为出现

漂浮物质、粪大肠菌群超标；连云港连岛海滨浴场不适宜游泳的主要

原因为天气不佳；温州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福建平潭龙王头海水浴

场不适宜游泳的主要原因为风浪偏大。 

2009 年东海区重点海水浴场综合评价表 

浴场名称 
水

质 

每月适宜、较适宜游泳天数（天） 

最适宜游

泳时段 

不适宜游泳

主要因素 
5 月 6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连云港连岛海水

浴场 
良 / / 19 18 25 / 9 月 天气不佳 

舟山朱家尖海水

浴场 
优 / / 28 29 27 / 7~9 月 —— 

温州南麂大沙岙

海水浴场 
优 / / 28 22 20 / 7 月 风浪偏大 

福建平潭龙王头

海水浴场 
良 27 21 26 23 16 11 5 月、7 月 风浪偏大 

厦门黄厝海水 

浴场 
良 22 20 29 26 27 31 7~10 月 水质一般 

福建东山马銮湾

海水浴场 
良 31 25 29 29 31 30 5~10 月 —— 

注：“——”表示无明显因素影响游泳适宜度；“/”表示监测天数少于 7 天，表中未列出。 

 

 滨海旅游度假区 

滨海旅游度假区总体环境质量良好，适宜开展旅游活动，最佳旅

游时段主要集中在 6~9 月份，其中 7~8 月份部分时段不适宜开展滨海



休闲活动，主要原因是台风影响。  

水质  良好以上的天数占 94.8%，水体粪大肠菌群超标是造成水

质较差的主要因素。 

海面状况  良好以上的天数占 80.3%，气温、水温较低、降雨频

繁、风浪较大是造成海面状况较差的主要原因。 

休闲活动  全年平均休闲活动指数为 3.74，很适宜开展休闲活

动。 

2009 年东海区滨海旅游度假区旅游环境适宜月份统计 

4.3 海水增养殖区 

2009 年，对东海区 18 个海水增养殖区开展了监测。结果表明，

62%养殖区海水无机氮、活性磷酸盐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

物环境质量未完全达到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生物体内总汞、

镉、铅、铜、石油烃、滴滴涕等残留量超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6 个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为“良好”，9

个为“较好”，3 个为“及格”。 

旅游度假区名称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最适宜旅

游月份 

连云港东西连岛滨海旅游度假区 
适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5~10 

金山城市沙滩滨海旅游度假区 
适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5~10 

嵊泗列岛风景区 
适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非常 

适宜 

非常

适宜 

非常

适宜 

很适

宜 
5~10 

平潭滨海旅游度假区 
适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适宜 
5~9 

环岛路东部海域旅游度假区 
适宜 适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适宜 
6~9 

鼓浪屿旅游度假区 
适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很适

宜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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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东海区海水增养殖区养殖概况与养殖环境质量状况统计 

省

份 

养殖区名称 主要养殖种类 养殖方式 面积 

（公顷） 

综合 

指数 
环境质 

量等级 

江

苏 

海州湾渔场 条斑紫菜 浮筏 5 000 85 良好 

启东省级贝类增养殖区 贝类 底播 1 500 78 较好 

如东省级紫菜增养殖区 紫菜 网架 2 500 81 良好 

浙

江 

嵊泗绿华海水增养殖区 紫贻贝、大黄鱼、海参 浮筏、网箱 1 704 78 较好 

岱山增养殖区 黑鲷、日本对虾, 

三疣梭子蟹等 

池塘、网箱 124 79 较好 

中街山海水增养殖区 大黄鱼、黄姑鱼、章鱼、

贻贝、海带 

网箱、浮筏 45 85 良好 

象山港增养殖区 蟹、鲈鱼、虾、贝类、 

真鲷等 

池塘、浮筏、

网箱 

— 78 较好 

洞头增养殖区 红鱼、真鲷、羊栖菜、 

鲈鱼等 

浮筏、网箱 44 82 良好 

三门湾海水增养殖区 青蟹、缢蛏、牡蛎 底播、池塘 667 78 较好 

大港湾海水增养殖区 缢蛏、沙蚕、紫菜 底播、浮筏 367 76 较好 

乐清湾海水增养殖区 鲈鱼、泥蚶、缢蛏、青蛤、

牡蛎、彩虹明樱蛤 

底播、网箱、

池塘 

849 76 较好 

大渔湾增养殖区 大弹涂鱼、青蟹、缢蛏、

紫菜 

底播、浮筏、

池塘 

741 82 良好 

三沙湾海水增养殖区 大黄鱼、真鲷、黑鲷、 

鲈鱼等 

浮筏、底播、

池塘、网箱 

14 506 55 及格 

 罗源湾海水增养殖区 大黄鱼、花鲈、真鲷、 

卵形鲳鰺、黑鲷、 

斜带髭鲷、皱纹盘鲍 

网箱、浮筏 242 56 及格 

福

建 

东山湾海水增养殖区 花鲈、石斑鱼、真鲷、 

牡蛎、波纹巴非蛤、泥蚶 

底播、网箱、

池塘 

4 786 77 较好 

闽江口增养殖区 紫菜、牡蛎、文蛤等 底播、浮筏 3 392 75 较好 

平潭沿海增养殖区 鲍、真鲷、菲律宾蛤仔 网箱、底播、 

浮筏 

55 87 良好 

 厦门沿岸增养殖区 坛紫菜、僧帽牡蛎、泥蚶、

菲律宾蛤仔等 

底播、浮筏、

围网、吊养 

1 352 62 及格 

       

 

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赋值含义 

100~95： 优良，环境质量状况均能满足功能区要求 

94~80： 良好，环境质量状况能满足功能区要求 

79~65： 较好，环境质量状况一般能满足功能区要求 

64~45： 及格，环境质量状况基本能满足功能区要求 

44 ~ 0： 较差，环境质量状况不能满足功能区要求 



4.4 海洋倾倒区 

东海区现有海洋倾倒区 35 个，2009 年实际使用了 26 个，批准

海洋倾倒许可证 239 本，实际倾倒量为 5 513 万立方米。与 2008 年

相比，倾倒量降低 16.2%，为近 6 年来最低的一年。 

 

2000~2009 年东海区疏浚物海洋倾倒情况 

2009 年，对东海区在用倾倒区开展全面监测。结果表明：与使

用前相比，倾倒区海域的水质、沉积物环境质量未发现明显变化，倾

倒活动对倾倒区海域环境无显著影响。 

对其中 6 个倾倒区进行了水下地形变化分析，水下地形基本稳

定，个别倾倒区存在一定的淤积现象。 

连云港南临时倾倒区水深范围为 0.6~6.8 米，局部海域水深较浅，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已对该倾倒区的位置进行了调整。 

4.5 海上油气开发区 

2009 年，平湖、春晓海洋油气区 6 个平台污水、水基泥浆、钻

屑均达标排放。生产污水年排海量约 108.3 万立方米，生活污水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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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约 2.4 万立方米，水基泥浆年排海量约 1 663 立方米，钻屑年排

海量约 203 立方米。2001～2008 年东海区海上油气开发平台生产污

水排海量呈增加趋势， 2009 年有所降低。 

2009 年，东海区

加强了海洋油气区专

项监测力度，扩大了海

洋油气区的监测范围，

针对平湖、春晓海上油

气开发区海域开展监

测。结果表明，油气开

发活动未对周边海域

环境及其功能造成明显影响，平湖、春晓油气区海域环境质量良好，

水质、沉积物的各项评价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标准的要求，平湖油气区

海域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稳定。 

2009 年东海区海上油（气）区产油排污状况统计 

油气区名称 
达标排放生产污水

量（万立方米） 

达标排放生活污水

量(万立方米) 

钻井泥浆排放量

（立方米） 

钻屑排放量 

（立方米） 

春晓油气区 1.3 1.1 -- -- 

平湖油气区 107.0 1.3 1 663 203 

合 计 108.3 2.4 1 663 203 

注：“--”表示没有排放。“钻屑”为非油层钻屑。 

 

2001-2009 年东海油气区生产污水排海量的 

变化趋势（单位：万立方米） 



5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5.1 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 

2009 年，东海区共监测入海河流 21 条。结果表明，入海主要污

染物总量为 1 216.7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1 169.5 万吨，

占总量的 96.1%；营养盐（氨氮和总磷）40.7 万吨，占 3.3%；油类

3.3 万吨，重金属（铜、铅、锌、镉、汞）3.0 万吨，砷 0.3 万吨。长

江的污染物入海量占监测河流排海总量的 58.4%。 

2009 年东海区监测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吨） 

河流名称 CODCr 营养盐 石油类 重金属 砷 合计 

长江 6 784 125 273 943 21 483 21 487 2 169 7 103 207 

钱塘江 977 680 24 891 2 619 749 44 1 005 983 

闽江 966 238 19 927 2 369 2 863 73 991 470 

长江口北支 718 200 15 363 327 1 520 117 735 527 

黄浦江 448 999 18 383 2 411 589 36 470 418 

瓯江 443 875 10 534 749 748 39 455 945 

灌河 382 800 1 818 96 406 8 385 128 

射阳河 166 487 5 584 74 178 17 172 340 

飞云江 139 418 7 236 91 350 18 147 113 

椒江 130 169 2 365 235 98 27 132 894 

甬江 109 589 5 554 424 69 4 115 640 

九龙江 101 000 7 900 444 43 29 109 416 

鳌江 101 068 2 603 96 73 8 103 848 

晋江 73 143 5 574 249 34 6 79 006 

敖江 72 210 519 217 28 2 72 976 

赛江 41 856  710  553  49  2  43 170 

木兰溪 15 103 1 558 21 344 13 17 039 

盐田杯溪 9 184 65 5 7 0  9 261 

龙江 6 351 1 969 14 33 1 8 368 

八都 5 125 138 24 12 1 5 300 

七都 2 575 116 9 8 1 2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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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入海排污口分布 

2009 年，对东海区 144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开展监督性监测，并

重点监测 45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其中工业

排污口占 38.9%、市政排污口占 32.7%、排污河占 8.3%、其它排污口

占 20.1%。设置在保护区、旅游区和养殖区的排污口占监测总数的

39.6%，设置在排污区的仅占 18.8%，东海区排污口的设置存在不合

理现象。 

 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2009 年，东海区监测的入海排污口污水排放总量 127.8 亿吨，污

染物排放总量 196.9 万吨。其中，悬浮物 127.8 万吨，占主要污染物

入海总量的 64.9%；化学需氧量（CODCr）为 53.9 万吨，占 27.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6.70 万吨；氨氮 6.63 万吨；总磷 1.45 万吨；

油类 0.22 万吨；重金属（铜、铅、锌、镉、汞、砷）0.02 万吨；其

它 0.18 万吨。 

 

2009 年东海区各省（市）监测排污口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省(市)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东海区 

监测排污口数量（个） 27 9 35 73 144 

污水排放量（亿吨） 55.1 3.4 3.9 65.4 127.8 

污染物排放量（万吨） 93.0 3.9 10.7 89.3 196.9 



 入海排污口综合评价 

监测的排污口中，82.6%的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浙江省超标

率达 100%；其次为江苏省，为 96.3%；福建省和上海市分别为 72.6%

和 55.6%。主要超标因子为化学需氧量（CODCr）、活性磷酸盐、氨

氮和悬浮物。 

不同类型排污口的超标排放比例依次为：排污河（91.7%）>市政

排污口（91.5%）>其它排污口（86.2%）>工业排污口（71.4%）。 

设置在各类功能区的排污口超标率均超过 70%，保护区和养殖区

域内排污口超标情况尤其严重，超标率分别为 100% 和 93.8%。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A 级排污口 13 个，对邻近海域造成的危害

或潜在危害最大，需要实施最严格的监督管理；B 级排污口 16 个，

对邻近海域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较大，需要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

C 级排污口 26 个，有一定的海域环境危害或潜在危害，需要加强监

督管理；D 级排污口 35 个，对海域环境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较小，

只需实施常规监督管理。 

 

福建省南浦火电厂排污口 宁波象山水桶岙垃圾场渗滤液排放口 



-23- 
 

2009 年东海区各省（市）监测排污口超标统计情况 

省（市） 
监测排污口

（个） 

达标排污口 

（个） 
超标率（%） 

排污口综合评价结果（个） 

A B C D 

江苏省 27 1 96.3 2 11 8 4 

上海市 9 4 55.6 0 0 4 0 

浙江省 35 0 100 9 1 5 12 

福建省 73 20 72.6 2 4 9 19 

东海区 144 25 82.6 13 16 26 35 

 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洋环境状况 

对 45 个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洋环境状况进行了监测。结果表

明，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极差”和“差”的排污口分别为

13 个和 5 个，占监测总数的 28.9%和 11.1%。其中，江苏省 4 个，浙

江省 6 个，福建省 8 个。 

2009 年东海区部分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 

入海排污口名称 
生态环境 

质量等级 
环境质量等级 超标污染物 

江

苏 

省 

临洪河入海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汞 

中山河口入海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汞 

王港排污区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汞 

小洋口外闸入海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浙 

江 

省 

浙江海氏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差 
  水质劣四类； 

生物质量劣二类 

水质：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生物质量：镉 

乐清磐石化工排污口 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 

温州工业园区排污口 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 

平阳县昆螯污水处理厂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 

象山墙头综合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沉积物劣一类 

水质：无机氮、粪大肠菌群； 

沉积物：铜 

宁海颜公河入海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沉积物劣一类 

水质：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

粪大肠菌群；沉积物：铜 

 

福鼎市政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 

宁德市蕉城区政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生物质量劣二类 

水质：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生物质量：石油烃、粪大肠菌群 



入海排污口名称 
生态环境 

质量等级 
环境质量等级 超标污染物 

福 

建 

省 

罗源松山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沉积物劣三类 

水质：无机氮、石油类、粪大肠菌群；

沉积物：硫化物、石油类 

连江苔录工业排污口 差 水质劣三类 活性磷酸盐、石油类、挥发酚 

长乐市金峰陈塘港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铅 

龙海市龙海桥市政排污口 差 水质劣四类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龙海市东园工业区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沉积物劣二类 

水质：无机氮、汞、铅； 

沉积物：石油类 

常山开发区竹港排污口 极差 
  水质劣四类； 

沉积物劣一类 

水质：活性磷酸盐； 

沉积物：有机碳 

5.3 大气污染物沉降入海通量 

根据 2004 ~2009 年的资料，对浙江舟山嵊山海域大气污染物中

部分监测指标沉降通量进行趋势性分析。结果表明，总悬浮颗粒物、

铜和铅沉降通量呈上升趋势，铜和铅沉降通量上升趋势显著，大气中

镉的沉降通量基本保持不变。 

2004～2009 年浙江舟山嵊山海域大气污染物沉降通量变化趋势 

监测指标 变化趋势 
图 例 

 

 显著升高 

 

 升   高 

 

 无明显变化趋势 

总悬浮颗粒物  

铜  

铅  

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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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涉海）工程 

2009 年，东海区各级海洋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海洋（涉海）

工程建设、运营的环保监管力度，对各类重大海洋（涉海）工程对海

洋环境影响开展针对性监测。 

东海区部分已建、在建重大工程示意图 



6.1 滨海电厂温排水影响状况 

2009 年，对东海区 4 个电厂温排水扩散范围进行了航空遥感监测。

结果表明，连云港田湾核电站、福州可门火电厂春季温排水排放 4℃、

3℃、2℃温升范围均超出环评报告书预测的最大温升范围，最大超出

率达 104%。 

浙江国华宁海发电厂温排水海域1℃温升范围超出了象山港海域

环境功能区确定的温升控制范围；大唐国际乌沙山电厂温排水海域

1℃和 4℃温升范围均超出象山港海域环境功能区确定的温升控制范

围。 

电厂温排水实测温升面积与环评最大预测面积的比较 

电厂 温升面积 4℃ 3℃ 2℃ 

田湾 

核电站 

最大预测（平方公里） 3.49 6.25 11.48 

实测（平方公里） 5.0 8.7 12.0 

超出率（%） 43.3 39.2 4.5 

可门电厂 

最大预测（平方公里） 0.14 0.23 0.47 

实测（平方公里） 0.25 0.47 0.78 

超出率（%） 78.6 104 66.0 

 

对东海区 10 个滨海电厂温排水影响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结

果表明，与电厂运营前的环境状况相比，部分电厂温排水排放对邻近

田湾核电站邻近海域航空遥感监测温升图         可门电厂邻近海域航空遥感监测温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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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为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群落结

构的改变。 

 浮游植物 

3 个电厂邻近海域浮游植物种类数和密度均下降。浙能乐清电厂

邻近海域浮游植物优势种改变。 

 浮游动物 

3 个电厂邻近海域浮游动物种类数下降；4 个电厂邻近海域浮游

动物密度增加，其中田湾核电站邻近海域浮游动物密度增加 4.5 倍；

华能玉环电厂和可门电厂邻近海域浮游动物生物量增加；5 个电厂邻

近海域优势种均发生变化，个别电厂浮游动物优势种密度锐减。 

 底栖生物 

6 个电厂邻近海域底栖生物优势种改变；4 个电厂邻近海域底栖

生物种类数降低；4 个电厂邻近海域底栖生物密度下降。可门电厂温

排水海域底栖生物种类数持续减少，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大幅下降，底

栖生物群落结构简单化。 

部分电厂邻近海域生态环境指标与电厂运营前相比的变化情况 

序号 工程名称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生物 

种类数 密度 种类数 密度 生物量 种类数 密度 生物量 

1 田湾核电站 — —   — —  — 

2 舟山发电厂        — 

3 嘉兴电厂  —  — — —   

4 乐清电厂 — — — —   — — 

5 华能玉环电厂  — — —    — 

6 可门电厂 — — — — —    

图例说明 
 降低50%以上  降低80%以上 — 变化率低于50% 

 升高50%以上  升高80%以上    

 



6.2 其他工程海域海洋环境状况 

2009 年，对 14 个重大海洋（涉海）工程海域开展海洋环境跟踪

监测。结果表明，与工程开工前的环境状况相比，部分工程施工导致

邻近海域水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变差。水环境变化主要体现在悬

浮物、化学需氧量、石油类含量上升，溶解氧含量下降等；生态环境

变化主要体现在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生物群落结构改变等

方面。 

监测的工程中，7 个工程邻近海域浮游生物种类数大幅下降，其

中 3 个工程邻近海域浮游生物密度下降，优势种发生变化；6 个工程

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种类数大幅下降，最严重的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种类

数下降 90%，其中 4 个工程底栖生物密度和生物量降低，优势种发生

变化。 

 邻近海域环境质量下降 

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工程  水体石油类增加 1 倍， 沉积物中石油

类增加 3 倍。 

三门核电工程  水体石油类浓度升高 2 倍。 

江南海涂围垦工程  悬浮物浓度升高，溶解氧浓度降低。 

宁德核电围垦工程  水体石油类浓度增加 2 倍，化学需氧量增加

6 倍，沉积物中石油类浓度增加 7 倍。 

宁德大唐发电厂  水体化学需氧量超标。 

厦漳大桥  沉积物中石油类浓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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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近海域生物群落结构改变 

东海大桥风电厂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种类、密度、生物量均下

降。 

洋山港区  底栖生物种类减少、生物量降低。 

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工程 邻近养殖区内底栖生物种类、密度和生

物量均大幅下降。 

三门核电围垦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种类数均下降。 

宁德核电围垦工程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种类、密度下降。 

平潭海峡大桥  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种类数及密度下降。 

7 赤潮、绿潮 

 赤潮 

2009 年，东海区海域共发现赤潮 48 次，累计影响面积 7 244 平

方公里，主要赤潮生物有中肋骨条藻、夜光藻、东海原甲藻、米氏凯

伦藻、赤潮异湾藻等 10 种。与 2008 年相比，次数持平，单次发生赤

潮面积较小，超过 500 平方公里的赤潮 3 次，仅占总发生次数的

6.25%。 

 

 

 

 

 

年 年 

次
数
 

面
积
(
平
方
公
里
) 

2002-2009 年东海区赤潮发生次数与累计影响面积 



发现有毒赤潮 11 次，累计影响面积 473 平方公里，分别占赤潮

发生总次数和累计影响总面积的 22.9%和 6.52%。连云港海州湾海域

发现有毒赤潮 1 次，面积为 210 平方公里，占有毒赤潮累计影响总面

积的 44.4%，并出现死鱼现象；其余 10 次有毒赤潮发生在温州、台

州一带海域。 

对海州湾、象山港、洞头等 8 个赤潮监控区海域的 8 种 43 个经

济贝类样品开展了赤潮毒素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麻痹性贝毒

（PSP）、腹泻性贝毒（DSP）和失忆性贝毒（ASP）。 

 

2009 年东海区有毒赤潮统计 

序号 发生起止日期 发生海域 
累计影响面积 

（平方公里） 
赤潮生物种类 

1 4 月 29 日～5 月 8 日 南麂岛周边海域 35 赤潮异湾藻 

2
 

5 月 4 日～6 日 洞头海域 8 米氏凯伦藻 

3 5 月 2 日～7 日 台州下大陈附近海域 25 米氏凯伦藻 

4 5 月 5 日～7 日 台州温岭石塘一蒜至洛屿一带海域 30 米氏凯伦藻 

5 6 月 1 日～3 日 苍南金乡至大渔湾海域 70 米氏凯伦藻 

6 6 月 2 日～4 日 南麂新码头、马祖岙海域 4 
赤潮异湾藻 

米氏凯伦藻 

7 6 月 16 日～20 日 台州温岭龙门至积谷山一带海域 10 米氏凯伦藻 

8 6 月 18 日～20 日 洞头大沙岙、三盘门、三盘港 15.5 米氏凯伦藻 

9 6 月 23 日～29 日 台州温岭石塘牛山岛以北海域 15 米氏凯伦藻 

10 5 月 17 日 长江口外海域 50 米氏凯伦藻 

11 7 月 18 日 连云港海州湾海域 210 米氏凯伦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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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潮 

2009 年 3～8 月，在黄海南部海域开展立体化、高密度的监视监

测。3 月 24 日，在江苏如东

海域（北纬 32º32.79′；东经

121º 25.24′）首次发现零星漂

浮绿潮藻； 4 月下旬在江苏

如东太阳岛岸基发现绿潮藻

固着生长；5 月上旬在如东近

岸海域发现绿潮藻成块漂

浮；6 月在盐城外海发现约 6 

550 平方公里的绿潮漂浮聚

集体；7 月份卫星遥感监视发

现绿潮的最大覆盖面积达 58 

000 平方公里；8 月下旬绿潮藻陆续消亡。 

8 重点岸段侵蚀 

2009 年，东海区开展了重点岸段侵蚀监测。江苏省连云港至射

阳河口岸段受侵蚀后退，区域主要分布在振东河闸和海口闸间的沿海

水产养殖区。海岸侵蚀造成滨海县振东乡养殖鱼塘和对虾养殖场损失

近千亩。2006 年 5 月～2009 年 8 月间，该岸段海岸侵蚀总面积 1.73

平方公里，实测断面平均侵蚀宽度 39.6 米，在射阳县夸套北匡海堤

东侧的实测断面侵蚀宽度最大，达 80.0 米。 

 
六月下旬 

盐城外海 

大面积漂浮 

 三月下旬 

如东近岸 

零星漂浮 

 

 
五月上旬 

如东近岸 

成块漂浮 

 四月下旬 

太阳岛防浪堤

绿潮藻附着 

 



 

   扁担河口南侧断面 4 海岸受侵蚀状况    连云港至射阳河口重点岸段侵蚀区域 

上海市崇明东滩岸滩侵蚀主要分布在其东南侧，受侵蚀部位为沿

岸海堤外侧的海滩，表现为草滩蚀退和光滩下蚀。2008 年 9 月～2009

年 9 月间，该岸滩侵蚀长度 8.1 公里，最大侵蚀宽度 12.0 米，平均侵

蚀宽度 9.0 米，侵蚀总面积为 0.07 平方公里。该岸滩侵蚀有减缓趋势。 

9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 

2009 年，对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开展海水入侵监测和土壤

盐渍化监测。 

海水入侵 沿海地区存在的海水入侵程度不同，漳州漳浦、台州、

福州、宁波象山沿海有海水严重入侵现象；温州、泉州、厦门沿海轻

度海水入侵；上海奉贤未发现海水入侵。宁波象山沿海海水入侵的程

度和范围受水期影响明显，4 月份明显高于 8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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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上海、浙江、福建沿海海水入侵状况 

监测区域 
入侵最远距离

（千米） 

严重入侵 

（%） 

轻度入侵 

（%） 

无入侵 

（%） 

上海奉贤区滨海 0 0.0 0.0 100.0 

浙江宁波象山滨海 1.62 16.7 25.0 58.3 

浙江台州滨海 11.6 33.3 41.7 25.0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滨海 7.33 0.0 57.1 42.9 

福建福州长乐滨海 1.78 20.0 40.0 40.0 

福建泉州市泉港区滨海 0.86 0.0 50.0 50.0 

福建厦门滨海 0.31 0.0 11.1 88.9 

福建漳州漳浦滨海 2.98 66.7 8.3 25.0 

土壤盐渍化 监测区域存在不同程度土壤盐渍化现象。漳州漳浦

的土壤盐渍化程度 4 月份最严重，受雨水冲刷作用影响，9 月份盐渍

化程度明显减弱。温州有盐土和中盐渍化土分布。上海奉贤地区土壤

盐渍化程度最轻，仅个别站位出现中等程度盐渍化现象。 

2009 年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土壤盐渍化状况 

监测区域 监测时间 

盐渍化最

远距离（千

米） 

盐土 

（%） 

重盐渍化土 

（%） 

中盐渍

化土

（%） 

轻盐渍

化土

（%） 

非盐渍化

土（%） 

上海奉贤区滨海 

2009.4 2.38 / / 11.1 / 88.9 

2009.9 0 / / / / 100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滨海 

2009.4 2.20 25.0 / 12.5 / 62.5 

2009.9 2.20 25.0 / 12.5 / 62.5 

福建漳州漳浦滨海 

2009.4 3.74 16.7 16.7 33.3 16.7 16.7 

2009.9 0.35 / 16.7 16.7 / 66.7 

注：“/”表示未监测到此种类型土壤。 

 



10 监视监管与执法监察 

2009 年，对东海区海洋倾倒、海洋（涉海）工程建设和海上油

气开发区等用海活动开展全面监视监管和专项执法行动，对发现的环

境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处理）措施，并监督落实，对各类不规范的活

动进行了有效监管。 

10.1  海洋倾倒活动 

2009 年，东海区加强对海洋倾倒活动的监视力度，对倾倒活动

实施全程监管、航空执法监察和遥感监视，对 35 个海洋倾倒区的使

用情况进行了 60 次监视，对 72 项工程的倾倒活动进行了 300 余次跟

踪监视。发现 39 项工程存在无证倾倒、不到位倾倒等违法违规倾倒

行为。其中： 

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二期工程  在 2009 年一、二、三季度连续

出现无证倾倒、不到位倾倒、运载

工具不符合倾倒许可证要求、部分

倾倒船舶倾倒许可证已过期、未按

规定填写倾废情况记录表等多起

违法违规行为。 

其他工程 

 无证倾倒   

上海外滩南北通道、新建路隧道工程、上海龙耀路隧道新建工程、

舟山海博水产有限公司码头、舟山小干岛轮渡码头疏浚工程、东山县

厦门港海沧航道扩建二期工程 12 号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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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角渔港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港池清淤工程等存在无证倾倒的行为。 

 不到位倾倒   

连云港旗台港区 10 万吨级专业化泊位疏浚工程、湄洲湾中化成

品油泊位、厦门嵩屿二期疏浚工程、厦门港东渡航道高崎航段等存在

不到位倾倒的行为。 

 实际装载物与倾倒许可证规定不符   

上海虹口汇山码头、浦东新区新华码头、塘桥码头等码头疏浚存

在非法倾倒泥浆、渣土入海的行为；宁波建筑渣土倾倒过程中个别单

位在倾倒物中掺杂大量石块等。 

10.2  海洋（涉海）工程开发活动 

2009 年，对 28 个国管重大海洋(涉海)工程和 107 个地方省、市

工程累计监视 300 余次，共发现未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书未经核准、不符合“三同时”要求、未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等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45 起。对已发现的工程环境问题给出整改或处理



措施，并监督落实。 

 未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 

6 项省、市工程未按《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

管理条例》要求，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有： 

台州市海门港埠总公司实际占用使用管理的 1 号、3 号和 4 号泊

位； 

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厦门环岛干道工程等。 

 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核准 

7 项省、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未经核准即开工建设。主要有： 

宁波大成胜利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台、船坞扩建工程； 

福建德孚燃油发展有限公司油品专用码头工程； 

福安市马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3-5 万吨级造船扩建项目工程； 

厦门环岛干道三期工程等。 

 不符合“三同时”要求 

6 项省、市工程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就投入运营，不符合“三同时”

的要求。主要有： 

滨海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尾

水达标排放项目； 

福州罗源湾港区碧里作业

区 4#、5#泊位工程等。 

 未履行环保监测计划 

2 项重大国管海洋工程未
象山港大桥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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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开展施工期的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分别

为象山港大桥及接线工程、平潭海峡大桥工程。同时象山港大桥及接

线工程桥墩钻孔施工过程中，泥浆水未进行处理，直接溢流入海，造

成施工海域悬浮物浓度升高。 

 未落实环境保护措施 

部分工程施工过程中未执行环境保护措施：在鱼类产卵期进行爆

破挤淤；含油废水直接排放；

冲洗污水直接排海；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打

桩抽取的泥浆水直接排海；

将土石渣、淤泥、建筑垃圾

等直接清扫入海；随意向海

面丢弃建筑垃圾、随意排放

施工污水；部分施工船舶油污存在跑、冒、滴、漏现象等。 

个别省、市海洋工程收

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后，仍现场作业。 

部分海洋工程整改后环

保意识明显提高，规范其施

工作业行为，并开展海洋环

保宣传。 

 

江南海涂围垦工程石灰泥浆水直排入海 

厦漳跨海大桥现场悬挂的环保标语 



10.3 海上油气区开发活动 

2009 年，东海区通过海

监飞机巡视、船舶巡航、陆

地巡检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

海上油气开发平台、油气终

端登陆点、以及输油管线海

域的监视监管，累计监视115

次。东海区海洋石油勘探、

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溢油污染、井喷事故、违章排放含油污水、生活

垃圾等现象。春晓、平湖两个油气区生产污水、生活污水均处理后达

标排放，陆上终端暂无生产废水产生，输油管线海域未发现油气泄露

等现象。 

积极推进“石油平台排污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东海区积极推进“石油平台排污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系统”建

设，安装了远程视频实时监控系统，并已开展实时监控工作。 

岱山油气终端登陆点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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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专项执法行动 

结合多个专项执法，东海区以定期陆域巡视、海域巡航和航空遥

感巡视为手段，严厉查处各类海洋环境违法行为。组织开展了“碧海

2009”专项执法行动，共进行各项海洋保护监督检查 1584 次，检查

项目 996 个（次），先后查处海洋工程、海洋倾废领域内的违法行为

10 起，包括 2 起海洋工程违法案及 8 起违法倾倒案。“宁波地区工程

建设渣土倾倒专项”、“东海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专项”等执法检查均

取得显著成效。 

11 问题与对策建议 

11.1  问 题 

  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严重，设置欠合理 

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是影响东海区海洋环境的重要因素之

一，部分排污口超标排放使邻近海域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环境质

量处于差或极差的状态。2009 年统计结果显示，东海区监测的入海

排污口的超标排放率达 82.6%，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73.7%）。有

40%的排污口设置在保护区、养殖区等生态敏感区附近，其超标排放

现象尤为严重，尤其是设置在保护区邻近海域的排污口，超标率达

100%。 

  近岸海域富营养化严重，局部海域存在重金属污染 

目前氨氮、活性磷酸盐是东海区近岸海域的主要超标因子，超标



率分别达到 85.3%和 70.1%，导致东海区近岸海域水体的严重富营养

化。统计结果显示，2009 年夏季东海区富营养化海域面积约为 52 439

平方公里，占东海区污染海域总面积的 58.1%，其中长江口、杭州湾、

象山港海域富营养化较严重。海水富营养化已经成为当前东海区近岸

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要特征。此外，局部海域还受到重金属铅、汞的轻

微污染，主要污染区域集中在连云港海州湾、盐城近岸、长江口、杭

州湾等海域，重金属污染问题已逐渐呈现。 

  不规范的海洋开发对海洋环境影响显著 

随着东海区沿岸经济的高速发展，东海区海域海洋（涉海）建设

工程、围填海工程、海洋倾倒等开发活动加剧，含油污水直接排放、

环保设施未验收就投入运营、化整为零围填海、未围先填海、不到位

倾倒等不规范的海洋开发行为时有发生，随意跑冒滴漏现象时有出

现，致使部分海洋（涉海）工程邻近海域水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

变差、滨海天然湿地面积不断萎缩，导致局部海域生态功能受损、生

物多样性下降严重。不规范的海洋（涉海）工程建设、海洋倾倒等开

发活动已成为东海区近岸海域新的环境压力因子，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日渐显著。 

  温排水对海洋环境的热污染已成为东海区新的环境问题 

东海区滨海电厂温排水已经对邻近海域海洋环境形成热污染，对

邻近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2009 年统计结果显示，东海区

主要滨海电厂温排水影响海域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和群落

结构均发生了改变，部分电厂邻近海域浮游生物群落呈现单一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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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滨海电厂邻近海域生物种类锐减。随着宁德、福清、三门核电站以

及其他滨海电厂改扩建工程的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东海区温排水热

污染将会进一步加剧。 

  东海区潜在生态环境风险加剧 

随着国家对电力、石油等能源需求的剧增，大型火电厂、核电站、

炼油厂、海上油气管线工程以及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等项目在东海区沿

岸相继建成、扩建，在保证能源需求的同时，也给邻近海域带来巨大

的热污染、核泄漏、溢油等潜在生态环境风险，并形成东海区不同类

型的潜在环境风险区，生态环境风险将逐渐加剧。 

11.2  对策建议 

  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加大污染物达标排放的管理力度 

地方各级政府切实落实节能减排政策，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统筹

规划涵盖海域、陆域两个层面的环保行动计划，加快推进陆源排污-

海洋环保区域目标责任制。优化、调整海洋生态敏感区附近产业结构，

加大污染物达标排放的管理力度，建立海洋生态赔偿机制。 

  制定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开展区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示

范 

创新工作思路，制定以氮、磷等营养物质为控制目标的污水综合

整治规划和区域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建立营养物质入海总量控制机

制，在富营养化及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开展生态修复示范，实施富

营养化和重金属污染的综合整治。 



 

  强化全过程监视监管，推行奖、惩机制 

东海区各级政府应强化对辖区内海洋（涉海）工程等各类开发活

动的全过程监视监测，加强监管力度，督促业主单位认真落实各项环

保措施，投入专项资金，开展“我爱绿色海洋开发活动”评级工作，

推行奖、惩机制，杜绝不规范海洋开发活动的出现，做到有度、有序、

有利，科学规划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加大经费投入，提高温排水监视监测技术水平 

建议各级政府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开展温排水实时在线监控系

统技术和温排水余热利用实用化、规模化技术研究，提高区域温排水

监测技术水平，加强滨海电厂温排水的监视监测，建立温排水热量减

量排放机制，提升滨海电厂邻近海域热排放的管理水平。 

  完善潜在环境风险应急体系，推进应急管理的标准化建设 

分区分级负责，整合区域环境应急资源，建立海区海洋重大污染

事件通报制度和多元化潜在环境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区域环境风

险的应急处置体系，推进海区潜在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制度、现场监管、

人员配备以及技术手段的标准化建设，加强海域潜在环境风险责任主

体的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