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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公报》，现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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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洋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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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3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组织东海区沿海省市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开展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水、沉积物、海洋大气状况监

测，强化了重点港湾的监测与评价，加强了海洋环境灾害、突发海

洋污染事故和各类海洋环境风险防范，深化了海洋倾废、海洋油气

勘探开发、涉海工程、海洋保护区和陆源入海排污的监管，较全面

地掌握了东海区海洋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履行了东海区海洋环境

监督管理职责。 

2013年，东海区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

标准的海域面积占87%，水体中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

盐。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监测指标基本符合第一类沉积物质量标

准。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鉴定出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

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共1 667种，物种数从北至南呈增加趋势。主要

港湾营养盐含量较高，部分港湾重金属超标。 

海洋环境风险事件发生频率较去年有所降低。赤潮、绿潮等各

类海洋环境灾害的发生对局部海洋环境造成影响，海水入侵、土壤

盐渍化和海岸侵蚀现象依然存在，长江口以北海域发现了较大面积

的贫氧区。 

东海区各倾倒区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基本适宜继续使用。部分

滨海电厂温排水对海洋生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入海河流和排

                                                             
 东海区海域北起江苏赣榆绣针河口，南至福建诏安，包含我国黄海南部海域和东海海域。 

近岸海域：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的领海外部界限向陆一侧的海域，为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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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口向海洋分别排入1 148万吨和68.2万吨污染物，对海洋生态环境

带来一定压力。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质量良好，适宜开

展休闲观光等人类活动。海水增养殖区环境状况总体较好，能满足

海水增养殖活动的功能要求。 

2013年，东海区沿海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管理制

度，规范海洋环境管理；创新监管手段，提升在线监视监控能力；

加强风险防范，全面增强海洋环境综合管控能力；推进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打造“美丽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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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环境状况 

2.1 海水环境 

水质状况 

2013年，对东海区海水环境中的营养盐、pH、溶解氧、化学需

氧量、石油类、重金属等20项指标开展监测。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

好，主要污染物质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夏季，东海区第一类水质海域面积约占监测海域面积的87%。

第二类水质海域面积约22 690平方公里，第三类水质海域面积约 

14 410平方公里，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约9 63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

类水质海域面积约26 460平方公里。 

近岸海域，夏季第一、二、三、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分

别占48%、15%、9%、7%和21%，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的站位比例分别为48%和39%，其他各项监测指标基本

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春季水质环境略好于夏季。 

近岸以外海域，夏季第一类水质海域面积占98%，各项监测指

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站位比例在88%以上。冬季和春季水

质状况优于夏季，冬季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春季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站位比例分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海水水质标准》，按照海域不同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海水水质分为四

类： 

 第一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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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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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 

 第四类：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洋开发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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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5%和81%。 

2013年东海区海域水质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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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9年~2012年平均值比较，2013年第二类、第四类和劣四类

水质海域面积分别减少了23%、27%和29%，第三类水质海域面积增

加了6%。 

 

2009年~2013年东海区水质等级面积变化状况 

 

 

2013年东海区海域主要污染物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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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东海区海水 pH 值范围大部分在 7.8~8.5 之间；上海近岸、江

苏近岸、三沙湾和闽江口等局部出现 7.3 左右的低值，闽江口、长江口

以东外海局部出现高于 8.5 的值。 

溶解氧  东海区大部分区域海水溶解氧高于 6 毫克/升，符合第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长江口和江苏南通外海局部海域底层水体溶解氧低于

2 毫克/升。 

无机氮  东海区近岸以外海域无机氮大部分低于0.3毫克/升，符合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江苏盐城近岸以及长江口、杭州湾、三沙湾、闽

江口、厦门湾等部分海域为劣四类海水水质。 

活性磷酸盐  东海区近岸以外海域活性磷酸盐大部分低于0.03毫

克/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长江口南支、杭州湾、象山港、瓯江

口、厦门湾等局部海域为劣四类海水水质。 

石油类  东海区大部分区域海水石油类低于 0.05 毫克/升，符合第

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长江口和福建近岸局部海域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 

化学需氧量  东海区大部分区域海水化学需氧量低于 2 毫克/升，

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海州湾、长江口、厦门湾、东山湾等局部海

域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重金属  除了汞和铅，东海区大部分区域海水重金属符合第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部分区域汞和铅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符合第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汞超标主要分布在厦门湾和东山湾局部海域，铅超标主要分

布在黄海南部近岸以外局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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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南部海域  水质状况总体良好。第二类水质海域面积约9-

050平方公里，第三类水质海域面积约5 810平方公里，第四类水质海

域面积约3 84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约1 640平方公里。

与去年相比，第二、三类水质海域面积增加，第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

域面积减小。铜、镉、锌、砷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东海海域  水质状况总体良好。第二类水质海域面积约 13 640 平

方公里，第三类水质海域面积约 8 600 平方公里，第四类水质海域面

积约 5 790 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约 24 820 平方公里。

与去年相比，第二、三类水质海域面积增加，第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

域面积减小。镉、总铬、砷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主要港湾  2013 年夏季，对东海区 17 个主要港湾进行了监测。

海水中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等营养盐是各港湾的主要超标因子，其

中 14 个港湾海水出现无机氮或活性磷酸盐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

状况。 

除营养盐外，大部分港湾水质指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仅

有 3 个港湾出现超标现象，海州湾局部海域化学需氧量超第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三沙湾局部海域铅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罗源湾局部海

域石油类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2013年夏季东海区主要港湾水质状况（除营养盐外） 

港湾名称 主要功能区 
主要 

超标因子 

超第一类 

站位比例 

超第二类 

站位比例 

海州湾 
港口航运区、农渔业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化学需氧量 5% 5% 

杭州湾 
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铅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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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名称 主要功能区 
主要 

超标因子 

超第一类 

站位比例 

超第二类 

站位比例 

象山港 
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 

旅游休闲娱乐区 
/ 0 0 

三门湾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农渔业区 汞、铅 9% 0 

乐清湾 
港口航运区、海洋保护区、 

农渔业区 
汞 25% 0 

沙埕港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农渔业区 

港口航运区 
铅 92% 0 

三沙湾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农渔业区 

港口航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 
铅 35% 13% 

罗源湾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港口航运区 汞、石油类 7% 7% 

福清湾 
农渔业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港口航运区 
汞 9% 0 

兴化湾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农渔业区 

港口航运区 
铅 47% 0 

湄洲湾 
海洋保护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港口航运区 
汞 100% 0 

泉州湾 海洋保护区、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 铜 31% 0 

深沪湾 
海洋保护区、旅游休闲娱乐区 

港口航运区 
汞 30% 0 

厦门湾 
旅游休闲娱乐区、港口航运区 

海洋保护区 
汞 30% 0 

旧镇湾 
农渔业区、矿产与能源区 

港口航运区 
汞 88% 0 

东山湾 农渔业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 0 0 

诏安湾 
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汞 100% 0 

注：“/”表示没有超标因子。 

水文状况 

海洋表面盐度  2013 年夏季，表层海水盐度范围 0.049~34.852，

自近岸向外海递增，沿岸大河口附近盐度最低，受冲淡水的影响向外

海方向呈舌状分布，形成了陆源径流与海水混合的冲淡水区域。 

海洋表面温度  2013 年月平均海洋表面温度 2 月最低，为 14.6℃；

8 月最高，为 28.7℃；与 2012 年同期比较，4 月、5 月均偏低 0.6℃，

8 月、9 月分别偏高 0.8℃和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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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月 

2013 年东海区海洋表面温度分布图 

8 月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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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东海区海洋表面温度月际变化 

 

2.2 海洋沉积物环境 

2013年，东海区监测海域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铅、镉、

六六六、多氯联苯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有机碳、硫

化物、石油类、汞、铬、锌、砷、滴滴涕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

量标准的站位比例均在98%以上；铜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

准的站位比例为88%。超标区域主要分布在射阳近岸、岱山近岸、

乐清湾、沙埕港、三都澳、闽江口、泉州湾、深沪湾、厦门湾等海

域。近岸以外海域沉积物状况优于近岸海域，所有指标均符合第一

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黄海南部海域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

汞、铅、镉、锌、六六六、滴滴涕和多氯联苯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铜、铬和砷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的站位均在

90%以上。 

东海海域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铅、镉、铬、六六六和多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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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有机碳、硫化物、石油类、汞、

锌、砷和滴滴涕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的站位均在 98%以上；

铜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的站位为 88%。 

主要港湾  对东海区 17 个主要港湾进行了沉积物监测，其中 9

个港湾沉积物质量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9 个港湾的沉积

物出现超标现象，分别为海州湾、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

沙埕港、深沪湾、厦门湾和旧镇湾，主要超标物质为铜，其次为有机

碳、硫化物、石油类、铬、汞和锌超标。 

2013 年东海区主要港湾沉积物状况统计 

港湾名称 主要超标因子 超第一类站位比例 

海州湾 铜 25% 

杭州湾 铜 7% 

象山港 铜 8% 

三门湾 铜、铬 80% 

乐清湾 铜、铬 91% 

沙埕港 铜 57% 

三沙湾 / 0 

罗源湾 / 0 

福清湾 / 0 

兴化湾 / 0 

湄洲湾 / 0 

泉州湾 / 0 

深沪湾 铜 80% 

厦门湾 硫化物、铜、锌 6% 

旧镇湾 石油类 40% 

东山湾 / 0 

诏安湾 / 0 

注：“/”表示没有超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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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洋生物与生态状况 

海洋生物状况 

2013 年夏季，在东海区开展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监测内容包

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的种类组成、数量分

布等，共鉴定出海洋生物 1 667 种。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

和潮间带生物的物种数从北至南呈增加趋势。 

浮游植物密度在福建近岸海域和长江口-杭州湾附近海域较高；

浮游动物密度在黄海南部近岸以外海域较高；底栖生物密度在福建近

岸海域较高；潮间带生物密度在福建近岸潮间带较高。 

2013 年东海区海洋生物的密度和多样性指数 

区域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生物 潮间带生物 

密度 

(104个/ 

立方米) 

多样性 

指数 

密度 

(个/ 

立方米) 

多样性 

指数 

密度 

(个/ 

平方米) 

多样性 

指数 

密度 

(个/ 

平方米) 

多样性 

指数 

江苏近岸海域 568 2.68 82 2.62 14 0.48 101 1.74 

长江口-杭州湾

附近海域 
2 452 1.81 338 2.33 41 1.02 120 1.38 

浙江中南近岸

海域 
864 1.81 213 3.07 87 1.60 326 1.68 

福建近岸海域 4 238 2.23 227 3.00 235 2.68 649 2.33 

黄海南部 

近岸以外海域 
72 2.55 718 2.35 113 3.21 / / 

东海 

近岸以外海域 
230 1.88 367 3.53 145 2.69 / / 

江苏近岸海域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26 种，以硅藻为主，优势种

有尖刺拟菱形藻、冰河拟星杆藻、短角弯角藻、洛氏角毛藻；浮游动

物 48 种，以节肢动物、腔肠动物为主，优势种有真刺唇角水蚤、背

针胸刺水蚤、强壮箭虫、球型侧腕水母；底栖生物 76 种，以节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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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脊索动物为主，优势种有伶鼬榧螺；潮间带生物 56 种，以软体

动物、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泥螺。 

长江口-杭州湾附近海域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67 种，以硅藻为

主，优势种有中肋骨条藻；浮游动物 142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优势

种有太平洋纺锤水蚤、背针胸刺水蚤、虫肢歪水蚤、真刺唇角水蚤、

火腿许水蚤；底栖生物 115 种，以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丝异须虫；

潮间带生物 67 种，以软体动物为主，优势种有光滑狭口螺、紫贻贝、

鳞笠藤壶。 

浙江中南近岸海域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57 种，以硅藻为主，优

势种有中肋骨条藻、尖刺拟菱形藻；浮游动物 150 种，以节肢动物为

主，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背针胸刺水蚤、精致真刺水蚤、针刺拟哲

水蚤、刺尾纺锤水蚤；底栖生物 85 种，以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

不倒翁虫；潮间带生物 92 种，以软体动物、节肢动物为主，优势种

有寡鳃齿吻沙蚕。 

福建近岸海域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315 种，以硅藻为主，优势种

有中肋骨条藻、旋链角毛藻；浮游动物 270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优

势种有锥形宽水蚤；底栖生物 410 种，以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背

蚓虫；潮间带生物 220 种，以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凸壳肌蛤。 

黄海南部近岸以外海域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69 种，以硅藻为主，

优势种为尖刺拟菱形藻、扁面角毛藻、夜光藻、虹彩圆筛藻；浮游动

物 52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软拟海樽、背针

胸刺水蚤、肥胖箭虫；底栖生物 32 种，以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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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强真节虫、豆形短眼蟹、背蚓虫、丝鳃虫、彩虹明樱蛤、钩倍棘蛇

尾。 

东海近岸以外海域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55 种，以硅藻和甲藻为

主，优势种有洛氏角毛藻、扁面角毛藻、尖刺拟菱形藻、薛氏颤藻；

浮游动物 193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肥胖箭虫、

锥形宽水蚤、背针胸刺水蚤、小齿海樽；底栖生物 57 种，以环节动

物为主，优势种有后指虫。 

2013 年东海区海洋生物种类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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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2013 年，对重点监测区的滩涂湿地、河口、海湾等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东海区的 5 个重点监测区中 4 个处于亚健康

状态，1 个处于不健康状态。 

2013 年东海区重点监测区海洋生态系统基本情况 

监测区名称 
生态系统 

类型 
所属经济发展规划区 

监测海域面

积 

（平方公

里） 

健康状况 

苏北浅滩 滩涂湿地 江苏沿海经济区 15 400 亚健康 

长江口 河口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13 668 亚健康 

杭州湾 海湾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5 000 不健康 

乐清湾 海湾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464 亚健康 

闽东沿岸 海湾 海峡西岸经济区 5 063 亚健康 

苏北浅滩  陆源排污、滩涂围垦、过度捕捞和滩涂养殖等是威胁

苏北浅滩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长江口  陆源排污、河口航道整治、滩涂围垦和贫氧区是威胁长

国家海洋局与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合作开展了海洋健康

评估工作，东海分局作为主要参加单位，着手推进海洋健康指数（OHI）在东

海区的适应性研究与应用示范。 

OHI 是海洋健康评估的新方法，其先进性和科学性已获得广泛认可。该

方法从现状、趋势、压力和弹性力四个方面，对海洋健康进行定量评估，涵盖

食物供给、传统渔民的捕捞机会、自然产品、碳汇、海岸防护、海岸带生计与

经济、旅游休闲、海洋乡土感、清洁水域、生物多样性等 10 个领域内容，能

够更为直观地指出海洋开发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东海区的海洋生态系

统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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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杭州湾  滩涂围垦、各类海洋海岸工程建设和陆源排污是威胁杭

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乐清湾  围填海、陆源排污、海水养殖是威胁乐清湾生态系统健

康的主要因素。 

闽东沿岸  陆源排污、围填海、资源过度开发和外来物种入侵是

威胁闽东沿岸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2.4 大气污染物沉降 

2013 年在嵊山开展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结果表明，嵊山海域气

溶胶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春季明显高于其他季节。春季气溶胶中无机

氮和锌的浓度较高，秋季汞和砷的浓度最低。 

2008 年~2013 年浙江嵊山海域大气气溶胶中污染物浓度比较 

与前 5 年均值相比，气溶胶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略高于均值，砷

的浓度明显低于均值。 

2.5 海洋二氧化碳源汇状况 

2013 年，东海区继续开展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走航式断面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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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海上浮标定点监测。 

冬季（2 月）、春季（5 月）大部分监测海域海水从大气中吸收

二氧化碳；夏季（8 月）黄海南部海域及浙江北部近岸海域海水从大

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其他监测海域海水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秋季（11

月）东海区近岸海域大部分区域海水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近岸以外

海域海水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2013 年东海区海-气二氧化碳分压差分布状况 

（正值表示海水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负值表示海水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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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环境灾害与风险 

3.1 赤潮 

2013 年东海区共发现赤潮 26 起，累计影响面积约 2 023 平方公

里。其中，浙江海域发现赤潮 18 起，累计影响面积约 1 417 平方公

里；福建海域发现赤潮 7 起，累计影响面积约 156 平方公里；江苏海

域发现赤潮 1 起，影响面积 450 平方公里。 

2004 年~2013 年东海区赤潮发现情况比较 

赤潮生物主要为东海原甲藻、夜光藻、中肋骨条藻、赤潮异弯藻、

米氏凯伦藻、红色中缢虫等。全年共发现有毒赤潮 2 起，分别发生在

江苏连云港和浙江嵊泗海

域。 

本年度以小面积（小

于 500 平方公里）赤潮为

主。与去年相比，赤潮发

生次数和累计影响面积均

有所减少。 

 

福建海域赤潮航拍图片 



 

19 

2013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3.2 绿潮 

东海区的绿潮主

要发生在黄海南部海

域，最大分布面积约

5-500 平方公里，高发

期在 5 月至 7 月，主

要藻种为浒苔。2013

年 3 月 22 日，在江苏

如东海域（黄海大桥

及阳光岛周边海域）首次发现零星漂浮绿潮藻；4 月，绿潮主要分布

在如东至大丰近岸海域，主要呈零星小斑块状分布；5 月，绿潮主要

分布海域为如东至滨海近岸海域，并逐步向北漂移扩散；6 月，绿潮

面积增加较快，主要分布在射阳至滨海近岸海域，6 月 24 日，绿潮覆

盖面积和分布面积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273 平方公里和 5 506 平方

公里；7 月，近岸海域绿藻明显减少，主要集中在连云港前三岛海域。 

3.3 海洋放射性 

核电站邻近海域放射性状况 

2013 年，对辖区内运营的江苏田湾核电站、浙江秦山核电站、福

建宁德核电站邻近海域的海洋放射性开展了监测。结果表明，核电站

邻近海域海水放射性水平均处于核电站运营前本底范围内，海水中 

锶-90、铯-137 的放射性浓度均远低于海水水质标准的要求。沉积物

江苏滨海海域绿潮航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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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水平处于所在海域本底范围内。核电站邻近海域鲻鱼体内   

镭-226、铯-137 的放射性浓度均远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

标准》中放射性物质限制值。 

东海区海域放射性状况 

2013 年，东海区各监测海域的海洋放射性未现异常。 

大气辐射剂量率  江苏滨海、浙江大戢山、浙江嵊山、浙江南麂、

福建北礵、福建厦门海域的大气γ辐射剂量率全年均未现异常。 

海水放射性状况  对上海金山、浙江镇海、浙江洞头、福建三沙、

福建厦门等近岸海域和东海区近岸以外海域开展了海水放射性跟踪

监测。监测海域的海水中锶-90、铯-137、总铀放射性浓度均处于本底

范围。 

3.4 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 

2013 年，对东海区 10 个重点海水入侵区域、4 个重点土壤盐渍

化区域开展监测，部分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 

海水入侵 

江苏连云港赣榆、盐城大丰、浙江台州椒江、福建长乐和漳州漳

浦沿岸部分地区海水入侵严重；其它 5 处监测区域入侵程度较轻。 

江苏盐城大丰和浙江台州椒江海水入侵距离超过 10 公里，其它

区域海水入侵一般距离都在 5 公里以内。 

与去年相比，江苏连云港赣榆、江苏盐城大丰、上海崇明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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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温瑞平原、浙江台州椒江、福建长乐和泉州泉港监测区域部

分断面海水入侵距离有所增加，其它区域入侵范围有所降低或保持不

变。 

2013 年东海区沿岸海水入侵距离及变化（单位：公里） 

监测断面位置 
枯水期 丰水期 

入侵距离 与 2012 年比较 入侵距离 与 2012 年比较 

江苏连云港赣榆海后村 2.67  2.68  

江苏连云港赣榆大沙村 2.34  1.62  

江苏盐城大丰裕华镇Ⅰ --  15.8  

江苏盐城大丰裕华镇Ⅱ 10.30  10.60  

上海崇明东部Ⅰ 4.78  --  

上海崇明东部Ⅱ --  --  

宁波象山贤庠镇Ⅰ 1.05  1.03  

宁波象山贤庠镇Ⅱ 1.86  1.90  

浙江台州临海杜桥 11.10  12.20  

浙江台州椒江三甲 5.56  9.25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龙湾 5.60  --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瑞安 --  --  

福建长乐市漳港镇Ⅰ 0.67  0.91  

福建长乐市漳港镇Ⅱ 3.02  2.94  

福建泉港后龙镇 --  --  

福建泉港界山镇 0.29  0.30  

福建漳浦梅宅村 2.68  2.68  

福建漳浦刘板村 0.25  0.23  

厦门本岛 0.31 / 0.31 / 

厦门同安 -- / -- / 

厦门翔安 -- / 0.55 / 

备注：升高降低基本稳定--未发生    / 无监测项目 

土壤盐渍化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沿岸土壤盐渍化现象严重，有盐土的分布；江

苏盐城大丰和福建漳州漳浦沿岸有重盐渍化土的分布；上海崇明东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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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有轻盐渍化土的分布。 

江苏盐城大丰盐渍化距岸距离 15.8 公里，盐渍化类型为硫酸盐-

氯化物型；其它区域盐渍化距岸距离小，一般都在 3 公里以内，盐渍

化类型主要为硫酸盐型、硫酸盐-氯化物型、氯化物型。 

与去年相比，江苏盐城大丰和福建漳州漳浦沿岸土壤盐渍化距岸

距离有所增加，其它区域盐渍化距岸距离有所降低或保持不变。 

2013 年东海区沿岸土壤盐渍化距岸距离及变化（单位：公里） 

监测断面位置 
枯水期 丰水期 

距岸距离 与 2012 年比较 距岸距离 与 2012 年比较 

江苏盐城大丰裕华镇Ⅰ --  15.80  

江苏盐城大丰裕华镇Ⅱ --  1.54  

上海崇明东部Ⅰ 2.54  --  

上海崇明东部Ⅱ --  --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龙湾 0.92  --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瑞安 0.16  0.35  

福建漳浦梅宅村 0.65  0.65  

福建漳浦刘板村 0.01  0.01  

备注：升高降低基本稳定-- 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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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点岸段海岸侵蚀 

2013 年，对上海崇明东滩、江苏振东河闸至射阳河口岸段的海岸

侵蚀开展监测，两处岸段存在

一定程度的海岸侵蚀现象。 

崇明东滩   海岸侵蚀区

域集中在南侧的奚家港水闸

至团结沙水闸间的海滩，侵蚀

总面积 0.0253 平方公里，侵蚀

长度 2.51 公里，平均侵蚀宽度

10.1 米，最大侵蚀宽度 25 米。与去年相比，侵蚀程度有所减轻。 

振东河闸至射阳河口  海岸侵蚀区域分布在振东河闸与双洋河口

南侧之间的沿海水产养殖区域，侵蚀总面积 0.9679 平方公里，侵蚀长

度 36.7 公里，平均侵蚀宽度 26.4 米，最大侵蚀宽度 218 米。该岸段

位于废黄河口南侧，缺少泥沙补给，海岸侵蚀明显，造成沿海鱼、虾

塘岸堤被冲毁和养殖区废弃，给养殖户带来经济损失。与去年相比，

侵蚀区域向南扩展。 

崇明东滩南侧侵蚀状况 

扁担河口南侧航空影像（左：2012 年右：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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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贫氧区 

2013 年 8~ 9 月，在长江口以北海域发现贫氧区。贫氧区位于南

黄海南部，中心位置距离江苏南通约 157 公里。贫氧水团分布在下层

水体，厚度约为 10 米~15 米，面积约为 9 300 平方公里，范围明显大

于往年。贫氧区溶解氧最低值为 0.88 毫克/升，溶解氧饱和度为 11.4%。 

监测时段内，在长江口海域（启东嘴以东约 40 公里外海域和浙江

嵊山东侧海域）也发现溶解氧较低的水体，该区域内溶解氧略高于 2

毫克/升，但尚未达到贫氧区的界定标准。 

 

                                                             
将海水溶解氧低于 2 毫克/升的区域称为贫氧区。 

贫氧区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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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突发海洋污染事故 

2013 年 3 月 19 日，英国籍“达飞佛罗里达”号集装箱船在东海

海域（苏岩礁西南约 40 公里）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船体第四、五舱

破损进水，有船用柴油泄漏。溢油所形成的油膜区域海水中石油类超

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他监测指标未见异常。 

 

为落实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风险防控工作要求，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与

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了环境风险排查与评估工作，初步掌握了东海区

主要环境风险类型及重点风险源分布状况。 

东海区海洋环境风险类型主要包括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放射性物质

泄漏、生态灾害（赤潮、绿潮与外来物种入侵）等。溢油风险源主要分布在

天外天和平湖油气区及其管道与终端处理厂、浙江宁波镇海石油储备基地、

浙江舟山岙山岛石油储备基地以及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泉州港和厦门港。

危险化学品泄漏风险源主要位于江苏连云港化工区、江苏南通洋口化工区、

上海化工区、浙江宁波镇海化工区、福建莆田临港化工区。放射性风险源位

于江苏田湾、浙江秦山、浙江三门、福建宁德和福建福清的五座核电站。赤

潮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浙江和福建海域，绿潮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黄海南部

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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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环境监管 

4.1 海洋倾废 

2013 年，东海区签发海洋倾倒许可证 257 份，批准倾倒疏浚物

10 645 万立方米。实际倾倒量 9 716 万立方米，其中 3 339 万立方米

的疏浚物资源化用于吹填，利用率为 34%。与去年相比，总倾倒量减

少了 20%，资源化利用率提高了 6%。 

东海区现有倾倒区 41 个，其中 17 个为国务院批准的海洋倾倒

区，其余 24 个为临时性海洋倾倒区（含 6 个吹泥站）。本年度实际使

用了 27 个倾倒区，其中 17 个为临时性海洋倾倒区；关闭、暂停使用

倾倒区 3 个，选划并重新确立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2 个。 

2013 年，对使用的倾倒区开展了环境状况和海底地形监测。倾倒

区使用前后环境质量差异不明显，未发现倾废活动对邻近海域环境敏

感区的水质、沉积物质量和生物状况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倾倒

区的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有所降低。各倾倒区的水深状况基本稳定，

满足继续倾倒的功能需求。 

2013 年东海区倾倒区使用状况 

倾倒区名称 年倾倒量（万立方米） 

长江口海域疏浚物 1#、2#和 3#海洋倾倒区 3 658 

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 C1、C2、C3 和 C4 吹泥站 3 339 

华润浙江苍南发电厂疏浚物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485 

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458 

温州港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432 

福建东碇临时海洋倾倒区 346 

甬江口七里屿内侧疏浚物倾倒区、甬江口七里屿外侧疏浚物倾倒区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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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区名称 年倾倒量（万立方米）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疏浚物 2#、南临时倾倒区 228 

双礁与黄牛礁连线以北疏浚物倾倒区（北仑倾倒区） 119 

水老鼠礁临时海洋倾倒区 77 

三沙湾疏浚物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60 

吴淞口北倾倒区 50 

泉州湾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38 

岱山海域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35 

象山石浦檀头山临时海洋倾倒区 33 

金山疏浚物临时倾倒区 27 

沙埕港临时海洋倾倒区 21 

椒江口疏浚物倾倒区 20 

西蟹峙临时海洋倾倒区 11 

东山湾临时海洋倾倒区 2 

合计 9 716 

长江口疏浚物海洋倾倒区群   年倾倒量占东海区年倾倒量的

39.0%。各倾倒区的平均水深在 6.2 米~9.8 米之间，水深状况与去年

基本保持一致，倾倒区海域自然冲刷能力较强。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吹泥站  疏浚物的吹填对邻近海域的

渔业资源和环境状况未造成明显影响，航道导堤人工牡蛎礁邻近海域

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稳定。疏浚物吹填上滩的流失率较低，未发现

疏浚物的迁移扩散对长江口深水航道区造成淤积。 

华润浙江苍南发电厂疏浚物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倾倒区水深范

围在 7.5 米～9.8 米之间，自西向东水深逐渐增加。与倾倒区选划初

期相比，水深状况基本保持稳定，未发现明显的淤积现象。 

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倾倒区的水深范围在 5.8 米

~28.0 米之间，水动力条件较好，疏浚物倾倒未对水深状况造成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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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温州港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倾倒区水深范围在 15.2 米~17.2

米之间，海底地形较平坦。夏季，倾倒区出现局部淤积的现象；秋季，

淤积程度大幅减轻，均未对倾倒区的使用造成影响。 

福建东碇临时海洋倾倒区   倾倒区大部分区域的水深范围在

14.0 米~22.4 米之间，倾倒区海底地形总体起伏较缓，未发现明显的

倾倒堆积区。倾倒区的水体自净能力较强，疏浚物的倾倒未对倾倒区

及附近海域的生物生态和渔业资源造成明显影响。 

甬江口七里屿外侧倾倒区  倾倒区大部分区域水深范围在 7.0

米～20.8 米之间，倾倒区中部区域水深相对较小。与倾倒区选划初期

相比，倾倒区平均水深有所减小，可实行分区倾倒。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疏浚物临时倾倒区群  倾倒区

大部分水深范围在 7.0 米~22.0 米之间，倾倒区的水动力条件较好，

水深状况能满足继续使用的需要。倾倒对倾倒区及邻近海域的渔业资

源和航道水深状况的影响较小。 

4.2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 

2013 年，东海区有 3 个移动钻井平台从事勘探作业，在天外天

和平湖油气开发区有 5 个海上油气平台从事生产作业。各平台的生

产水、生活污水、钻井泥浆和钻屑均达标排放，生产水排放总量较

去年略有下降，生活污水、钻井泥浆和钻屑排海总量则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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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天然气处理厂和岱山油气终端处理厂全年分别产生生活污

水 4 482 吨和 5 466 吨，全部处理达标。 

2013 年东海区海上油气平台废弃物排放量 

海上油气平台 
生产水 

(万立方米) 

生活污水 

(万吨) 

钻井泥浆 

(立方米) 

钻屑 

(立方米) 

天外天油气区 3.9 1.7 3.1 929.4 

平湖油气区 61.3 1.3 15.6 101.1 

勘探平台 0 1.3 4 015.6 3 568.9 

天外天油气区、平湖油气区及邻近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良

好，平台邻近海域海水中的各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未

发现海洋油气生产活动对附近海域环境产生影响。 

4.3 涉海工程 

2013 年，对涉海工程施工期、运营期的环保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开展监视监管工作，对工程及其邻近海域开展环境监测与评估。 

围填海活动 

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浙江温州江南涂区域

建设用海填海工程、漳州市古雷区港口陆域和加工物流区填海造地工

程和福建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人工岛工程等 4 个大型围填海工程邻近

海域开展监测。工程未显著改变邻近海域整体流场特征，冲淤变化范

围较小；工程施工未对环境敏感目标造成明显影响，水质和沉积物质

量基本符合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造成局部海域的冲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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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西围堤以西海域、颗珠山南部海域明显淤积，外侧海堤前沿及附

近海域出现一定冲刷。除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外，其它各项监测指标

均符合海洋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围填海监视监管现场 

 

福建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人工岛围填海工程施工现场 

滨海电厂工程 

对华能玉环电厂、浙能乐清电厂和宁德核电厂等 8 个电厂开展温

排水监测，滨海电厂邻近海域生物种类减少，适温范围较窄的海洋生

物生长受到抑制，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生物量较低，呈现小型化趋势，

生物多样性降低。 

宁德核电厂、华能玉环电厂温排水温升扩散面积在环评预测范围

内，未对周边的环境敏感区产生明显影响。浙能乐清电厂温排水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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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升扩散面积超出环评预测范围。福清核电工程邻近海域施工期间监

测水质要素均符合海洋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 

 
宁德核电厂温排水扩散范围 

港口航道工程 

对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工程、南通洋口港工程 2 个港口航道

工程开展监测，工程邻近海域海水中 pH、化学需氧量、石油类和沉

积物中硫化物、有机碳、石油类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

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 

跨海桥梁工程 

对泉州湾跨海通道工程开展监测，工程邻近海域海水中 pH、溶

解氧、化学需氧量、铜、铅和镉均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

求，石油类、悬浮物受施工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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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工程 

对东海大桥风电场开展监测，风电场邻近海域海水中溶解氧、叶

绿素 a、化学需氧量、pH 和沉积物中石油类、硫化物、铜、锌、铬

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群落稳

定性不高，种类相对单一；浮游动物群落稳定，种类较为丰富。 

4.4 海洋保护区 

2013 年，对东海区 17 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开展了海洋环境监

测，其中海洋自然保护区 4 个，海洋特别保护区（包括海洋公园）

13 个。 

东海区海洋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 

所在地 保护区名称 主要保护对象 

江苏省 

江苏连云港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龙王河口沙嘴、秦山岛、竹岛、东西连岛、羊山岛地貌景观 

江苏海门蛎蚜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牡蛎礁和滩涂地貌 

江苏小洋口国家级海洋公园 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资源 

浙江省 

浙江嵊泗马鞍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珍稀濒危生物、重要经济鱼类、贝藻类种质资源、 

无居民海岛岛礁资源以及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 

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渔业资源、鸟类、旅游景观、无人岛等及其海洋生态环境 

浙江宁波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渔业资源、岛礁和领海基点、自然景观及生态环境 

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江豚、黑嘴端凤头燕鸥等 

繁殖鸟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岛礁生态系统 
乐清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滨海湿地、海洋生物资源、红树林群落以及黑嘴鸥、 

中白鹭等多种湿地鸟类 

浙江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 羊栖菜、海洋景观、文化保护 

南麂列岛海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洋贝藻类、鸟类、野生水仙花及其生态环境 

福建省 福建福瑶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岛天然风貌、饮用水源地、鸟类 

全年对 454 个涉海工程进行了 787 次监视监测，共发现 33 个工程违法违

规。其中，福建厦漳跨海大桥工程未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江苏如东县洋

口镇洋口外闸围堤工程开工前未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均已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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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保护区名称 主要保护对象 

福建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蚌资源增殖区、海洋景观、文物保护（显应宫） 

福建湄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洋生物栖息地、海洋景观、文化保护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古树桩、牡蛎礁 

厦门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和白鹭 

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 珍稀海洋物种、沙滩、岸线及湿地、无居民海岛 

福建城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海岛植被、海龟、中国鲎、中华白海豚等 

海洋自然保护区 

与 2012 年相比，监测的保护对象和环境质量状况基本保持稳定。

水质存在超标现象，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总汞；沉积

物质量状况良好。 

浙江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江豚、

凤头燕鸥和中华凤头燕鸥等繁殖鸟类及岛礁生态系统保持原状，大黄

鱼资源有所恢复。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浙江南麂列岛海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海洋贝藻类、鸟

类、野生水仙花及其生态环境基本保持稳定。夏季观测到黑尾鸥和燕

鸥，秋季观测到苍鹭。海水中活性磷酸盐超第一类海洋水质标准；沉

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古数桩数

量稳定。海水中总汞超第一类海洋水质标准；沉积物中粪大肠菌群超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标准。 

福建厦门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中华白海豚和

文昌鱼总体状况稳定。文昌鱼平均栖息密度为 64 尾/平方米，范围为

4~253 尾/平方米；生物量平均为 3.50 克/平方米，范围为 0.15~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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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平方米。2010 年~2013 年，

文昌鱼的生物量呈回升趋势。中

华白海豚种群数量稳定，2013

年共发现 151 次、542 头次。海

水中无机氮超第一类海洋水质

标准；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海洋特别保护区 

与 2012 年相比，监测的保护对象状况总体稳定，水体中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重金属铅、锌和总汞出现超标现象；沉积物质量状况总

体良好。 

浙江嵊泗马鞍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对象基本保持

稳定。海水中活性磷酸盐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超第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对象（鸟类）

数量保持稳定，粉红燕鸥和黑枕燕鸥均出现 250 只以上，褐翅燕鸥出

现 89 只；无居民岛均保持原始状态。海水中无机氮超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浙江宁波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伏虎礁领海基点保

护良好；潮间带贝藻类资源保持稳定，经济鱼类数量增多。海水中无

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厦门海域中华白海豚 



 

35 

2013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浙江乐清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对象红树林群落

及湿地鸟类保持稳定。观测到鸟类 39 种，常见的有小白鹭、青脚鹬、

白头鹎、斑文鸟、红脚鹬、苍鹭、灰头鹀和黑腹滨鹬等。红树林总面

积为 0.13 平方公里，品种为秋茄，密度范围介于 0.9~2.6 万株/公顷，

株高 0.23~3.86 米。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三类海水水质标

准；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海洋公园  福建长乐国家级海洋公园、福建湄洲岛国家级海洋公

园水质良好，其余海洋公园海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无机氮，

江苏小洋口国家级海洋公园、福建福瑶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福建厦

门海洋公园和福建城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部分重金属指标超第一类

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 

 

东海区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工作 

2013 年，东海区沿海各省、市海洋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工作。浙江象山、玉环、洞头及福建

厦门、晋江、东山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为推进海洋生

态文明示范效应，浙江省出台《关于做好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 2013 年工作的指导意见》，完成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总体方案的编制工作；

福建省在 3 个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开展划定海洋生态红线试点工作，并在

取得工作经验后向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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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陆源污染物排海 

江河污染物入海通量 

2013 年，对东海区 37 条主要入海河流实施了污染物入海通量监

测。主要污染物入海通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CODCr）约 1 098 万

吨，氨氮约 22.76 万吨，总磷约 23.00 万吨，石油类约 1.63 万吨，重

金属（铜、铅、锌、镉、汞）约 2.05 万吨，砷 2 351 吨。 

2013 年东海区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单位：吨） 

河流名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重金属 砷 

长江 6 264 780 132 366 171 288 11 470.7 15 455.3 1 974.9 

闽江 1 170 931 10 337 6 423 570.6 1 315.0 129.5 

钱塘江 992 800 19 923 17 511 1 224.0 776.5 47.7 

灌河口 556 567 2 085 4 075 734.9 163.6 16.4 

瓯江 380 810 3 622 8 245 432.4 213.3 23.4 

椒江 291 485 1 908 1 216 223.8 45.7 11.9 

黄浦江 233 387 15 253 3 077 293 1 593 58 

甬江 148 154 6 029 2 034 112.2 72.4 5.3 

飞云江 119 211 987 6 088 49.7 43.3 11.3 

九龙江 107 000 10 900 2 350 324.0 197.4 14.3 

鳌江 98 127 10 306 2 898 40.6 16.6 8.7 

交溪 93 363 214 390 173.4 85.1 7.4 

漳江 78 236 335 171 46.4 5.6 0.7 

临洪河口 70 233 645 973 144.1 78.9 6.7 

小洋口外闸 59 143 707 629 32.3 26.0 8.3 

敖江 44 134 85 160 85.7 34.4 2.3 

晋江 38 279 1 661 400 109.9 61.6 3.3 

霍童溪 38 616 248 47 29.6 28.3 0.3 

射阳河 33 381 850 116 16.7 28.5 3.5 

龙江 17 302 1 332 409 23.5 42.8 0.1 

新洋港口 15 614 210 111 15.0 13.3 3.0 

遥望港入海口 15 599 109 143 9.7 8.4 2.0 

黄沙港河 14 730 206 73 2.0 11.5 1.6 

木兰溪 11 196 1 593 1 282 49.0 144.4 0.2 

通吕河 13 388 148 70 11.6 6.3 1.4 

斗龙港 11 965 203 52 2.7 1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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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名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重金属 砷 

杯溪 11 392 58 14 5.6 7.8 0.2 

同安东西溪 9 002 1 689 318 22.3 10.2 0.7 

苏北灌溉总渠 8 864 148 23 1.6 16.3 1.5 

诏安东溪 7 811 15 88 33.1 7.2 0.7 

川东港河口 5 805 212 35 2.2 4.3 0.6 

利民河 5 600 151 29 1.1 5.5 0.8 

中山河 4 442 86 37 0.6 6.5 0.9 

梁垛北河 3 579 51 9 0.3 1.6 0.5 

大丰河 3 445 68 16 1.5 3.2 0.4 

梁垛南河 2 714 30 9 0.3 1.4 0.4 

四卯酉闸入海口 1 327 14 8 0.7 1.4 0.3 

合计 10 982 409 227 639 230 060 16 297 20 544 2 351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013 年，对 123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开展监督性监测。江苏省、

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所监测的排污口数量比例依次为 11.4%、

7.3%、26.0%、55.3%。排污口邻近海域共涉及到 18 类海洋功能

区，设置在海水增养殖区、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海

洋功能敏感区周边的排污口共占监测总数的 34%。 

 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123 个入海排污口的污水排放总量约 113 亿吨，污染物排放总

量约 68.2 万吨。其中，悬浮物约 50.6 万吨，占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

的 74%；化学需氧量（CODCr）约 15.8 万吨，占 23%；氨氮约 1.5

万吨，总磷约 0.3 万吨，石油类约 448 吨，重金属和砷共约 115

吨，有机类（氰化物、挥发酚、六六六、滴滴涕、多氯联苯、硝基

苯、苯胺等）共约 10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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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东海区监测排污口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入海排污口排放的主要超标污染物（指标）包括总磷、粪大肠

菌群、化学需氧量（CODCr）和悬浮物，超标率分别为 35%、

33%、20%、17%。 

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占全年监测总次数的比例为 43%。江

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福建省达标排放次数与各自年度监测总次

数之比分别为 27%、79%、21%、51%。 

2013 年东海区各省、市监测排污口达标情况 

省（市） 超标次数 未超标次数 监测总次数 年度达标率 

江苏省 41 15 56 27% 

上海市 7 27 34 79% 

浙江省 89 24 113 21% 

福建省 130 138 268 51% 

合计 267 204 471 43% 

 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洋环境 

2013 年，分别对部分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水质、沉积物质量、

生物质量和底栖生物开展了监测。 

海水质量  54 个排污口中，有 42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

足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要求，占 78%，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与去年相比，3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恶化，1 个排污口邻近

海域水质好转，其余维持原状。 

沉积物质量  53 个排污口中，有 13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物质

省（市）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合计 

监测排污口数量（个） 14 9 32 68 123 

污水排放量（万吨） 6 726 189 608 41 308 892 790 1 130 432 

污染物排放量（万吨） 1.7 10.5 4.9 51.1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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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占 25%，主要超标污染物

（指标）为粪大肠菌群、铜和镉，个别站位滴滴涕超标。与去年相比，

3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物质量有所好转，3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

物质量下降，其余维持原状。 

生物质量  16 个排污口中，共有 15 个排污口采集到贝类样品，

其中 10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生物质量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环境质

量要求，占 67%。超标污染物（指标）为石油烃、粪大肠菌群、铅、

砷、锌、铜、汞和滴滴涕。 

海洋垃圾状况 

2013 年，对东海区沿海省、市 14 处海域（海滩）开展了海洋垃

圾监测，包括海滩垃圾、海面漂浮垃圾和海底垃圾的种类和数量。海

洋垃圾以塑料类和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垃圾居多。 

海滩垃圾  监测海域海滩垃圾多达 183 种，其中塑料类垃圾最

多，占 52%；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占 23%；木制品类、金属类、织物

（布）类、玻璃类、橡胶类、纸类和其它人造物品类垃圾数量比例范

围为 2%~8%。平均个数为 27 190 个/平方公里，平均密度为 2 128 千

克/平方公里，平均个数基本与去年持平，平均密度比去年增加 61%。

象山石浦皇城沙滩、金山区山阳镇渔业村海滩、泉州崇武西沙海域的

海滩垃圾数量分列前三位。 

海面漂浮垃圾  监测海域海面漂浮垃圾共有 46 种，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类垃圾最多，占 72%，塑料类和木制品类分别占 15%和 10%。

漂浮的大块和特大块垃圾平均个数为 20 个/平方公里，比去年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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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表层水体小块及中块垃圾平均个数为 2613 个/平方公里，比去

年增加了 42%；平均密度为 13.8 千克/平方公里，比去年减少了 13%。

象山石浦皇城沙滩、泉州崇武西沙海域、洞头状元岙元觉岛的海面漂

浮垃圾数量分列前三位。 

 

2013 年监测海域海洋垃圾分类 

海底垃圾  监测海域海底垃圾共有 16 种，塑料类比例为 89%，

纸类、木制品类、其它人造物品分别占 8%、2%和 1%。海底垃圾平

均个数为 632 个/平方公里，平均密度为 13 千克/平方公里，分别比去

年增加了 25%和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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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益服务 

5.1 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 

海水浴场 

2013年，对东海区8个重点海水浴场进行了连续监测和综合评价，

并通过各级政府网站、电视台等多种媒体实时发布海水浴场的游泳适

宜度。 

水质状况  水质为优和良的天数占 96.8%，水质为差的天数占

3.2%。浙江舟山朱家尖、福建泉州青山湾、平潭龙王头和东山马銮湾

4 个海水浴场每日水质等级均为优或良。江苏连云港东西连岛海水浴

场个别时段水体透明度低，浙江温州南麂和厦门黄厝海水浴场海面偶

尔有漂浮物，崇武西沙湾海水浴场个别天数粪大肠菌群超标，水质受

到影响。 

游泳适宜度  适宜和较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为 76.7%，不适宜游

泳的天数比例为 23.3%。厦门黄厝海水浴场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最高，

达 87.4%；其次为舟山朱家尖和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平潭龙王头海

水浴场风浪较大，适宜游泳天数比例较低，为 58.6%。 

游泳适宜时段  厦门黄厝和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数

较多，6 月~10 月均适宜；泉州青山湾和崇武西沙湾海水浴场适宜游

泳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7 月~10 月；舟山朱家尖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

为 7 月~9 月；平潭龙王头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为 7 月~8 月；连云

港东西连岛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主要在 8 月；温州南麂海水浴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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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游泳时间在 7 月份。 

2013 年东海区海水浴场与滨海旅游度假区状况 

滨海旅游度假区 

2013年，对东海区7个滨海旅游度假区进行了连续监测和综合评

价，并通过各级政府网站、电视台等多种媒体实时发布滨海旅游度假

区的旅游适宜度。滨海旅游度假区总体环境质量良好，适宜开展旅游

休闲活动。 

江

苏

浙

江

福

建

海州湾

上海

长江口

杭州湾

长

江

台

湾

黄

海

东

海

福州

厦门

台

湾

海

峡

温州

宁波

舟山群岛

启东

连云港

莆田

漳州

台州

盐城

南通

宁德

泉州

象山港

三门湾

台州湾

沙埕港

三沙湾

钓鱼岛

闽江口

湄州湾

兴化湾

福清湾

泉州湾

围头湾

东山湾

乐清湾

瓯江口

射阳河口

洋口港

灌河口

连云港东西连岛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水浴场
旅游适宜度：
    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水温低、降雨

适宜游泳天数：
    73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
的主要原因：
   降雨

舟山嵊泗滨海旅游度假区
旅游适宜度：
    很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水温低、降雨
风浪大

上海金山滨海旅游度假区
旅游适宜度：
    很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水温低、降雨

舟山朱家尖海水浴场

适宜游泳天数：
    92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降雨

温州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

适宜游泳天数：
    69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风浪大、浮沫垃圾

平潭龙王头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水浴场

旅游适宜度：
    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降雨、风浪大

适宜游泳天数：
    112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风浪大

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

适宜游泳天数：
    166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无

厦门环岛东路滨海旅游度假区、黄厝海水浴场

旅游适宜度：
    很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无

适宜游泳天数：
    167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无

厦门鼓浪屿滨海旅游度假区
旅游适宜度：
    很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无

崇武西沙湾海水浴场

适宜游泳天数：
    145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降雨、风浪大

泉州青山湾海水浴场

适宜游泳天数：
    152天
影响游泳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降雨、风浪大

上海奉贤滨海旅游度假区
旅游适宜度：
    很适宜
影响旅游适宜度的
主要原因：
    水温低、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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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状况  7个滨海旅游度假区水质指数均在3.5以上，水质优良。 

旅游适宜度  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为3.7，适宜开展海钓、

海滨观光和沙滩娱乐等多种休闲（观光）活动。连云港连岛和平潭龙

王头海水浴场受降雨、风浪等影响，对旅游观光带来一定影响，平均

休闲（观光）活动指数低于3.5。 

旅游适宜时段  连云港东西连岛滨海旅游度假区旅游适宜时段为

8月~9月；金山和奉贤滨海旅游度假区旅游适宜时段为6月、8月和9月；

舟山嵊泗列岛风景名胜区旅游适宜时段为7月~9月；平潭龙王头滨海

旅游度假区旅游适宜时段为6月~8月；厦门鼓浪屿和环岛路东部滨海

旅游度假区旅游适宜时段较长，为5月~10月。 

 

5.2 海水增养殖区 

2013年，监测的14个海水增养殖区均可满足海水增养殖活动的功

能要求。其中，86%的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为“优良”，14%为“较

好”。 

 

环境状况指数和各类休闲（观光）指数的赋分分级 

5.0~4.5：环境状况极佳，非常适宜开展休闲（观光）活动； 

4.4~3.5：优良，很适宜开展休闲（观光）活动； 

3.4~2.5：良好，适宜开展休闲（观光）活动； 

2.4~1.5：一般，适宜开展休闲（观光）活动； 

1.4~1.0：较差，不适宜开展休闲（观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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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东海区海水增养殖区养殖环境质量状况 

省份 养殖区名称 综合环境质量等级 与 2012 年比较 

江苏省 

海州湾增养殖区 优良  

如东紫菜增养殖区 优良  

启东贝类增养殖区 优良  

浙江省 

舟山嵊泗养殖区 优良  

中街山养殖区 优良  

象山港养殖区 较好  

三门湾养殖区 优良  

三门浦坝港养殖区 优良  

临海洞港养殖区 优良  

乐清湾养殖区 优良  

大渔湾养殖区 优良  

福建省 

三沙湾增养殖区 较好  

罗源湾增养殖区 优良  

东山湾增养殖区 优良  

注：表示好转；表示保持。 

江苏省海域的 3 个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均为“优良”；浙江省

海域的 8 个海水增养殖区中，7 个环境质量为“优良”，1 个环境质量

为“较好”；福建省海域的 3 个海水增养殖区中，2 个环境质量均为

“优良”，1 个环境质量为“较好”。 

 

                                                             
根据《海水增养殖区环境综合评价指南》，将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状况由好到差分为四级：优良、较

好、及格、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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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动与措施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海洋环境管理 

2013 年，东海区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围绕环境保护责任制，不断

推进制度建设，规范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提升管控海洋的能力。东

海分局组织开展废弃物海洋倾倒费收费标准调整论证工作；印发《关

于进一步推进海洋倾废记录仪安装运行的通知》，全面推进东海区海

洋倾废仪安装工作。福建省将《海洋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办法》和《入

海污染物溯源追究办法》列入立法计划；浙江省出台《浙江省海洋环

境监测管理规定》，完成《浙江省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修

订；江苏省组织开展了重点海域海洋环境容量研究；厦门市出台《美

丽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方案》；宁波市出台《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环评报告书核准办理指南》。 

改善生态环境，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2013 年，东海区各省市深

入开展海洋生态环境整治和

修复，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

与管理，以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为抓手，全力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福建省开展

罗源湾、泉州湾等整治与生

态修复，清理岸线 20 多公里，
福建泉州湾红树林人工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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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大米草 3 500 多亩，种植红树林面积 2 500 多亩。浙江省从建设、

宣传和探索三方面有序推动象山、玉环和洞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工作，并以温州市为试点开展生态红线制度研究。上海市开展了海

洋生态环境修复行动，在近岸海域投放抱卵脊尾白虾 250 多万尾、贝

类近 5 000 多万只，建立了海藻生态示范区。江苏省大力推进海州湾

海洋牧场建设，形成人工鱼礁调控渔场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厦门市

通过改造海堤开口、重构近岸红树林滨海湿地等措施大力推进海湾综

合整治，推动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宁波市推进象山港海洋生态

修复和甬江口附近海域海底地形整治专项工作，开展象山港污染物总

量控制和考核制度试点研究工作。 

提升在线监控能力，深化海洋环境监管 

东海区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推进在线监测技术在海洋环境监管

中的应用。东海分局建设完成海洋倾废动态实时监管系统，已安装 100

余艘倾废船舶；建成并运行了平湖油气平台、江苏龙源海上风力发电

区、厦门珍稀物种自然保护区、三沙湾养殖区等各类型在线监控系统，

实现了视频在线监控与

现场监视监管相结合的

管控模式。江苏省积极推

进入海排污口综合数据

库和在线监控系统建设。

浙江省大力推进近岸海

域生态浮标实时监测系
浙江大陈岛海域生态浮标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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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完成舟山、台州、温州和宁波等 6 个生态监测浮标布放工作；

宁波市完成了渔山列岛海域、韭山列岛海域、松兰山海滨浴场的 4 个

近岸海域水质在线监测浮标的布放。 

加强风险防范，应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 

东海区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不断健全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机制，加强海洋环境风险防范，积极应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

东海分局组织开展南黄海绿潮源头调查与防控研究工作，联动开展海

上溢油应急演练，完成东海区海上油气平台及管线风险评估，深化东

海区海洋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针对 3 月 19 日“达飞佛罗里达”

号溢油事故，利用卫星、航空、船舶等开展全方位的应急监视监测及

预警，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监测应急信息并在分局网站发布相关信息。

海区各省市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认真落实赤潮等海洋环境灾害应急监

测监视和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发布赤潮的预警预报，最大限度减轻灾

害造成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