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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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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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东海区管辖海域北起江苏赣榆，南至福建诏安，包含黄海南部和

东海海域，岸线曲折、漫长，港湾、岛屿众多，流系复杂，海洋资源

丰富。东海区沿岸分布江苏、上海、浙江和福建三省一市，经济发达，

人类活动和海洋开发利用强度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增加。

2016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组织实施东海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共布设监测站位4000余个，获取监测数据42万余组。 

2016年，东海区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近岸以外海水基本符合

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近岸局部海域污染较为严重。冬季、春季、

夏季和秋季，东海区近岸海域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分

别是38114、33658、24229和36119平方千米，分别占近岸海域的32%、

28%、20%和30%。与2011年～2015年夏季平均值相比，东海区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减少了31%。 

东海区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国家级海洋保护区保护对象

和海洋环境状况基本保持稳定。部分近岸典型生态系统健康受损，监

测的近岸海域浅滩、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海洋倾废、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涉海工程未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

及其他海上活动产生明显影响，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

                                                             
*
 根据《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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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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重点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海水增养

殖区环境质量基本能满足海水增养殖活动的功能要求。 

陆源污染物排放对近岸局部海域海洋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36

条主要监测的入海河流中，全年不符合监测断面功能区水质标准要求

的河流有 22 条，占 61%，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赤潮发现次数和

累计影响面积有所增加，共发现赤潮 37 次，累计影响面积约 5714 平

方千米。绿潮最大覆盖面积比去年减少 24%。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

土壤盐渍化等问题依然存在。 

2016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全面贯彻海洋强国和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战略部署，组织东海区三省一市（苏、浙、沪、闽）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切实落实海洋环境质量目标考核，大力推进在线实时监控系

统建设和海洋环境监测机构能力建设，加强海洋保护区的选划与管理，

试点开展排污总量控制、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工作，深化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 

 

 



 

3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2 海洋环境状况 

2.1 海水 

海水环境质量状况 

2016年春季、夏季开展了东海区全海域海水质量监测；秋季、

冬季开展了东海区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监测。监测指标包括pH、溶解

氧、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重金属等。 

东海区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近岸以外海水基本符合第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春季和夏季，近岸以外海域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分别是9465平方千米和10126平方千米。 

近岸局部海域污染较为严重。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东海区

近岸海域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分别是99847、86728、

72759和87979平方千米，占近岸海域的比例分别为84%、73%、61%

和74%；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分别是38114、33658、

24229和36119平方千米，占近岸海域的比例分别为32%、28%、20%

和30%，主要分布在江苏近岸、长江口、杭州湾、浙江近岸及三沙湾、

闽江口、厦门港等近岸海域。超标因子主要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局部海域化学需氧量、溶解氧、石油类和重金属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

准。 

                                                             

 全海域包括近岸海域和近岸以外海域。 

近岸海域指《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确定的海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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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016年夏季东海区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各类海域面积 

与去年夏季相比，东海区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减

少了10253平方千米，减少了30%。 

与2011年～2015年夏季平均值相比，东海区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的海域面积增加了30%；符合第三类、第四类和劣于第四类的海

域面积分别减少了6%、23%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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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东海区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各类海域面积（平方千米） 

季节 水质等级 近岸海域 近岸以外海域 全海域 

冬季 

第二类水质 19015  / / 

第三类水质 18781  / / 

第四类水质 23937  / / 

劣四类水质 38114  / / 

合计 99847   / 

春季 

第二类水质 17647  6108  23755 

第三类水质 22799  2843  25642 

第四类水质 12624  369  12993 

劣四类水质 33658  145  33803 

合计 86728 9465 96193 

夏季 

第二类水质 22902 10071  32973 

第三类水质 14620 53  14673 

第四类水质 11008 2  11010 

劣四类水质 24229 0  24229 

合计 72759 10126 82885 

秋季 

第二类水质 25790  / / 

第三类水质 13279  / / 

第四类水质 12791  / / 

劣四类水质 36119  / / 

合计 87979   / 

注：“/”代表未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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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东海区海域水质等级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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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海域主要水质监测指标监测结果如下： 

pH 海水pH范围为7.04～8.91，各季节无明显差异。春季和夏季，

受赤潮影响，局部海域pH异常偏高。 

溶解氧 表层海水中溶解氧含量范围为2.94毫克/升～17.80毫克/

升，底层范围为0.22毫克/升～9.02毫克/升。夏季，长江口外海域出现

低氧现象，低氧区溶解氧含量低于2.0毫克/升，低氧区面积约为1572

平方千米。 

化学需氧量 海水中化学需氧量基本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等近岸海域个别站位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 

无机氮 海水中无机氮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主要集中

在近岸海域，尤其是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

三沙湾、闽江口、厦门港等重要河口港湾区域。 

活性磷酸盐 海水中活性磷酸盐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

主要集中在灌河口、射阳河口、新洋港河口、长江口、杭州湾、象山

港、台州湾、三沙湾、闽江口、厦门港、诏安湾等近岸海域。 

石油类 海水中石油类基本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如东

近岸、长江口和舟山外海部分区域个别站位石油类超标。 

重金属 海水中重金属基本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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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富营养化状况 

春季和夏季，东海区海水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域面积分别为

59140和52705平方千米，重度富营养化海域主要集中在灌河口、长江

口、杭州湾、闽江口、厦门港等局部海域。与去年夏季相比，中度和

重度富营养化状况的海域面积分别减少了12685和6193平方千米。 

2016年东海区海水富营养化海域面积（平方千米） 

 
富营养化等级 近岸海域 近岸以外海域 全海域 

冬季 

轻度 36952 / / 

中度 30361 / / 

重度 14420 / / 

合计 81733 / / 

春季 

轻度 28613 139 28752 

中度 15967 0 15967 

重度 14421 0 14421 

合计 59001 139 59140 

夏季 

轻度 28084 1956 30040 

中度 10670 0 10670 

重度 11995 0 11995 

合计 50749 1956 52705 

秋季 

轻度 24483 / / 

中度 17583 / / 

重度 17645 / / 

合计 59711 / / 

备注：“/”代表未开展监测。 

                                                             

 富营养化状态依据富营养化指数（E）计算结果确定。该指数计算公式为 E=[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

性磷酸盐]×106/4500，E≥1 为富营养化，其中，1≤E≤3 为轻度富营养化，3＜E≤9 为中度富营养化，E

＞9 为重度富营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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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东海区海水富营养化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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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海湾环境状况 

2016 年，对东海区 17 个面积大于 100 平方千米的主要海湾进行

了监测。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全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

海湾分别为 7 个、5 个、2 个和 6 个，其中杭州湾和象山港各季节水

质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是各海湾的主要

超标因子。 

 

东海区四市入选国家首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 

2016 年 10 月，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舟山市、福建省福州市、福

建省厦门市与天津滨海新区、青岛、烟台、湛江一道，成为国家首批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 

南通市将推动沿海、沿江跨领域、跨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海洋高端

装备产业和海洋生物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舟山市将集成要素资源，形成

一批创新型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重点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福州市将

着重发展海洋生物、海洋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提升海洋生

物和海洋高端装备产业地位。厦门市将注重海洋金融产品开发，在海洋

生物医药与制品、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优势产品，促进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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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夏季东海区重点海湾海水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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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气污染物沉降 

2016 年 2 月、5 月、8 月、10 月，在江苏省连云港、浙江省嵊山、

福建省北礵开展了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 

与 2011 年~2015 年的平均值相比，2016 年嵊山海域干沉降中总

悬浮颗粒物、硝酸盐、铵盐、砷、铜、镉、铅、锌的浓度均有所下降，

汞浓度有所上升；湿沉降中镉、铅、锌、铜的含量均明显下降。 

  

浙江嵊山海域大气气溶胶中污染物浓度比较 

（总悬浮颗粒物：毫克/立方米；铜、硝酸盐、铵盐：微克/立方米；镉、铅、砷、锌、汞：纳克/立方米） 

 

浙江嵊山海域降水监测指标浓度比较 

（铜、铅、镉：微克/升，锌：毫克/升）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连云港海域湿沉降中硝酸盐含量明显增

加，锌、铜含量有所上升，镉、铅含量下降，铵盐、亚硝酸盐、磷酸

盐含量无明显变化；北礵海域湿沉降中镉、铜含量有所上升，锌、铅

含量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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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降水监测指标浓度比较（微克/升） 

（左图：江苏连云港海域，右图：福建北礵海域） 

2.4 海洋二氧化碳源汇状况 

2016 年，东海区开展了 2 次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监测工作。 

2 月，东海区监测海域表层海水二氧化碳分压总体低于大气，海

水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 

8 月，长江口、杭州湾以外海域表层海水二氧化碳分压低于大气，

海水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东海区其它海域海水向大气释放二氧化

碳。 

结合 2015 年 5 月和 11 月监测结果，东海区海域四季总体均表现

为大气二氧化碳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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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监测海域海-气二氧化碳分压差（微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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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生态状况 

3.1 海洋生物状况 

2016 年，对东海区开展了 2 次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内容包括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浅海大型底栖生物和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种类

组成、数量分布。春季开展了近岸海域监测，夏季开展了全海域监测。 

春季，东海区近岸海域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296 种，浮游动物 302

种，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489 种；浮游植物密度在福建近岸海域较高，

多样性指数基本呈现由北向南升高的趋势。 

夏季，东海区海域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324 种，浮游动物 425 种，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527 种，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 335 种；受赤潮的影

响，长江口-杭州湾附近海域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密度很高，浅海

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基本呈现由北向南升高的趋势，潮间

带大型底栖生物在浙江中南部种类较多。 

江苏近岸海域 

春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19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中肋骨条藻、布氏双尾藻和星脐圆筛藻等；浮游动物 54 种，以节肢

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真刺唇角水蚤和小拟哲水蚤等；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113 种，以节肢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金氏真蛇

尾、纵肋织纹螺和长吻沙蚕。 

夏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45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短角弯角藻、旋链角毛藻和泰晤士扭鞘藻等；浮游动物 76 种，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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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真刺唇角水蚤、背针胸刺水蚤和强壮箭虫；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101 种，以节肢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纵肋织纹

螺、棘刺锚参和长吻沙蚕等；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 48 种，以软体动

物种数最多。 

长江口-杭州湾附近海域 

春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15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中肋骨条藻、虹彩圆筛藻和琼氏圆筛藻；浮游动物 110 种，以节肢动

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华哲水蚤、虫肢歪水蚤和中华哲水蚤；浅海大

型底栖生物 128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丝异须虫。 

夏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29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中肋骨条藻；浮游动物 176 种，以节肢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太平

洋纺锤水蚤、背针胸刺水蚤和虫肢歪水蚤；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157 种，

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不倒翁虫；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 102

种，以软体动物种数最多。 

浙江中南近岸海域 

春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22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琼氏圆筛藻、夜光藻和中华盒形藻等；浮游动物 116 种，以节肢动物

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和大西洋五角水母；浅海大型底栖生

物 167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不倒翁虫、薄云母蛤和双

鳃内卷齿蚕。 

夏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44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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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氏角毛藻、中肋骨条藻和旋链角毛藻等；浮游动物 185 种，以节肢

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太平洋纺锤水蚤、肥胖箭虫和针刺拟哲水蚤

等；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158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不倒

翁虫和双鳃内卷齿蚕；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 207 种，以软体动物种数

最多。 

福建近岸海域 

春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86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旋链角毛藻、中肋骨条藻和星脐圆筛藻等；浮游动物 204 种，以节肢

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太平洋纺锤水蚤和五角水母；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262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菲律宾蛤

仔。 

夏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93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中肋骨条藻和旋链角毛藻；浮游动物 234 种，以节肢动物种数最多，

优势种有锥形宽水蚤、太平洋纺锤水蚤和肥胖箭虫；浅海大型底栖生

物 314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奇异稚齿虫；潮间带大型

底栖生物 131 种，以软体动物种数最多。 

黄海南部近岸以外海域 

夏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68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三角角藻、梭角藻和具尾鳍藻等；浮游动物 58 种，以节肢动物种数

最多，优势种有真刺唇角水蚤、百陶箭虫和太平洋纺锤水蚤等；浅海

大型底栖生物 50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薄索足蛤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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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须虫。 

东海近岸以外海域 

夏季，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90 种，以硅藻类种数最多，优势种有

尖刺拟菱形藻和旋链角毛藻；浮游动物 232 种，以节肢动物种数最多，

优势种有肥胖箭虫、小齿海樽和太平洋纺锤水蚤等；浅海大型底栖生

物 79 种，以环节动物种数最多，优势种有奇异稚齿虫和背蚓虫。 

 

首次开展东海区游泳动物试点监测 

2016 年，首次开展了东海区游泳动物试点监测，监测区域

在长江口、杭州湾、乐清湾和闽东沿岸海域。 

共鉴定出游泳动物 120 种，以鱼类和虾类为主。长江口海

域优势种有葛氏长臂虾、焦氏舌鳎和日本鼓虾等，杭州湾海域

优势种有安氏白虾、红狼牙虾虎鱼和葛氏长臂虾等，乐清湾海

域优势种有孔虾虎鱼、三疣梭子蟹和日本花鲈等，闽东沿岸海

域优势种有孔虾虎鱼、三疣梭子蟹和棘绿鳍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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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春季东海区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和浅海大型底栖生物物种数、密度、多样性指数及主要优势种 

监测海域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物种数 

（种） 

密度 

(×10
4个/立方米) 

多样性 

指数 

主要优势种 

物种数 

（种） 

密度 

(个/立方米) 

多样性 

指数 

主要优势种 

物种数 

（种） 

密度 

(个/平方米) 

多样性指数 主要优势种 

江苏近岸 

海域 

119 25 2.58 

中肋骨条藻 

布氏双尾藻 

星脐圆筛藻 

54 202 2.07 

中华哲水蚤 

真刺唇角水蚤 

小拟哲水蚤 

113 11 0.26 

金氏真蛇尾 

纵肋织纹螺 

长吻沙蚕 

长江口-杭州湾 

附近海域 

115 53 1.35 

中肋骨条藻 

虹彩圆筛藻 

琼氏圆筛藻 

110 240 1.70 

华哲水蚤 

虫肢歪水蚤 

中华哲水蚤 

128 26 0.98 丝异须虫 

浙江中南 

近岸海域 

122 42 2.00 

琼氏圆筛藻 

夜光藻 

中华盒形藻 

116 311 2.24 

中华哲水蚤 

大西洋五角水母 

167 147 1.82 

不倒翁虫 

薄云母蛤 

双鳃内卷齿蚕 

福建近岸 

海域 

186 390 1.82 

旋链角毛藻 

中肋骨条藻 

星脐圆筛藻 

204 182 2.62 

中华哲水蚤 

太平洋纺锤水蚤 

五角水母 

262 130 2.14 菲律宾蛤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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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夏季东海区浮游生物和浅海大型底栖生物物种数、密度、多样性指数及主要优势种 

监测海域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底栖生物 

物种数 

（种） 

密度 

(×10
4个/立方米) 

多样性指数 主要优势种 

物种数 

（种） 

密度 

(个/立方米) 

多样性指数 主要优势种 

物种数 

（种） 

密度 

(个/平方米) 

多样性指数 主要优势种 

江苏近岸 

海域 
145 1443 2.75 

短角弯角藻 

旋链角毛藻 

泰晤士扭鞘藻 

76 717 2.35 

真刺唇角水蚤 

背针胸刺水蚤 

强壮箭虫 

101 12 0.29 

纵肋织纹螺 

棘刺锚参 

长吻沙蚕 

长江口-杭州湾 

附近海域 
129 12800 1.22 中肋骨条藻 176 2313 2.06 

太平洋纺锤水蚤 

背针胸刺水蚤 

虫肢歪水蚤 

157 49 1.08 不倒翁虫 

浙江中南 

近岸海域 
144 1919 2.14 

洛氏角毛藻 

中肋骨条藻 

旋链角毛藻 

185 386 3.07 

太平洋纺锤水蚤 

肥胖箭虫 

针刺拟哲水蚤 

158 130 2.10 
不倒翁虫 

双鳃内卷齿蚕 

福建近岸 

海域 
193 3179 2.15 

中肋骨条藻 

旋链角毛藻 

234 164 3.14 

锥形宽水蚤 

太平洋纺锤水蚤 

肥胖箭虫 

314 128 2.60 奇异稚齿虫 

黄海南部 

近岸以外海域 
68 11 2.24 

三角角藻 

梭角藻 

具尾鳍藻 

58 438 2.16 

真刺唇角水蚤 

百陶箭虫 

太平洋纺锤水蚤 

50 66 2.66 
薄索足蛤 

丝异须虫 

东海近岸 

以外海域 
90 1111 1.87 

尖刺拟菱形藻 

旋链角毛藻 

232 655 3.28 

肥胖箭虫 

小齿海樽 

太平洋纺锤水蚤 

79 177 2.62 
奇异稚齿虫 

背蚓虫 



 

21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2016年春季东海区近岸海域海洋生物种类分布状况 

硅藻 

图  例 

节肢动物 

其它 

甲藻 

腔肠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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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肢动物 

环节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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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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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江苏近岸 

0种 

100种 

2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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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底栖生物 

长江口-杭州湾 

0种 

100种 

200种 

300种 

400种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底栖生物 

浙江中南近岸 

0种 

100种 

200种 

300种 

400种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底栖生物 

福建近岸 

0种 

100种 

200种 

300种 

400种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底栖生物 



 

22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2016年夏季东海区海洋生物种类分布状况 

 

硅藻 

图  例 

节肢动物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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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肠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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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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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南近岸 

0种 

100种 

200种 

300种 

400种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底栖生物 

潮间带大型 

底栖生物 

东海近岸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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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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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近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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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浅海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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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大型 

底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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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2016 年，对东海区的滩涂湿地、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进行评价。东海区的 5 个生态监控区中，4 个处于亚健康状态、1 个

处于不健康状态。 

2016 年东海区生态监控区海洋生态系统基本情况*
 

生态 

监控区名称 

生态系统 

类型 
所属经济发展规划区 

监测海域面积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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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部分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沉积环境

总体良好；浮游植物密度偏高，浅海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偏高。

互花米草、碱蓬和芦苇是苏北浅滩湿地的主要植被，与去年相比，滩

涂植被面积略有减少。陆源排污、滩涂围垦和滩涂养殖等是影响苏北

浅滩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
 

*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分为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 3 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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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等生态压力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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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但生态系统主

要服务功能尚能发挥。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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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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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等生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

承载能力。生态系统在短期内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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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部分水体处于严重富营养化状态；沉

积环境总体良好；生物体内镉、铅、砷和石油烃残留水平较高；浮游

植物密度和浅海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偏高，鱼卵和仔稚鱼密度偏低。陆

源排污和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入侵是影响长江口生态系统健康的主

要因素。 

杭州湾 

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无机氮含量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环境良好；浮游动物密度、鱼卵和仔稚鱼

密度、浅海大型底栖生物密度与生物量偏低。陆源排污、滩涂围垦和

各类海洋海岸工程建设是影响杭州湾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乐清湾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大部分水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沉积

环境良好；浮游动物密度和浅海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偏高，浅海大型底

栖生物生物量偏低，鱼卵和仔稚鱼密度偏低。陆源排污、围填海、海

水养殖和电厂温排水是影响乐清湾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闽东沿岸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部分水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沉积环

境良好；浮游植物密度、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偏高，鱼卵和仔稚鱼

密度偏低。陆源排污、围填海、资源过度开发和外来物种（互花米草）

入侵是影响闽东沿岸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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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洋保护区 

2016 年，东海区新增国家级海洋保护区 3 个，总数达 21 个，总

面积为 3084.6 平方千米。对 18 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开展了海洋生态

环境监测，其中自然保护区 4 个，海洋特别保护区 14 个（包括海洋

公园 10 个）。 

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及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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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渔业资源、鸟类、贝藻类、鸟类、自然景观等 

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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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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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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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景观、生物资源、鸟类资源 

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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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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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崇武国家级海洋公园 崇武古城、解放军庙、惠安石雕园、自然岸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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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古树桩、牡蛎礁 

福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和白鹭 

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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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仙女蛤、自然沙滩和海洋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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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分布及主要保护对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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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保护对象和水质状况基本保持稳定，水质主要超标因

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保护区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有机碳、硫

化物和石油类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海洋自然保护区 

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岛礁生态系统保持稳

定，渔业资源有所恢复。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均超第一类海水

水质标准，个别站位化学需氧量超标；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和石

油类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海洋贝藻类、鸟类、

野生水仙花及其生态环境保持稳定，贝类优势种为条纹隔贻贝、带偏

顶蛤和棘刺牡蛎等，藻类优势种

为铁钉菜和鼠尾藻，鸟类优势种

为黑尾鸥和褐翅燕鸥，水仙花面

积保持稳定，长势良好；个别站

位底层溶解氧不符合第一类海水

水质标准，其余水质监测指标均

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

物中有机碳、硫化物和石油类均

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福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中华白海豚

和文昌鱼种群数量保持稳定。共发现中华白海豚 131 次，477 头次；

文昌鱼平均栖息密度为 23 个/平方米，生物量为 0.33 克/平方米。海

黑尾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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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有机碳、

硫化物和石油类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牡蛎

礁及保护区岸线均得到有效保护，出露滩面的古树桩有被侵蚀现象。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浙江嵊泗马鞍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水中无机氮超第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和石油类均符合第一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水中无机氮和活

性磷酸盐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和石油类

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 保护对象渔业资源及

其生境保持稳定，领海基点保护良好。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

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个别站位化学需氧量超标；沉积物中有机碳、

硫化物和石油类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乐清市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对象红树林面积保持

稳定，约 27 公顷，主要品种为秋茄，株高 0.20 米～3.35 米，成年林

密度约 4000 株/公顷，幼年林密度约 15000 株/公顷。2016 年年初红

树林植株受寒潮影响较严重，经过几个月的生长恢复，大部分受冻的

红树林老树在其基部重新萌芽。海水中化学需氧量、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均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和石油类均

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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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园 东海区 10 个开展监测的国家级海洋公园保护对象及

其生态环境状况基本保持稳定。浙江洞头、福建福瑶列岛、福建长乐、

福建崇武、福建湄洲岛、福建厦门、福建城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海水

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均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江苏连云港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海水中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

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江苏海门

蛎蚜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和江苏

小洋口国家级海洋公园海水中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均超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所有海洋公

园沉积物中有机碳、硫化物和

石油类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 

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半屏山天然岩雕 

乐清市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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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获批国家级海洋公园 

2016 年 8 月，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获批为国家级海洋公

园，总面积 34.90 平方千米，其中海域面积 34.26 平方千米，占总

面积 98.16%；陆域面积 0.64 平方千米，占总面积 1.84%。园内分布

有塔屿、青屿、龟模屿、官屿、蛇屿、鹭鸶岛、金屿仔和大营屿等

小岛以及小营礁和白礁头等岛礁，主要保护对象为仙女蛤、自然沙

滩和海洋生境，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建立对推

动该区域生态保护、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海上娱乐健身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fujian.gov.cn%2Fxw%2Fztzl%2Flyfj%2Flyzx%2F201610%2Ft20161008_1219184.htm&q=%E5%B9%B3%E6%BD%AD%E7%BB%BC%E5%90%88%E5%AE%9E%E9%AA%8C%E5%8C%BA%E5%9B%BD%E5%AE%B6%E7%BA%A7%E6%B5%B7%E6%B4%8B%E5%85%AC%E5%9B%AD&ts=1483768589&t=6187f2df0feff3876cf963bc131b133&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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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滨海湿地状况 

2016 年，对崇明区滨海湿地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滨海湿地

总面积约为 2373 平方千米，自然湿地面积 2306 平方千米，占湿地总

面积的 97%，其中，湿地植被面积为 183 平方千米，海滩及沙洲沙岛

面积为 126 平方千米，浅海水域（-6 米等深线水域）面积为 1997 平

方千米。 

2016 年崇明岛、长兴岛及横沙岛滨海湿地类型及面积 

湿地类型 亚类 面积（平方千米） 

自然湿地 

芦苇 117 

互花米草 64 

海三棱藨草 2 

淤泥质海滩 104 

沙洲沙岛 22 

浅海水域 1997 

人工湿地 

库塘 52 

稻田 12 

人工林 3 

崇明区滨海湿地表层土壤碳储量介于 3.8 万吨~14 万吨之间，平

均为 7.5 万吨。其中，芦苇湿地碳储量最高，约为 6.0 万吨；互花米

草及海三棱藨草湿地碳储量分别约为 1.4 万吨和 0.08 万吨。 

 

                                                             

 湿地是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在全球碳汇过程中湿地生态系

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碳储量是表征湿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表层土壤碳储

量(g/m
2
)计算公式：土壤碳储量=土壤碳含量(g/g)×土壤容重(g/cm

3
)×厚度(cm)×10000 cm

2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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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崇明岛、长兴岛及横沙岛滨海湿地类型分布图 

 

 



 

33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4 海洋环境灾害与风险 

4.1 赤潮 

2016 年，东海区共发现赤潮 37 次，累计影响面积约 5714 平方

千米，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其中，上海近岸及以外海域发现赤潮

2 次，累计影响面积约 2820 平方千米；浙江近岸及以外海域发现赤

潮 27 次，累计影响面积约 2785 平方千米；福建近岸海域发现赤潮 8

次，累计影响面积约 109 平方千米。全年共发现有毒有害赤潮 2 次，

分别在浙江温州苍南海域和舟山朱家尖海域。 

 

2011年~2016年东海区赤潮发现情况比较 

引发赤潮的优势藻类共 12 种。其中，东海原甲藻作为第一优势

种引发的赤潮次数最多，为 15 次；红色赤潮藻次之，为 5 次；夜光

藻和中肋骨条藻各 4 次，多纹膝沟藻 2 次，扁面角毛藻、赤潮异弯藻、

米氏凯伦藻、红色中缢虫、菱形藻属、球形棕囊藻和尖刺拟菱形藻各

1 次。甲藻类和着色鞭毛藻类引发的赤潮共计 29 次，约占 78%。 

本年度以小面积（小于 500 平方千米）赤潮为主，占总次数的

94.6%。最大单次影响面积约 2000 平方千米，发现在长江口海域。与

2011 年~2015 年平均值相比，本年度东海区赤潮发现次数和累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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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均增加。 

 

 

 

 

 

 

 

 

 

 

 

 

 

 

 

 

 

 

2016 年东海区不同种类赤潮影响面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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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绿潮 

海上绿潮监测 

2016 年，在东海区继续开展海上绿潮卫星遥感监测。5 月 10 日

在江苏盐城东台海域发现浒苔绿潮现象，5 月浒苔绿潮主要分布于江

苏沿岸海域，6 月浒苔绿潮移动至江苏北部海域，7 月浒苔绿潮继续

向北部发展，7 月下旬在黄海南部只是零星出现，8 月上旬黄海南部

的浒苔绿潮基本消失。 

黄海南部浒苔绿潮最大覆

盖面积及分布面积分别出现在

6 月 13 日和 6 月 25 日，分别为

332平方千米和19000平方千米，

与 2015 年相比分别减少了 24%

和 28%。 

 

 

 

 

 

2016 年黄海南部浒苔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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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3 日卫星遥感监测绿潮覆盖区分布 

绿潮繁殖体监测 

2016 年，对黄海南部海域开展了 4 次绿潮藻繁殖体监测。水体

和表层沉积物中均有绿潮藻繁殖体，共有 3 种，分别为浒苔、曲浒苔、

缘管浒苔，以浒苔为主。 

水体中绿潮藻繁殖体密度最大值为 312 个/升，表层沉积物中绿

潮藻繁殖体密度最大值为 3 个/克，均出现在江苏辐射沙洲附近海域。

水体和表层沉积物中绿潮藻繁殖体密度由近岸向外海基本呈现降低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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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水体绿潮藻繁殖体密度分布 

岸滩堤坝绿潮监测 

2016 年，继续开展岸滩堤坝绿潮藻调查。在江苏东灶港、掘苴

新闸、洋口外闸、射阳河北码头、新洋港和王港 6 处岸滩堤坝发现固

着绿潮藻。6月中下旬，海上绿潮在江苏盐城和连云港部分海滩登陆，

海滩景观受到一定影响。 

 

 

 

 

 

<10   个/升 

10~50 个/升 

50~100个/升 

>100  个/升 

6 月 13 日江苏连云港徐圩海滩聚集的绿潮藻 



 

38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4.3 海洋放射性 

东海区海域放射性状况 

2016 年，东海区监测海域的海水中放射性元素铯-134、银-110m、

钴-58、钴-60、锰-54、锌-65 均未检出，锶-90、铯-137、总铀、总β

和镭-226 放射性水平均处于本底范围内，未现异常。 

核电站邻近海域放射性状况 

2016 年，东海区运营的江苏田湾核电站、浙江秦山核电站、福

建宁德核电站和福清核电站邻近海域海水、海洋沉积物、海洋生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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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体内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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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 

2016 年，对东海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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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盐城大丰、连云港赣榆、浙江台州、福建长乐和漳州漳浦沿

岸部分地区海水入侵严重；宁波象山贤庠、浙江温州温瑞平原有轻度

入侵；上海崇明东部和福建泉州泉港监测区域未发现海水入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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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东海区沿岸海水入侵距离及变化 

海区 监测断面位置 
断面长度 

（千米） 

入侵距离 

（千米） 

与 2015 年 

比较 

黄海 

江苏盐城大丰市裕华镇Ⅰ 15.76 — 

江苏盐城大丰市裕华镇Ⅱ 10.56 — 

江苏盐城大丰市裕华镇Ⅲ 12.46 12.33 /

江苏连云港赣榆海头镇海后村 5.08 5.04 

江苏连云港赣榆石桥镇大沙村 2.11 ＞2.11 

江苏连云港赣榆响石村 2.75 2.08 /

东海 

上海崇明东部Ⅰ 8.68 — 

上海崇明东部Ⅱ 37.62 — 

宁波象山贤庠镇Ⅰ 1.45 1.01 

宁波象山贤庠镇Ⅱ 1.94 1.79 

浙江台州临海杜桥 15.68 14.45 

浙江台州椒江三甲 11.90 6.93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龙湾 4.41 3.70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瑞安 / / / 

福建省长乐市文岭镇 4.70 0.27 

福建省长乐市漳港镇 4.03 3.45 

福建泉州泉港后龙镇 1.04 — 

福建泉州泉港界山镇 0.75 — 

福建漳浦梅宅村 2.74 ＞2.74 

图例说明： 增加  减少   基本稳定  —未发生  / 无数据 

＞ 表示海水入侵距离超过监测断面布设长度 

除江苏盐城大丰和浙江台州滨海海水入侵距离超过 10 千米外，

其它区域海水入侵基本在 5 千米以内。 

与去年相比，江苏连云港赣榆部分地区、浙江温州温瑞部分地区

海水入侵范围有所增加，其它区域入侵范围有所降低或保持不变。 

土壤盐渍化 

江苏盐城大丰、浙江温州温瑞平原和福建漳州漳浦沿岸有盐渍化

土的分布，上海崇明东部未发现盐渍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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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大丰 3 个断面盐渍化范围距岸均在 10 千米以上；福建

漳州漳浦断面盐渍化范围在 2 千米左右。东海区盐渍化类型主要为硫

酸盐型和硫酸盐-氯化物型。 

与去年相比，江苏盐城大丰部分断面和福建漳州漳浦盐渍化距岸

距离有所增加，其它区域盐渍化范围有所降低或保持不变。 

2016 年东海区沿岸土壤盐渍化距离及变化 

海区 监测断面位置 
断面长度 

（千米） 

距岸距离 

（千米） 
与 2015 年比较 

黄海 

江苏盐城大丰裕华镇Ⅰ 15.76 ＞15.76 

江苏盐城大丰裕华镇Ⅱ 13.11 10.56 

江苏盐城大丰市裕华镇Ⅲ 12.46 ＞12.46 / 

东海 

上海崇明东部Ⅰ 8.68 — 

上海崇明东部Ⅱ 37.62 —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龙湾 6.70 — 

浙江温州温瑞平原瑞安 3.15 0.45 

福建漳州漳浦梅宅村 2.68 2.06  

图例说明： 增加  减少   基本稳定  —未发生  / 无数据 

＞ 表示盐渍化距离超过监测断面布设长度 

4.5 重点岸段海岸侵蚀 

2016 年，继续对江苏振东河闸至射阳河口岸段、上海崇明东滩

的海岸侵蚀开展监测，结果显示这两处粉砂淤泥质海岸仍存在明显的

海岸侵蚀现象。 

崇明东滩海岸侵蚀区分布于崇明东滩南侧的奚家港水闸以东岸

段，侵蚀总面积 1.37 万平方米，侵蚀长度 2.7 千米，平均侵蚀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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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米，最大侵蚀宽度 20.0 米。与去年相比，今年该岸段实施了石坝

护岸工程，减缓了海岸侵蚀的速度。 

 

 

 

 

 

 

 

 

 

江苏振东河闸至射阳河

口海岸侵蚀区分布于扁担河

口南北两侧和双洋河口南北

两侧的沿海水产养殖区，侵

蚀总面积 56.0 万平方米，侵

蚀长度 40.9 千米，平均侵蚀

宽度 13.7 米，最大侵蚀宽度

190.0 米。与去年相比，今年

侵蚀岸段向南延长 2 千米，

逐步接近运粮河口，海岸侵

蚀略有增强。 

 

 

崇明东滩海岸侵蚀状况（左图：2015 年 右图：2016 年） 

振东河闸至射阳河口岸段海岸侵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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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洋环境监管 

5.1 海洋倾废 

2016 年，东海区实际使用倾倒区 33 个，发放许可证 327 本，批

准倾倒量 10543 万立方米，实际倾倒量 10284 万立方米，倾倒量较上

年增加 11.1%，倾倒物质主要为清洁疏浚物。 

 

2005~2016 年度倾倒量比较图 

2016 年，东海区继续推进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工作，以进一步

降低倾废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全年倾倒入海的疏浚物中，有 3117 万

立方米通过吹泥站中转后用于吹填造地或港池回填，实现疏浚物的资

源化利用，资源化率为 30.3%。 

2016 年东海区倾倒区使用状况 

倾倒区名称 年倾倒量（万立方米） 

长江口海域疏浚物倾倒区群 3482.7 

盐城港大丰港区深水航道一期工程疏浚物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1400 

福建东碇临时海洋倾倒区 952.7 

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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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区名称 年倾倒量（万立方米） 

甬江口七里屿外侧疏浚物倾倒区 271 

华润浙江苍南发电厂疏浚物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178 

双礁与黄牛礁连线以北疏浚物倾倒区 114.4 

上海金山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110.3 

水老鼠礁临时海洋倾倒区 60 

沙埕港临时性海洋倾倒区 42.25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疏浚物临时性海洋倾倒区—2# 30 

泉州湾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18.5 

温州港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9.8 

椒江口疏浚物倾倒区 9.1 

东山湾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7.5 

西蟹峙疏浚物临时倾倒区 6.95 

象山石浦檀头山临时海洋倾倒区 6.54 

湄洲湾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5 

岱山海域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2.8 

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 C1-1、C1、C2、C3、C4、C5、C6 吹泥站* 3116.8 

合计 10284 

备注：*为资源化利用方式。  

 

2005~2016 疏浚物资源利用率比较图 

2016 年，对使用的倾倒区开展了环境状况和海底地形监测。倾

倒区及周边海域水深状况基本保持稳定，能够满足倾倒需求。倾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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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近环境敏感区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均满足海洋功能区要求，倾倒活

动未对水质和沉积物质量造成明显影响。倾倒活动未对周边海洋生态

环境及其他海上活动产生明显影响，倾倒区均适宜继续使用。 

长江口海域疏浚物倾倒区群  年倾倒量占东海区年倾倒量的

33.9%。各倾倒区的平均水深在 6.09 米~10.9 米之间，水深状况与去

年基本保持一致，1#倾倒区局部区域略有淤积，宜实行分区倾倒，2#

倾倒区冲刷能力较强，3#倾倒区略有淤积。 

盐城港大丰港区深水航道一期工程疏浚物临时倾倒区 水深范围

介于 11.51 米~12.77 米之间，东南角水深变化较大，其余区域水深变

化不大。 

福建东碇临时海洋倾倒区 水深范围介于 6.6 米~22.3 米之间，整

个区域西部水深较深，自西向东逐渐变浅。海底东西两侧大部分区域

处于冲淤平衡状态，倾倒区西北局部区域略有淤积，宜实行分区倾倒。 

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倾倒区的水深范围在 6.2 米~29.3

米之间，水动力条件较好，处于低强度的冲刷和淤积过程中，疏浚物

倾倒未对水深状况造成明显影响。 

甬江口七里屿外侧疏浚物倾倒区 倾倒区大部分区域水深范围在

4.1 米～15.5 米之间，倾倒区西南和东北角水深相对较小，局部区域

略有淤积，宜实行分区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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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 

2016 年，东海区有 5 个移动钻井平台从事勘探作业，在天外天、

平湖等油气开发区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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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增加 58.7%，生活污水、钻井泥浆、钻屑排海总量较去年分别减少

8.9%、72.9%、68.5%。各平台、管线均未发生溢油事故。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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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1.6 0 0 

平湖油气区 73.8 1.2 0 0 

丽水油气区 0.41 0.3 0 0 

平北黄岩油气区 3.15 1.4 99.5 535 

勘探平台 0 0.6 46.8 2053 

合计 97.6 5.1 146.3 2588 

天外天、平湖、丽水等油气区邻近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平台邻近海域水体各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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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影响。 

5.3 涉海工程 

2016 年，对 299 个涉海工程进行了 558 次监视监测，共发现 32

个工程涉嫌违法违规。主要表现为非法占有海域、垃圾违规堆放等。

对港口航道、海洋排污管道、滨海电厂等 13 个国管涉海工程及其邻

近海域开展环境监测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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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航道工程 

对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工程、南通洋口港工程开展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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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基本符合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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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风电场工程 

东海大桥风电场工程对邻近海域的潮汐潮流性质总体没有明显

影响。风电场邻近海域海水中溶解氧、化学需氧量、pH、石油类和

沉积物中石油类、硫化物、镉、铜、锌、铬均符合所在海洋功能区的

环境保护要求；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总体稳定，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变化

不明显，底栖生物群落结构仍不稳定。 

海洋排污管道工程 

泉惠石化工业区配套污水排放管系统工程尾水排海工程海域表

层海水中 pH、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石油类均符合所

在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浮游植物鉴定出 27 种，优势种为短

角弯角藻和北方娄氏藻。浮游动物鉴定出 35 种，优势种为鸟喙尖头

溞。底栖生物鉴定出 17 种，优势种为海稚虫和光亮倍棘蛇尾。浮游

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较好。 

围填海工程 

温州市瓯飞淤涨型高涂围垦养殖用海规划一期工程对瓯江流速、

纳潮量以及围堤周围冲淤产生一定影响。工程周围水质环境没有明显



 

47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变化，飞云江口局部区域悬浮物升高。沉积物质量无明显变化。对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和鱼卵仔鱼资源未产生明显影响；对底栖生物群落

结构和生物量等有

一定的影响；对灵昆

岛潮间带生物产生

扰动。工程施工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未超

出工程前预测结果，

影响程度均在可接

受、可控范围内。 

滨海电厂工程 

对浙能乐清电厂、可门火电厂等 8 个滨海电厂开展了监测。与工

程环评结果相比，各电厂附近海域水质和沉积物环境未受到明显影响。

监测的滨海电厂邻近海域浮游植物暖水性种类增加，逐渐成为优势种。

浮游动物种群趋于小型化。底栖生物种群趋于小型化，优势种发生变

化。鱼卵和仔、稚鱼个体密度有所下降。取水卷载效应导致浮游生物

损失明显。 

浙能乐清电厂温排水 4℃、3℃、2℃最大温升面积超出环评预测

结果，1℃最大温升面积小于环评预测结果；余氯最大扩散面积小于

环评预测结果。华能玉环电厂温排水和余氯最大扩散面积均小于环评

预测结果。 

温州市瓯飞淤涨型高涂围垦养殖用海规划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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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陆源污染物排海 

江河污染物入海通量 

2016 年，对东海区 36 条主要入海河流实施了污染物入海通量监

测。全年不符合监测断面功能区水质标准要求的河流有 22 条，占 61%，

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 

主要污染物入海通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CODCr）约 1184 万

吨，氨氮约 15.8 万吨，总磷约 16.6 万吨，石油类约 3.2 万吨，重金

属（铜、铅、锌、镉、汞）约 1.0 万吨，砷 2400 吨。 

2016 年东海区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单位：吨） 

江河名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重金属 砷 

长江 7535122 73314 115824 25700 7468.6 2044.4 

闽江 835298 10072 8915 886 614.5 40.8 

瓯江 706669 8324 11042 326 199 17 

钱塘江 297810 12216 3938 975 360 108 

飞云江 320725 1166 4755 99 40 3 

黄浦江 205725 11436 2892 1354 663 54 

射阳河 187237 3912 1004 138 9.6 16.5 

临洪河 145512 2311 357 165 149.2 6.2 

灌河 135819 4159 1287 216 194.8 12.2 

霍童溪 138171 490 98 94 47.7 8.3 

新洋港河 130630 3276 1971 63 3.9 11.3 

椒江 129619 763 818 148 52.3 9.2 

小洋口外闸 115209 773 1226 255 2.0 8.6 

九龙江 178000 7710 1920 427 159 15.7  

交溪 105439 241 311 205 132.2 1.5 

苏北灌溉总渠 81793 1151 172 22 3.6 3.7 

黄沙港河 57311 1809 375 28 2.4 5.8 

晋江 54035 2110 824 133 36.8 3.3 

遥望港闸入海口 48239 312 254 24 0.5 3.2 

斗龙港 45435 1321 342 20 5.3 4.4 

敖江 44910 482 118 109 63.1 0.7 

四卯西闸入海口 34145 1210 392 15 1.1 4.8 

木兰溪 30612 936 309 72 11.4 1.6 

甬江 89842 4462 1189 111 4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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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名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重金属 砷 

鳌江 74965 981 4051 40 18 1 

龙江 13004 591 179 59 4.6 0.6 

通吕河 12998 108 53 10 0.5 0.8 

漳江 11379 395 156 29 2.5 1.4 

川东港入海口 11493 302 131 9 0.3 1.9 

梁垛南河 10731 231 126 3 0.6 1.4 

梁垛北河 9468 340 165 2 0.8 1.2 

盐田杯溪 8833 46 7 9 4.9 0.8 

中山河 8553 190 27 6 0.4 0.9 

利民河 8195 218 71 5 0.3 1.3 

大丰河 7565 203 99 5 0.3 1.0 

诏安东溪 7064 373 196 35 8.1 0.7 

合计 11837556 157934 165594 31797 10308 2400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016 年，对 111 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开展监督性监测，其中工业

类排污口 36 个，市政类 62 个，排污河 6 个，其他类型排污口 7 个。

排污口邻近海域共涉及到 12 类海洋功能区，设置在农渔业区、旅游

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等敏感区周边的排污口共占监测总数的 33%。 

 污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监测入海排污口的污水排放总量约 36.1 亿吨，污染物排放总量

约 31.1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约 16.4 万吨，占 53%；

悬浮物约 13.2万吨，占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的 43%；氨氮约 1.1万吨，

总磷约 2002 吨，石油类约 541 吨，重金属和砷共约 162 吨，有机类

（六六六、滴滴涕、多氯联苯、硝基苯、苯胺等）共约 3.2 吨。 

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占全年监测总次数的比例为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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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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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东海区各省（市）监测排污口达标情况 

省（市） 超标次数 达标次数 监测总次数 年度达标率 

江苏 61 22 83 27% 

上海 31 83 114 73% 

浙江 95 179 274 65% 

福建 61 101 162 62% 

合计 248 385 633 61% 

入海排污口排放主要超标污染物（指标）包括总磷、粪大肠菌群、

悬浮物和化学需氧量（CODCr），超标率分别为 18%、18%、12%、

11%。 

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综合等级评价结果显示，全年被评为 A 级、

B 级、C 级、D 级、E 级的排污口比例分别为 2%、14%、50%、27%

和 7%。 

2016 年东海区各省（市）监测排污口综合等级评价统计*
 

省（市） A B C D E 总计 

江苏 0  3 10 1 0  14 

上海 0  0 16 3 0 19 

浙江 1 8 19 17 6 51 

福建 1 4 11 9 2 27 

所占比例 2% 14% 50% 27% 7% 100% 

 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洋环境 

8 月，对部分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水质、沉积物质量和生物质

量开展了监测。 

                                                             
*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综合等级评价  

根据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综合考虑污染物的排放量、超标情况、污染程度等，将

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综合等级分为五级，并赋予不同的颜色标识：  

A 红色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很大；  

B 橙色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较大；  

C 黄色 对海洋环境有一定的危害或潜在危害；  

D 蓝色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危害或潜在危害较小；  

E 绿色 对海洋环境基本未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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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质量 37 个排污口中，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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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 

沉积物质量 37 个排污口中，有 5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物质量

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占 14%。主要超标污染物（指

标）为铜、粪大肠菌群、滴滴涕、多氯联苯。 

生物质量 4 个排污口中，邻近海域生物质量均不能满足所在海

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超标污染物（指标）为铅、锌、铜、镉、砷。 

海洋垃圾状况 

2016 年，对东海区沿海省、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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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个，其中塑料类垃圾最多，

占 55%；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占 20%、木制品类占 7%；橡胶类、纸

类、织物（布）类、金属类、玻璃类和其它人造物品类垃圾数量比例

范围为 1%~4%。平均个数为 36747 个/平方千米，比去年增加 108%；

平均密度为 3884 千克/平方千米，比去年增加 112%。象山石浦皇城

沙滩、崇明东滩的垃圾数量密度分列前两位。 

海面漂浮垃圾 监测海域海面漂浮垃圾共有 163 个，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类垃圾最多，占 64%，塑料类和木制品类分别占 25%和 9%。

漂浮的大块和特大块垃圾平均个数为 8 个/平方千米，比去年减少了

71%，象山石浦皇城沙滩海域、洞头状元岙元觉岛海域、连云港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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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东海域数量密度分列前三位。表层水体小块及中块垃圾平均个数为

1755 个/平方千米，平均密度为 4.9 千克/平方千米，均与去年基本持

平。崇明岛邻近海域、象山石浦皇城沙滩海域数量密度分列前两位。 

海底垃圾 监测的 4 个海域拖网发现海底垃圾 56 个，其中塑料类

47 个。海底垃圾平均个数为 330 个/平方千米，平均密度为 38.6 千克

/平方千米，分别比去年增加了 3%和 731%。 

 

东海区海洋环境专项整治活动 

江苏省根据国家海洋局关于“黄海跨区域浒苔绿潮灾害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的分工要求，组织开展浒苔打捞和无害化处置及

资源化利用工作，打捞浒苔 326.58 吨（干重），并将打捞的全部

浒苔进行资源化利用。浙江省继续开展象山港海域表层废弃物清

理公益活动，清理表层悬浮垃圾约 1000 立方米。福建省根据《福

建省滨海沙滩资源保护规划》，重点选择了东山乌礁湾、厦门长尾

礁至五通、石狮黄金海岸、湄洲岛金宝澜、平潭坛南湾 5 处开展

沙滩修复，组织 70 余场民间净滩行动、3000 多人次参加，逐步

与海洋保护组织联合建立了常态化、可复制推广的净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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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益服务 

6.1 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 

2016 年 3 月至 10 月，对东海区 6 个重点海水浴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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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场的游泳适宜度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旅

游适宜度。 

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总体良好。 

海水浴场 

水质状况  水质为优和良的天数占 89%，水质为差的天数占 11%。

连云港连岛、舟山朱家尖、南麂大沙岙和平潭龙王头海水浴场每日水

质等级为优和良的天数占 90%以上。连云港连岛海水浴场 6 月下旬有

漂浮物或透明度低，舟山朱家尖和平潭龙王头海水浴场 7 月透明度低，

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 10 月初透明度低，厦门黄厝和东山马銮湾海水

浴场个别时段粪大肠菌群超标，对水质造成影响。 

健康风险  健康指数为优和良的天数占 90%，健康指数为差的天

数占 10%。个别海水浴场水体中粪大肠菌群含量偏高、总云量偏低、

出现少量漂浮物等是影响海水浴场健康指数的主要因素。 

游泳适宜度  适宜和较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为 70%，不适宜游泳

的天数比例为 30%，天气不佳、水质不佳和风浪较大是影响海水浴场

游泳适宜度的主要原因，水体中粪大肠菌群含量偏高、出现漂浮藻类

也是影响海水浴场游泳适宜度的原因。南麂大沙岙和连云港连岛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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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场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较高，都为 81%；其次为东山马銮湾、舟山

朱家尖和平潭龙王头海水浴场，分别为 75%、73%和 64%；厦门黄厝

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数比例较低，为 58%。 

游泳适宜时段  连云港连岛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主要在 6 月、

8 月～10 月；舟山朱家尖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为 8 月和 10 月；南

麂大沙岙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为 6 月～10 月；厦门黄厝和平潭龙

王头海水浴场适宜游泳时间为 6 月～8 月；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适宜

游泳时段较长，4 月～10 月适宜游泳。 

 

2016 年东海区重点海水浴场综合环境状况 

浴场名称 
水质等级天数比例（%） 健康 

指数* 

适宜和较适

宜游泳天数

比例(%) 

不适宜游泳的主

要因素 

优 良 差 

连云港连岛海水浴场 0 100 0 94 81 
天气不佳、 

少量漂浮浒苔 

舟山朱家尖海水浴场 20 73 7 96 73 
风浪较大、 

天气不佳 

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 93 7 0 95 81 
风浪较大、 

天气不佳 

平潭龙王头海水浴场 13 87 0 83 64 风浪较大 

厦门黄厝海水浴场 0 65 35 65 58 
水质一般、 

天气不佳 

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 32 53 15 80 75 天气不佳 

   

                                                             
*
 健康指数≥80：等级为优，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危害低； 

60≤健康指数< 80：等级为良，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潜在危害； 

健康指数<60：等级为差，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危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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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旅游度假区 

水质状况  7个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平均水质指数为4.3，水质为良

好及以上的天数占98%，水质为一般和较差的天数占2%。舟山嵊泗

列岛滨海旅游度假区水质状况最好，极佳的天数比例达100%。 

海面状况  7个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平均海面状况指数为3.8，海面

状况均为优良。海面漂浮物、降雨、风浪较大等是影响滨海旅游度假

区海面状况的主要原因。 

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为3.8，适

宜开展海钓、海滨观光和沙滩娱乐等多种休闲（观光）活动。所有滨

海旅游度假区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都在3.4~4.2之间，适宜开展

休闲（观光）活动。 

旅游适宜时段  连云港连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很适宜旅游时段为8

月～9月；金山和奉贤滨海旅游度假区很适宜旅游时段为6月～9月；

舟山嵊泗列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很适宜旅游时段为7月～10月；泉州崇

武、厦门鼓浪屿和环岛路东部滨海旅游度假区很适宜旅游时段为5

月～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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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东海区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指数*
 

度假区名称 

环境状况

指数 
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影响开展观光

活动的主要因

素 
水

质 

海

面

状

况 

海

上

观

光 

海

滨

观

光 

游

泳 

海

上

休

闲 

沙

滩

娱

乐 

海

钓 

平

均

指

数 

连云港墟沟 4.6 3.6 3.4 3.5 2.9 3.0 3.5 4.1 3.4 
天气不佳、 

漂浮浒苔 

金山城市沙滩 4.6 3.7 3.9 4.3 3.2 3.5 3.5 — 3.7 
天气不佳、 

风力较大 

奉贤碧海金沙 4.0 3.7 3.9 4.2 3.3 3.4 3.5 — 3.7 
天气不佳、 

风力较大 

舟山嵊泗列岛 5.0 3.6 3.9 4.0 3.2 3.2 3.7 4.1 3.7 天气不佳 

泉州崇武 4.7 3.5 3.8 4.5 3.2 3.3 3.7 3.8 3.7 
天气不佳、 

风浪较大 

厦门环岛路东部

海域 
3.7 4.3 4.6 4.6 3.4 4.1 4.1 — 4.2 天气不佳 

厦门鼓浪屿 3.3 4.3 4.6 4.6 3.2 4.1 4.1 — 4.1 天气不佳 

注：—表示未开展该项休闲娱乐活动。 

 

                                                             
* 环境状况指数（包括水质指数和海面状况指数）和各类休闲（观光）指数 

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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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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东海区海水浴场与滨海旅游度假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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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海水增养殖区 

2016年，监测的12个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基本能满足海水增养

殖活动的功能要求。 

水质状况 水体中化学需氧量、溶解氧、粪大肠菌群、总汞、镉、

铜、砷、铬、铅基本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大多数海水增养殖区

呈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状态，象山港、三门湾和三门浦坝港增养殖

区局部海域的水体呈重度富营养化状态；普陀中街山、洞头、三沙湾

和黄岐半岛增养殖区局部海域的水体呈中度富营养化状态；海州湾、

启东、舟山嵊泗和南日岛增养殖区局部海域的水体呈轻度富营养化状

态；如东增养殖区的水体未出现富营养化状态。 

沉积物质量状况 沉积物中汞、镉、铅、锌、砷、多氯联苯、六

六六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象山港、三门湾、三门浦坝

港和洞头增养殖区出现铜超标；普陀中街山和黄岐半岛增养殖区有机

碳超标。 

生物质量状况 贝类体内六六六、滴滴涕、石油类、麻痹性贝毒

均符合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贝类体内的汞、铜、铅、镉、铬、

锌、砷和粪大肠菌群出现一个或多个指标超标的现象。 

综合环境质量 11个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为“优良”，1个为

“较好”。江苏省的3个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均为“优良”；浙江

省的6个海水增养殖区中，5个环境质量为“优良”，1个环境质量为

“较好”；福建省的3个海水增养殖区均为“优良”。 

 



 

59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2016年东海区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状况 

省份 养殖区名称 综合环境质量等级 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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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港增养殖区 优良  

舟山嵊泗增养殖区 优良  

三门湾增养殖区 优良  

普陀中街山增养殖区 优良  

三门浦坝港增养殖区 较好  

洞头增养殖区 优良 / 

福建省 

三沙湾增养殖区 优良  

黄岐半岛增养殖区 优良  

南日岛增养殖区 优良  

图例说明：表示好转，表示保持，表示变差，/表示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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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2016 年，东海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多种形式加大海洋环境

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海洋意识。 

针对 5 月份东海区海洋环境监测，新华社记者随船现场发布

系列报道，先后在国务院网站、新华网、解放网等网站上发布，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6 月 8 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崇武海洋科普馆

正式开馆，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同时

在科普馆揭牌。崇武海洋科普馆由东海分局、福建省海洋与渔业

厅、泉州市政府、惠安县政府共同建设，建筑面积达 1600 平方米，

以裸眼 3D、感应触控等先进的展示手段，系统演绎了“走进海洋、

认知海洋、经略海洋”三大主题的科普知识，为公众了解和认识

海洋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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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动与措施 

落实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组织近岸海域水质考核监测。 

为落实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加强对东海区海洋环境督察，2016

年，东海分局组织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年度专项督察。为落实《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做好近岸海域水质考核工作，根据《环境保护部、

国家海洋局关于近岸海域水质状况考核工作的协议》和国家海洋局的

统一安排，东海分局承担东海区三省一市近岸海域水质考核站点的监

测工作，根据国家海洋局的要求，东海分局迅速响应、积极协调、精

心组织，顺利完成了 2016 年度三个航次（5 月、8 月和 10 月）的近

岸海域水质考核监测工作。 

推进在线监控体系建设，提升海洋环境管控能力。 

根据《国家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系统总体布局及建设思路》，东海

分局在前期舟山、洋口港、芦潮港岸基站在线监测试点工作基础上，

经过精心选址和方案设计，稳步推进陆源入海污染物在线监控体系建

设，新建 4 套入海排污口在线监测系统。浙江省印发了《2016 年浙

江省近岸海域浮标实时监测系统建设工作计划》，完成了全省海洋环

境监测信息智能服务系统在省级平台的部署，在温州南麂列岛国家级

海洋自然保护区海域以及宁波市大型河流入海口、重点排污口邻近海

域等布放 7 套在线监控系统，进一步完善海洋环境自动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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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海洋环境监测基础，推进各项监测能力建设。 

以“一站多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项监测能力建设。根据

国家海洋局的要求，东海分局提出东海区海洋站“一站多能”建设布

局规划设想，继续推进“一站多能”建设。组织开展第二批 10 个海

洋站监测能力建设；印发《2016 年东海分局海洋站监测能力建设方

案》；落实《“一站多能”海洋（中心）站规划布局方案》，优化东

海区监测评价业务网络布局，提升海洋（中心）站综合监测业务能力，

为深化海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夯实基础，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监视朝立

体化、全覆盖发展。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深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省（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均

已完成，并通过了国家海洋局组织的专题审查，经省级政府批准发布

后将予以实施。江苏省编制了省级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了《江

苏省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办法》，印发了《江苏省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方案（2015-2020 年）》，南通、盐城、连云

港 3个地级市及所辖沿海 13个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全部获省政府批准。

浙江省印发了《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编制了

《宁波市象山港海洋生态红线区划定方案（2016-2030 年）》；根据

国家海洋局“蓝色海湾”整治的总体部署，编制了《宁波市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宁波市出台了《宁波市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修复

若干规定》。福建省制定了《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 



 

63 

2016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试点排污总量控制工作，探索环境承载能力评估。 

东海区继续推进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评估试点工作。浙江省在象山港海域开展污染物总量控制及减排考

核，实施《2016年象山港污染物总量控制及减排目标确定工作方案》，

诊断分析导致承载能力超载或临界超载的人为活动根源。福建省组织

编制了“十三五”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开展了以九龙江-厦门湾

为试点的流域-海域整体联控工作。选择江苏省连云港市、上海市奉

贤区、浙江省洞头县和乐清市、福建省东山湾等开展基于典型生态系

统以及区、县不同级别行政单元的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工作。 

加大海洋保护建区力度，实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加大海洋保护区选划申请力度，2016 年，东海区新增 3 个国家

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分别为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宁波象山花岙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另外，浙江

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加挂普陀国家级海洋公园。东

海分局在 2015 年对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基础上，召

开海区保护区工作总结及现场交流会，推进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

浙江省开展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栖息地调查工作、中华

凤头燕鸥人工招引项目等，开展渔山列岛国家级特别保护区的伏虎礁

领海基点岛巡查，开展新建省级海洋保护区选划工作。福建省推动海

岸公园评选活动，评选出福建省首批 30 个海岸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