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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国家海洋局海洋监

督管理的职责，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围绕“十二五”海洋环境保护工

作的总体思路，深入贯彻国家海洋局“三个六”工作部署，按照《关

于印发〈2011 年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任务〉的通知》要求，组织实施

了东海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和海洋环境保护与监督管理工作，并对

东海区海洋环境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价，编制了《2011 年东海

区海洋环境公报》，现予以发布。 

期冀通过《2011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的发布，使各级人民政

府及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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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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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11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组织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福

建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全面履行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能。统筹考虑，

优化站位，对东海区海域海洋环境开展了监视、监测工作，基本掌

握了东海区海域的海水、沉积物、生物多样性和海洋大气状况。在此

基础上，对长江口贫氧区、赤潮、绿潮、海洋放射性、海水入侵和土

壤盐渍化、重点岸段海岸侵蚀开展了监测，掌握东海区海域的主要海

洋环境风险，了解沿海开发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2011年，进一步

加大了海洋环境监管力度，对海洋倾倒、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涉海工

程、围填海活动、电厂温排水、海洋保护区和陆源入海排污开展了监

视、监测。加强对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度假区和海水增养殖区的监测，

提升公益服务水平，推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1年，东海区海域海洋环境监测结果表明，东海区约89%的监

测海域符合第一类和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与去年相比，第二类、第

三类和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均有所减少，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基本保

持不变；沉积物总体质量状况良好；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共鉴定出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1 107种，隶属于4个生物

界、22个门。嵊山海域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基本保持不变。 

2011年，东海区海域海洋环境风险监测结果表明，目前尚未发现

长江口贫氧现象对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造成显著影响；全年共发现赤

潮24起，累计影响面积约1 627平方公里；江苏省中部海域发现大面
                                                             
 东海区海域北起江苏省赣榆绣针河口，南至福建诏安，包含我国黄海南部海域和东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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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绿潮，分布面积约1 800平方公里；秦山核电站和田湾核电站邻近

海域的放射性水平总体未见异常；东海区海域海洋环境未受到日本福

岛核泄漏事故的污染；江苏省盐城大丰等沿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海

水入侵现象；福建省漳州漳浦等沿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壤盐渍化

现象；崇明东滩岸段和绣针河口至射阳河口岸段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海

岸侵蚀现象。 

2011年，东海区海域海洋环境监管监测结果表明，海洋倾倒活动

对倾倒区及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渔业资源和航道等未造成明显负面

影响，监测的37个倾倒区均基本适宜继续使用；春晓和平湖油气田的

生产污水、生活污水、钻井泥浆和钻屑均达标排放，全年未发生溢油

事故；监测的12个国管涉海工程海域环境质量总体符合功能区要求，

部分工程海域的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较差；监测的3个大型围填海工

程邻近海域整体流场特征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冲淤变化影响范围较小；

电厂温排水监测期间，温排水扩散面积低于环评报告预测面积，温排

水尚未影响到电厂邻近环境敏感区；监测的10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海

域水体普遍存在无机氮超标现象，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各保护

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和保护目标基本保持稳定；监测的20条河流入海污

染物通量约为1 386万吨，化学需氧量、氨氮的入海量较去年有所减

少；监测的129个排污口污水排放总量约129.2亿吨，污染物排放总量

约67.4万吨；59%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受到排污较重或严

重影响；海洋垃圾以塑料类为主。 

2011年，东海区海域公益服务监测结果表明，监测的9个重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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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场适宜游泳的时间主要集中在7月~9月；监测的7个滨海旅游度假

区适宜开展旅游度假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10月；监测的12个海

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较好，可满足海水增养殖活动的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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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环境状况 

2.1 海水环境 

2011年，对东海区海域海水环境中的营养盐、酸碱度、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石油类、重金属等20项指标开展监测。结果表明，东海

区监测海域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 

夏季，东海区海域约89%的监测海域符合第一类和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东海区海域第二类水质海域面积约21 690平方公里，第三类

水质海域面积约12 690平方公里，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约12 680平方

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约34 97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

海域主要分布在盐城南部近岸、长江口、杭州湾、象山港、瓯江口、

闽江口等海域。 

与去年同期监测结果相比，第二类水质海域面积减少49.0%，第

三类水质海域面积减少24.4%，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减少8.7%，劣于

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基本不变。 

各季节近岸以外海域海水环境质量保持良好，除个别站位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外，其他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

海水水质标准。 

近岸海域中酸碱度、化学需氧量、溶解氧、石油类、镉、砷、汞、

铜、铬、铅等指标质量总体良好；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污染状况相对

严重，近岸部分海域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其中春季略好于夏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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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东海区海域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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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沉积物环境 

2011 年，东海区海域沉积物总体质量状况良好。沉积物中所有

站位的有机碳、硫化物、总汞和多氯联苯含量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

质量标准，95%以上的站位铅、砷、锌、镉、石油类和滴滴涕符合第

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85%以上的站位铜和铬含量符合第一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近岸以外海域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

东海区海域夏季表层水温范围为 20.64℃~34.90℃，平均值为 27.75℃；自北向南逐渐

升高，长江口以北近岸水温高于外海，以南近岸与外海差异不显著。 

东海区海域夏季表层盐度范围为 0~34.76，平均值为 25.56；自近岸向外海升高，大

河口区受冲淡水影响呈舌状分布，外海等盐度线呈西南-东北走向，近台湾暖流和黑潮海

域盐度最高。 

 

 2011年夏季东海区盐度分布状况 2011年夏季东海区水温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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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质量标准。 

江苏近岸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有机碳、硫化物、汞、铜、镉、

锌、铬、石油类、滴滴涕和多氯联苯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

量标准。10.7%和 3.6%的站位铅和砷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主要分布在海州湾近岸海域。 

上海近岸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有机碳、硫化物、汞、砷、锌、

铬、石油类、滴滴涕和多氯联苯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

准。10.7%和 6.9%的站位镉和铜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北岸、南汇嘴近岸海域。 

浙江近岸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有机碳、硫化物、汞、镉、铅、

砷、石油类、滴滴涕和多氯联苯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

准。21.6%和 6.2%的站位铜和铬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主要分布在乐清湾、瓯江口、椒江口和三门湾等近岸部分海域。 

福建近岸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有机碳、硫化物、汞和多氯联

苯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48.5%的站位铬含量符合

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主要分布在三沙湾、罗源湾、湄洲湾、

泉州湾和厦门湾等近岸部分海域。 

2.3 海洋生物多样性 

2011 年夏季，首次全面开展东海区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内

容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共监测到浮游

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 1 107 种，隶属于 4 个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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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22 个门，以亚热带种和温带种为主，热带种较少，物种数分布

由北往南增加。浮游植物密度在长江口附近海域和福建沿岸海域较高；

浮游动物密度在长江口附近海域和闽浙沿岸海域较高；底栖生物密度

在东海近岸以外海域较高；潮间带生物密度在上海潮间带较高。 

苏北浅滩附近海域监测到浮游植物 91 种，以硅藻和甲藻为主，

优势种有骨条藻、浮动弯角藻、琼氏圆筛藻；浮游动物 41 种，以节

肢动物为主，水母类种类较多，优势种有真刺唇角水蚤、背针胸刺水

蚤、百陶箭虫、长额刺糠虾、太平洋纺锤水蚤；底栖生物 42 种，以

环节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主，优势种有不倒翁虫；潮间带生物 41 种，

以软体动物为主。 

长江口附近海域监测到浮游植物 94 种，以硅藻为主，骨条藻优

势显著；浮游动物 72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优势种有背针胸刺水蚤、

太平洋纺锤水蚤、真刺唇角水蚤、针刺拟哲水蚤；底栖生物 55 种，

以环节动物为主，优势种有双形拟单指虫、丝异须虫。潮间带生物

97 种，以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为主。 

闽浙沿岸附近海域监测到浮游植物 227 种，以硅藻为主，优势种

有骨条藻、旋链角毛藻、佛氏海毛藻；浮游动物 221 种，以节肢动物

为主，优势种有肥胖箭虫、太平洋纺锤水蚤、背针胸刺水蚤、精致真

刺水蚤；底栖生物 177 种，以环节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主，棘皮动物种

类较多，优势种有不倒翁虫；潮间带生物 207 种，以软体动物为主。 

黄海南部近岸以外海域监测到浮游植物 81 种，以硅藻和甲藻为

主，优势种有洛氏角毛藻、皇冠角毛藻、菱形海线藻、骨条藻、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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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扁形原多甲藻、梭角藻；浮游动物 37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水

母类种类较多，优势种有中华哲水蚤、百陶箭虫、太平洋纺锤水蚤、

背针胸刺水蚤、真刺唇角水蚤；底栖生物 25 种，以环节动物为主，

优势种有持真节虫、拟特须虫、豆形短眼蟹、日本镜蛤、连膜帽虫。 

东海近岸以外海域监测到浮游植物 130 种，以硅藻为主，发现少

2011 年东海区海洋生物物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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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热带种，优势种有骨条藻；浮游动物 247 种，以节肢动物为主，优

势种有中华哲水蚤、肥胖箭虫、小齿海樽、亚强真哲水蚤、双生水母、

精致真刺水蚤；底栖生物 57 种，以环节动物和节肢动物为主，优势

种有不倒翁虫。 

2.4 大气污染物沉降 

2011 年，在浙江省嵊山海域开展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监测结

果与去年相比，污染物干沉降中总悬浮颗粒物和气溶胶中铅的浓度基

本保持不变，镉、锌、无机氮的浓度有所上升，铜和砷的浓度有所下

降。 

大气干沉降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春季最高，夏季最低；干沉降气

溶胶中铜的浓度明显高于其他重金属元素。湿沉降锌的浓度明显高于

其他重金属元素。 

2008 年~2011 年浙江省嵊山海域大气污染物干沉降浓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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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专项监测 

海洋作为全球气侯的一个调节器，在控制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和气候变化上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全面了解东海区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2011 年，在原有断面走

航监测和岸基站监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断面监测站位设置，并完成了浮标在线监测

系统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断面走航监测为基础，长时间序列定点连续监测为补充的监

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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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环境风险 

3.1 长江口贫氧区 

2011 年 8 月~ 9 月，在长江口海域发现贫氧区，位于舟山嵊泗岛

以东约 75 公里的海域，分布于 20 米~30 米水层处，面积约为 3 700

平方公里；贫氧区溶解氧最低值为 1.61 毫克/升，溶解氧饱和度为

21.8%。监测期间，贫氧区内、外海域的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群落结

构尚未发现明显差异，贫氧现象对监测海域海洋生物未造成显著影响。 

多年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口贫氧区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点。长

江口海域水体的层化现象、有机物降解过程中的生物耗氧等因素是导

致长江口形成贫氧区的直接原因。 

 

长江口贫氧区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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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赤潮、绿潮 

2011 年东海区共发现赤潮 24 起，累计影响面积约 1 627 平方公

里。其中有毒赤潮 4 起，累计影响面积 97 平方公里。引发赤潮的生

物主要为东海原甲藻、中肋骨条藻、赤潮异弯藻等。 

本年度以小面积赤潮为主，未发现超过 500 平方公里的赤潮。与

去年相比，赤潮发生次数和累计影响面积均显著减少。 

浙江省海域发现赤潮 18 起，累计影响面积 1 201 平方公里；福

建省海域发现赤潮 5 起，累计影响面积 226 平方公里；江苏省海域发

现赤潮 1 起，影响面积 200 平方公里。 

2011 年东海区有毒赤潮统计 

对赤潮监控区的 6 个种类 26 份贝类样品开展赤潮毒素检测，仅

5 份贝类样品检测出赤潮毒素，且含量均未超出海洋经济生物质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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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8 日~5 月 4 日 温州南麂海域 35 赤潮异弯藻 

5 月 9 日~5 月 10 日 温州南麂海域 2 赤潮异弯藻 

7 月 21 日~7 月 25 日 台州温岭海域 30 多环旋沟藻 

7 月 25 日~7 月 27 日 舟山朱家尖南沙海水浴场 30 短凯伦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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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价标准值。 

2011 年东海区原产地海产品赤潮毒素检出情况 

采样时间 采集地点 样品名称 检出赤潮毒素种类 是否超标 

5 月 13 日 浙江嵊泗 黄口荔枝螺 腹泻性贝毒（DSP） 否 

5 月 13 日 浙江岱山 黄口荔枝螺 腹泻性贝毒（DSP） 否 

5 月 13 日 浙江岱山 菲律宾蛤仔 腹泻性贝毒（DSP） 否 

5 月 13 日 浙江普陀 黄口荔枝螺 腹泻性贝毒（DSP） 否 

5 月 30 日 福建平潭 鲍鱼 麻痹性贝毒（PSP） 否 

4 月至 7 月，东海分局组织实施了绿潮的航空、卫星遥感监测和

现场监测。5 月 5 日在南黄海太阳

岛附近海域首次发现绿潮聚集现

象；5 月 31 日，在江苏省中部海

域发现绿潮；6 月~7 月，在连云

港赣榆、盐城大丰和南通如东沿

岸等地发现较大面积绿潮，分布

面积约 1 800 平方公里。 

3.3 海洋放射性 

2011 年，继续对浙江省秦山核电站和江苏省田湾核电站邻近海

域开展海洋放射性核素跟踪监测。结果表明，两个核电站邻近海域的

放射性水平总体未现异常。 

秦山核电站  水体中锶-90、铯-137、总β、总铀的放射性水平

赣榆县青口镇沿岸绿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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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低于去年，氚的放射性水平较去年有所上升。沉积物中铀-238、钍

-232、镭-226、铯-137、总β的放射性水平与前 6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核电站邻近海域的鲻鱼体内镭-226 的放射性浓度范围为 0.16～0.19

贝克勒尔/千克，铯-137 的放射性浓度小于 0.006 贝克勒尔/千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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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湾核电站  水体中锶-90、铯-137、总β、总铀、氚的放射性

水平和沉积物中铀-238、钍-232、镭-226、铯-137、总β的放射性水

平运营前后均未发现明显变化。核电站邻近海域的舌鳎、斑鰶、鰕虎

鱼、海鳗和小黄鱼等体内镭-226 的放射性浓度范围为 0.08～0.42 贝克

勒尔/千克，铯-137 的放射性浓度范围为 0.013～0.033 贝克勒尔/千克，

都远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制浓度标准》中放射性物质限制值。 

3 月 12 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东海分局周密部

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监测工作。根据南黄海、东海海域大气环流和

海洋环流特点，设置了 3 道监测防线，开展海水流动站采样、海洋大

气气溶胶定点采样、海洋大气γ辐射剂量率监测工作；密切关注主要

港口往来日本的船舶，研判日本福岛核事故对我海域的影响。监测结

果表明，东海区海域海洋环境未受到日本福岛核泄漏的污染。 

气溶胶放射性状况  在浙江省嵊山海域开展气溶胶监测，3 月中

旬在气溶胶中检出碘-131，4 月上旬检出铯-137 和铯-134，最高值出

现在 4 月 7 日，其产生的辐射剂量小于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的十万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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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γ辐射剂量率  3 月至 12 月，对东海油气平台、江苏省滨

海、上海市大戢山、浙江省嵊山、浙江省南麂、福建省北礵、厦门市

何厝海域的大气γ辐射剂量率开展连续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海域大

浙江省嵊山气溶胶放射性状况（单位：×10
-5贝克勒尔/立方米） 

应对日本福岛核泄漏的“三道监测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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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γ辐射剂量率均处于正常范围。 

海水放射性状况  在江苏省洋口港，浙江省洋山、嵊泗、温州、

福建省厦门近岸海域以及东海区近岸以外海域采集海水进行放射性

核素铯-137、总铀、锶-90 和总β分析。结果表明，监测海域放射性

水平均处于东海区正常本底范围内，海水放射性未现异常。 

3.4 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 

2011 年，对东海区 8 个区域开展了海水入侵监测，4 个区域开展

了土壤盐渍化监测。结果表明，监测区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海水入侵

和土壤盐渍化现象。 

江苏省盐城大丰和福建省漳州漳浦沿岸地区海水入侵较严重，所

有监测站位均存在海水入侵；其它 6 处监测区域部分站位无入侵。江

苏省盐城大丰沿岸、浙江省台州椒江沿岸、浙江省温州温瑞平原和福

建省泉州泉港沿岸枯水期海水入侵比丰水期严重。 

2011 年东海区沿岸地区监测站位海水入侵状况 

与去年相比，江苏省盐城大丰沿岸、浙江省温州温瑞平原沿岸、

省市 监测区域 严重入侵（%） 轻度入侵（%） 无入侵（%） 

江苏省 盐城大丰沿岸 75 25 0 

上海市 崇明东部沿岸 25 19 56 

浙江省 

宁波象山贤庠沿岸 8 59 33 

台州椒江沿岸 33 33 33 

温州温瑞平原沿岸 7 57 36 

福建省 

福州长乐沿岸 15 40 45 

泉州泉港沿岸 6 33 61 

漳州漳浦沿岸 67 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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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泉港沿岸海水入侵程度有所加重；其它监测区域无明显变

化。 

浙江省温州温瑞平原、福建省漳州漳浦有盐土和重盐渍化土的分

布；江苏省盐城大丰、上海市崇明东滩、浙江省温州温瑞平原和福建

省漳州漳浦有轻盐渍化土的分布。 

2011 年东海区沿岸监测站位土壤盐渍化状况 

与去年相比，福建省漳州漳浦沿岸土壤盐渍化程度有所加重，其

它监测区域无明显变化。 

3.5 重点岸段海岸侵蚀 

2011 年，继续开展崇明

东滩岸段、连云港至射阳河

口岸段的海岸侵蚀监测工作。

结果表明，这两处岸段仍存

在一定程度的海岸侵蚀现象。 

崇明东滩岸段 

2009 年~2011 年间，崇明东滩海岸（海滩）侵蚀主要分布在南侧

的奚家港至团结闸之间岸滩，海岸（海滩）侵蚀长度为 5.1 公里，占

省市 监测区域 
盐土 

（%） 

重盐渍化土 

（%） 

中盐渍化

土（%） 

轻盐渍化

土（%） 

非盐渍化

土（%） 

江苏省 盐城大丰沿岸 0 0 0 8.3 91.7 

上海市 崇明东滩沿岸 0 0 6.3 18.7 75.0 

浙江省 温州温瑞平原沿岸 12.5 12.5 0 12.5 62.5 

福建省 漳州漳浦沿岸 16.7 16.7 33.3 25.0 8.3 

崇明东滩岸段稳定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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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岸线的 10.6%，侵蚀总面积为 0.097 平方公里，平均侵蚀宽度 19.0

米，最大侵蚀宽度 49.0 米。目前奚家港以东侵蚀岸段基本处于自然

状态，且此处草滩宽度 140 米～300 米，离岸非常近，侵蚀风险较大。

与 2009 年前监测结果比较，目前该岸段东南侧侵蚀程度减缓。 

绣针河口至射阳河口岸段  2009 年~2011 年间，振东河闸至射阳

河口间的岸线侵蚀主要分布

在废黄河口南北两侧海岸，向

西北到埒子口，向东南到双洋

河口；海岸侵蚀后退区域主要

分布在振东河闸和双洋河口

之间的沿海水产养殖区域。该

岸段海岸侵蚀长度 89.8 公里，

占监测岸线的 35.3%，侵蚀总

面积 1.99 平方公里，最大侵蚀

宽度 230.0 米，平均海岸侵蚀

宽度 22.1 米。该岸段海岸侵蚀

已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主要

表现为一些沿海养殖用海的鱼、虾、蟹塘等自然岸堤被冲毁，部分养

殖区域废弃。目前，振东河闸以南的一些以高涂蓄水养殖为主的自然

岸段，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工程，岸线蚀退仍在继续，其中夸套河口

和双洋河口之间的高涂养殖区域侵蚀程度有所加剧，侵蚀风险正在加

大。  

振东河闸至双洋河口间岸段侵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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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环境监管 

4.1 海洋倾倒区 

东海区现有可用倾倒区 37 个，2011 年实际使用了 30 个。与去

年相比，年倾倒量增加了约 4%。 

监测结果表明，倾倒区使用前后环境质量差异不明显，疏浚物的

扩散未对邻近海域环境敏感区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各倾倒区和吹泥站

的水深状况基本满足继续倾倒的功能需求。吴淞口北倾倒区、甬江口

七里屿外侧疏浚物倾倒区存在局部水深较浅的情况，需实行分区倾倒，

并避免不到位倾倒的情况发生。 

东海区主要倾倒区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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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倾倒区群 1 895 

长江口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4 453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吹泥站 2 545 

吴淞口北倾倒区 326 

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527 

甬江口七里屿疏浚物倾倒区群 187 

福建东碇临时海洋倾倒区 225 

其他海洋倾倒区 872 

合计 11 030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疏浚物临时倾倒区群  各倾倒

区水动力环境稳定，倾倒活动未对附近航道造成影响，适宜继续使用。

但其中 2 号和南倾倒区渔获物种数较去年有所减少。 

吴淞口北倾倒区  倾倒区内局部海域呈现淤积现象，平均水深较

去年有所减小，倾倒区边沿局部区域水深较浅，倾倒区可继续分区倾



 

21 

2011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倒，但应对倾倒量有所限制。 

长江口疏浚物海洋倾倒区群  各倾倒区的海水自然冲刷能力较

强，对倾倒物的容纳能力较好，适宜继续使用。其中 3 号倾倒区的水

深条件最好，平均水深约为 9.2 米，倾倒容量较大。渔业资源调查结

果表明，中华绒螯蟹苗等渔业资源与历年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吹泥站  疏浚物的吹填工程对邻近海

域的渔业资源未造成明显影响，其迁移扩散未对长江口航道区造成淤

积。 

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倾倒活动对邻近海域航道水深

造成的影响较小，平均淤积厚度约为 0.5 米，可继续使用。渔业资源

调查结果表明，渔获物种数量较本底值有所提高。 

甬江口七里屿疏浚物倾倒区群  甬江口七里屿外侧疏浚物倾倒

区出现回淤现象，淤积面积占倾倒区面积的比例较大，应适当控制倾

倒量。 

福建东碇临时海洋倾倒区  倾倒区呈现出一定的淤积态势，淤积

量占年倾倒量的 28.8%，局部区域水深有所减少，最大淤积厚度约为

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 

为了减少疏浚物海上倾倒对海洋环境带来的压力，我国积极探索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

之路。长江口深水航道疏浚物吹泥上滩工程是国内疏浚物资源化利用规模较大的工程实例

之一。该项目利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产生的疏浚土为上海造地。据统计，航道治理

期间共有 16 000 万立方米疏浚物吹泥上滩，圈围面积达 81.7 平方公里，吹填高程 3.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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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米。在适当减少倾倒量和控制倾倒频率的条件下，可继续使用。 

本年度，进一步加大了对海洋倾倒区的监视、监管力度，对倾倒

活动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对东海区的倾倒区开展了 140 余次监视，

对倾倒工程开展了 280 余次跟踪监视和执法检查，发现 20 余起涉嫌

违规倾倒行为。 

4.2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区 

2011 年，东海区有 2 个移动钻井平台从事勘探作业，在春晓和

平湖油气开发区有 5 个海上油气平台从事生产作业。各平台的生产污

水、生活污水、钻井泥浆和钻屑均达标排放，排放量较去年略有下降。 

2011 年东海区海上油气平台废弃物排放量 

海上油气平台 
生产污水量 

(万立方米) 

生活污水量 

(万立方米) 

钻井泥浆量 

(立方米) 

钻屑量 

(立方米) 

春晓油气区 4.0 1.8 683 0 

平湖油气区 131.2 1.2 0 36 

各季节监测结果表明，春晓和平湖油气平台及邻近海域海洋环境

质量状况良好，未发现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活动对海洋造成污染，符合

海洋油气开发区环境保护要求。 

本年度，进一步加强了对油气开发区海域的监视和执法检查力度。

对海上油气平台区和输油管线区、油气终端处理厂开展的监视检查结

果表明，东海区油气开发活动中未发生溢油事故，生活垃圾均按规定

运回陆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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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涉海工程 

2011 年，对 12 个涉海工程及其邻近海域的海洋环境开展了监视

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海域环境质量总体符合所在海域环境保护要求。


 

                                                             

 图中纵坐标表示以第一类海水水质或沉积物质量标准进行单因子评价得出的海洋环境要素的标准指数 

2011 年涉海工程及其邻近海域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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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海域水体中酸碱度、化学需氧量、铜、铅、锌、铬、镉、汞

和砷满足所在海域第二类海水水质要求。超标因子主要为无机氮、活

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在南通洋口港、东海大桥海

上风电场、象山港大桥、厦漳跨海大桥、舟山武港码头 5 个工程海域

符合第四类或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与工程前相比，象山港大桥

和厦漳跨海大桥监测海域的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浓度都有所上升。石

油类在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南通洋口港、宁德核电、福清核电

4 个工程海域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与工程前相比，除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工程海域的石油类浓度有所下降外，其它 3 个工程海

域的石油类浓度都明显上升。 

 

东海大桥风电场一期工程海洋环境跟踪评价 

东海大桥风电场为我国国内首个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其一期工程位于东海大桥东侧 1

公里以外海域，区域用海面积约 14 平方公里。 

跟工程建设前相比，局部区域的流场有所变化，但工程区总体的水动力变化不大；

工程对其海域悬沙的含量和类型影响较小；工程及其邻近海域内水质、沉积物在风电场

工程建设前后未显著改变。 

跟踪监测表明风电场工程的作业对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在施工结束后，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已基本得到恢复，而底栖生物至 2011 年还未完

全恢复。 

风电场工程没有改变所在海域冲淤背景大环境，但对风机墩柱有一定影响，其影响

程度小于工程建设前最大影响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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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硫化物、有机碳满足所在海域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要

求，石油类、铬、铅、铜、汞、砷和镉在多数工程海域符合第一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仅在个别工程的局部海域出现超标。与工程前相

比，南通洋口港海域的沉积物中铬浓度明显上升；厦漳跨海大桥的沉

积物中镉、铅、石油类浓度显著上升，超标区域主要在桥梁施工区，

未影响到白鹭自然保护区附近海域。 

2011 年涉海工程海洋环境质量超标状况 

工程名称 超标状况 

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工程 
 航道区海域水体中石油类超标，与工程前相比，含

量有所下降 

南通洋口港工程 

 水体中活性磷酸盐超标，但较工程前含量有所下降 

 石油类从工程前的第一、二类上升至第三类海水水

质标准 

 沉积物中铬从工程前的第一类上升至第二类海洋

沉积物标准 

东海大桥风电场工程 
 水体中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超标状况与工程前基本一致 

象山港大桥接线工程 
 水体中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含量整体较工程前有所

上升  

乐清湾北港区工程 
 沉积物中铜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标准，超标状况与

工程前基本一致 

宁德核电工程 
 水体中石油类含量从工程前第一、二类上升至第三

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福清核电工程 
 水体中石油类含量从工程前第一、二类上升至第三

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厦漳跨海大桥工程 

 水体中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含量较工程前明显上

升，工程前后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沉积物中镉、铅、石油类含量较工程前显著上升，

超标区域主要在桥梁施工区，但尚未对邻近的白鹭

自然保护区造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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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程海域中，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呈现“较好”的有连云港港

30 万吨级航道工程和宁德核电 2 个工程，漳州人工岛、长江口航道

治理工程和东海大桥风电场 3 个工程海域显示为“差”。浮游动物的

生物多样性除了在南通洋口港工程海域为“较差”外，其余监测的

10 个工程海域的浮游动物生物多样性都在“中等”以上。底栖生物

的生物多样性除了在乐清湾北港区、宁德核电和漳州人工岛 3 个工程

海域为“中等”外，其余 8 个工程海域都为“较差”。
 

2011 年，对 169 个涉海工程进行了 454 次监视、检查，共发现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4 起，主要表现为未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

未经核准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开工建设、未落实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的

环保措施等。 

 

 

                                                             

 生物多样性指数: 是种数和种类间个体数量分配均匀性的综合表现，用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表征，

分为五个等级，≥4 为“好”，3~4“较好”，2~3“中等”，1~2“较差”，≤1“差”。 

2011 年涉海工程及其邻近海域生物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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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围填海活动 

2011 年，对东海区 3 个大型围填海工程开展监测。结果表明，

工程邻近海域整体流场特征未发生明显变化，冲淤变化影响范围较小。 

通州和海门滨海新区区域建设用海工程  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辐

射沙脊内缘区，目前围堤工程已完成，处于填海阶段。工程建设后，

纳潮量有所减少；围填区前沿流速有所减小，但工程对整体流态和主

槽区流场的影响不明显。 

工程邻近海域水质基本符合所在海域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水

体中除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之外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沉积物质量满足工程邻近海域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底栖生物共鉴

定出 27 种，其中多毛类和软体类占优，比例分别为 40.7%、37.0%。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  位于浙江省小洋山颗

珠山岛与小乌龟岛之间，

围堤工程基本完成，目前

围堤间仍留有溢流口，处

于吹填阶段。工程建设对

附近海域整体流态和潮流

特征的影响不明显；码头

挑流作用使得流速流向变

化较大，目前码头前沿冲

刷明显；西围堤前沿流速减小，淤积明显。 

工程邻近海域水质基本符合工程附近海域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

洋山深水港四期围填海区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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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水体中除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之外均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沉积物质量满足工程邻近海域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底栖生物共鉴

定出 16 种，其中多毛类占优，比例为 43.8%。 

泉州市外走马埭围垦工程  位于福建省湄洲湾南岸，目前填海工

程已经竣工，已进入垦区建设阶段。工程建设后，湄洲湾海域纳潮量

有所减少；附近海域的流速减小，流向偏转，但没有造成潮流性质和

整体流态的明显变化。 

工程邻近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基本符合工程附近海域功能区的

环境保护要求，水体中除了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之外均符合第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除了硫化物和石油类之外均符合第一类沉积物

质量标准；底栖生物共鉴定出 69 种，其中多毛类占优，比例为 46.4%。 

4.5 电厂温排水 

2011 年，对江苏田湾核电站、浙江秦山核电站等 5 个滨海电厂

温排水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监测。结果表明，电厂温排水扩散面积低于

环评报告预测面积，温排水尚未影

响到电厂邻近海域海洋环境敏感

区。 

田湾核电站  温排水区域温

升 4℃、1℃的包络面积低于环评

报告预测面积，与 2009 年同期监

测结果相比有所减小。水质、沉积

田湾核电站低潮时温排水扩散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49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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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状况符合邻近海域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与去年同期相比，温排水

海域浮游植物密度下降，多样性指数上升，优势种改变；浮游动物种

类数下降，密度增加；底栖生物栖息密度下降，生物量增加。 

秦山核电站  一期、二期、三期工程温排水区域温升1℃以上累

计影响面积约0.57平方公里，温升

4℃以上的面积极小，低于环评报

告预测面积。温排水海域水体中，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全部超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监测指标

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

准。与去年同期相比，温排水海域

浮游生物种类数、密度与多样性指数均有增加；底栖生物种类、密度

等持续保持较低水平。 

浙能乐清电厂  温升 4℃、1℃包络面积分别为 0.13 平方公里、

1.16 平方公里，低于环评报告预测面积。1℃温升最远扩散距离 1.7

公里，未到达周边的增养殖区等生态敏感区域。温排水海域水体中石

油类、铅、锌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环境质量状况较好，仅铜

略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温排水海域浮游

植物种类数与细胞密度大幅下降；浮游动物密度与生物量有所下降，

多样性指数基本持平，优势种改变；底栖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均有所增

加。 

秦山核电站温排水扩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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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玉环电厂  温排水温升 4℃、1℃包络面积分别为 0.13 平方

公里、1.26 平方公里，低于环评报告预测结果。1℃温升的扩散距离

未到达周边的生态敏感区域。与邻近的浙能乐清电厂海域的温升无叠

加效应。温排水海域水体中石油类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海域

沉积物中铜、铬和锌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

温排水海域浮游植物种类数与细胞密度下降，多样性指数基本持平；

浮游动物种类数有所下降，优势种改变；底栖生物种类数基本持平，

多样性指数有所增加。 

大唐乌沙山电厂  邻近海域水体中除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外，其

余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个别站位铜超第一

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与电厂运营前相比，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优

势种发生改变；浮游植物种类数下降；浮游动物密度增加约 1 倍；底

栖生物种类数、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均有所下降。 

4.6 海洋保护区 

2011 年，对东海区 10 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4 个自然保护区和

乐清电厂温排水扩散图 玉环电厂温排水扩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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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海洋特别保护区）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保护区海域水体普遍

存在无机氮超标现象，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各保护区所监测的

主要保护对象和保护目标基本保持稳定。 

浙江省南麂列岛海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 201.06 平方公

里，主要保护对象为海洋贝藻类、鸟类、野生水仙花及其生态环境。

潮间带共记录到贝类 30 种，种类数量较去年有所降低，主要优势种

为条纹隔贻贝。 

福建省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 390 平方

公里，保护对象为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和白鹭。监测结果显示，文昌

鱼在各个季节均有一定范围的分布，年龄结构组成较合理。保护区生

境状况适合文昌鱼的生长。 

福建省深沪湾海底古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 31 平方公

里，重点保护对象包括海底古森林遗址和海湾牡蛎礁。目前已发现海

底古树桩定位 16 株，埋藏年限为 7 000~8 000 年。部分实验区海域存

在着非法吊养牡蛎的开发活动，对保护区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浙江省宁波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 484.78 平方公

里，主要保护对象为江豚、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黑嘴端凤头燕鸥

东海区共有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 27 个，其中江苏省 4 个，上海市 3 个，浙江省 11 个，

福建省 9 个。这些保护区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区分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濒

危珍稀物种保护区、自然历史遗迹保护区、特殊景观保护区以及海洋环境保护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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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珍稀鸟类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有所恢复，几近灭绝

的大黄鱼和曼氏无针乌贼重新出现。 

江苏省海州湾海湾生态与自然遗迹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总

面积 514.55 平方公里，保护对象为龙王河口沙嘴、秦山岛、竹岛、

东西连岛、羊山岛地貌景观。监测结果表明，保护区水体中石油类和

化学需氧量含量较去年有所上升，部分海域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江苏省海门市蛎岈山牡蛎礁海洋特别保护区  总面积 12.229 平

方公里，蛎岈山牡蛎礁大潮低潮时露礁面积约为 2.83 平方公里。保

护对象为牡蛎礁和滩涂地貌。监测结果表明，保护区海域水质石油类

含量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浙江省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  总面积 549.0 平方公里，

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濒危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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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共鉴定出潮间

带生物 23 种，主要优势种为粒结节滨螺、粗糙滨螺、厚壳贻贝和日

本笠藤壶。 

浙江省普陀中街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  总面积 202.9平方公里，

主要保护对象为渔业资源、鸟类、旅游景观、无人岛、海洋生态环境

等。共鉴定出潮间带生物 27 种，生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较去年略有

降低，主要优势种为厚壳贻贝、粒结节滨螺和带偏顶蛤。 

浙江省宁波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总面积 57.0 平方

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为渔业资源、岛礁和领海基点、自然景观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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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至本年底，在白礁湾底播海参 103 万余头，底播鲍鱼 3.3 万

头。 

浙江省乐清西门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总面积 30.8 平方公

里，主要保护对象为红树林及滨海湿地生态环境。红树林植物的分布

面积为 0.13 平方公里，品种为秋茄，株高范围介于 0.19 米~3.82 米。

近年来，红树林受到互花米草的入侵，目前已引入红树林植物另一品

种桐花树，且有部分存活。 

4.7 陆源污染物排海 

2011 年，对东海区 20 条主要入海河流实施了污染物入海通量监

测。结果表明，主要污染物入海通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CODCr）

约 1 335 万吨，石油类约 5.9 万吨，营养盐约 43 万吨（其中氨氮约

23 万吨，总磷约 20 万吨），重金属（铜、铅、锌、镉、汞）约 1.8 万

吨，砷 0.2 万吨。与去年相比，20 条主要入海河流的年污染物入海总

量减少了 4.8%，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减少了 2.5%、54.2%。 

2011 年东海区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单位：吨） 

河流 石油类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重金属 砷 

长江 51 580 9 543 470 132 950 165 842 12 943 1 844 

黄浦江 1 690 221 529 9 423 2 448 330 37 

钱塘江 2 008 823 173 23 581 4 193 763 51 

甬江 315 258 580 6 649 1 811 65 7 

椒江 288 298 440 2 952 1 102 88 23 

瓯江 405 656 524 7 403 11 622 186 39 

飞云江 68 109 093 1 335 2 543 37 11 

鳌江 72 45 307 6 032 1 527 18 11 



 

34 

2011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 

河流 石油类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重金属 砷 

交溪 199 80 534 181 431 115 7 

盐田杯溪 9 6 232 65 29 10 0.001 

霍童溪 36 28 124 367 88 55 0.004 

敖江 144 45 815 647 186 26 1 

闽江 1 399 896 248 21 218 6 736 2 424 70 

龙江 14 6 584 1 663 308 75 0.001 

木兰溪 34 36 990 1 503 1 251 109 0.002 

晋江 175 44 059 2 237 465 198 2 

同安东、西溪 15 11 200 785 185 5 0.3 

九龙江 236 192 460 13 875 1 753 147 12 

漳江 52 28 026 285 130 16 1 

诏安东溪 60 14 274 243 153 37 0.2 

合计 58 799 13 346 662 233 394 202 803 17 647 2 117 

 

2011 年，对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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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25%、54%。排污口排入海域共涉及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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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的排污口占监测总数的 33%。 

 

2011 年，129 个入海排污口污水排放总量约 129.2 亿吨，污染物

排放总量约 67.4 万吨。其中，悬浮物约 42.5 万吨，占主要污染物入

海总量的 63%；化学需氧量（CODCr）约为 21.9 万吨，占 32%；氨

氮约 2.5 万吨，总磷约 0.3 万吨，油类约 1 646 吨，重金属（铜、铅、

锌、镉、汞、铬）和砷共约 286 吨，其他（氰化物、挥发酚、六六六、

滴滴涕、多氯联苯、硝基苯、苯胺等）共约 3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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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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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粪大肠菌群、总

磷、悬浮物和化学需氧量（CODCr），达标率依次为 38%、68%、77%、

78%。 

监测的 129 个排污口中，达标排放次数占全年监测总次数的比例

为 40%，其中，25 个排污口全年四次监测均达标，占监测排污口总

次数的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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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 32%、35%、17%和 51%。 

2011 年东海区各省、市监测排污口达标情况
 

省（市） 
四次达标 

（个） 

三次达标

（个） 

二次达标

（个） 

一次达标

（个） 

四次超标

（个） 

监测排污口

（个） 

江苏省 0 8 4 3 0 15 

上海市 2 1 1 4 4 12 

浙江省 0 3 4 7 18 32 

福建省 23 6 10 15 16 70 

东海区总计 25 18 19 29 38 129 

 

2011 年，对 54 个重点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开展了监测。其中，

开展了水质、沉积物质量、生物质量和底栖生物监测的排污口个数分

别为 54 个、46 个、18 个和 42 个。结果显示， 32 个入海排污口的

邻近海域环境质量受到排污的较重或严重影响，占总数的 59%。与去

                                                             
 排污口一年监测 4 次，本表为各省各次达标的排污口数量的统计结果 

省(市)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合计 

监测排污口数量（个） 15 12 32 70 129 

污水排放量（万吨） 22 748 189 170 43 147 1 037 415 1 292 481 

污染物排放量（万吨） 4.5 9.6 5.4 47.9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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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17 个排污口的邻近海域综合等级水平有所好转，10 个有所

变差，其余排污口邻近海域综合等级持平。 

海水质量状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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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的 72%，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和活性

磷酸盐。 

沉积物质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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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的 22%，沉积物中的主要污染物是铬、

铜、石油类和汞。 

生物质量  共有 17 个排污口采集到贝类样品，其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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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数的

33%，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铅和铜。 

底栖生物  2 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未检出底栖生物。 

2011 年，对东海区沿海省、市近岸海域（海滩）开展了海洋垃

圾监测，项目包括海滩垃圾、海面漂浮垃圾和海底垃圾的种类和数量。 

东海区陆源入海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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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垃圾  监测海域海滩垃圾多达 150 种，主要有塑料袋、烟头、

木器、瓶子、尼龙绳等。其中塑料类垃圾最多，占 49%；木制品类、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和纸类垃圾分别占 18%、9%和 7%。数量密度为

3 个/百平方米，重量密度为 161 克/百平方米，基本与去年持平。 

海面漂浮垃圾  监测海域海面漂浮垃圾共有 39 种，主要有尼龙

绳和泡沫等。以塑料类垃圾为主，占 45%，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和木

制品类垃圾均占 22%。漂浮的大块和特大块垃圾数量密度为 11 个/

平方公里，与去年持平；表层水体小块及中块垃圾数量密度为 1 045

个/平方公里，重量密度为 5.13千克/平方公里，分别比去年减少了 55%

和 58%。 

海底垃圾  监测海域海底垃圾共有 6 种，主要为塑料类，比例高

达 56%，其次是织物类，占 25%，另有少量的纸类和木制品类。海

底垃圾数量密度为 300 个/平方公里，重量密度为 7 千克/平方公里，

分别比去年减少了 62%和 64%。  

海洋垃圾是指海洋和海岸环境中具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固体废弃物。

垃圾进入海洋后，大约有 70%沉降至海底，15%漂浮在海面，15%驻留于海滩。由于

海洋垃圾具有跨界移动性，它对海洋生态的影响比预想的要更严重、涉及的范围也

更广。自 2007 年，东海区开始在管辖海域实施海洋垃圾监测，包括海洋漂浮垃圾、

海滩垃圾和海底垃圾的全方位监测。 

有报道说太平洋上已经形成了由美国加州海岸延伸至日本海域的一个“垃圾漩

涡”（垃圾洲），面积约为 343 万平方公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

海面漂浮大块垃圾的密度水平约为每平方公里 0~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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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益服务 

5.1 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 

2011 年，对东海区 9 个重点海水浴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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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度。 

水质状况  监测时段内，9 个海水浴场水质为优和良的天数占

78%，水质为差的天数占 22%。浙江温州南麂大沙岙、福建泉州青山

湾、福建平潭龙王头和福建东山马銮湾 4 个海水浴场每日水质等级均

为“优”或“良”。连云港连岛海水浴场 7 月出现漂浮浒苔，舟山朱家尖

海水浴场 7 月下旬发现一次赤潮，水质受到影响；福建霞浦高罗和崇

武西沙湾海水浴场部分监测站位的粪大肠菌群含量超标，水质一般。 

游泳适宜度  福建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最

高，达 93%；泉州崇武西沙湾海水浴场受粪大肠菌群超标影响，监测

时段内均不适宜游泳，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其它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

数比例为 67%~87%。 

游泳适宜时段  厦门黄厝和福建东山马銮湾海水浴场适宜游泳

时间较长，6 月~10 月均适宜；连云港东西连岛海水浴场 6 月~7 月受

绿潮影响，不适宜游泳，8 月~9 月为游泳最佳时段；其它海水浴场适

宜游泳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7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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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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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状况  7个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平均水质指数为4.3，水质优良。

受漂浮浒苔影响，连云港东西连岛滨海旅游度假区滨海景观及水体的

2011 年东海区海水浴场、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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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使用功能受到影响，部分时段不适宜开展游泳和海上休闲等休闲

观光活动。 

旅游适宜度  7个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平均休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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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适宜时段  连云港东西连岛滨海旅游度假区8月~10月为旅游

最佳时段；平潭龙王头滨海旅游度假区最佳旅游时段为6月~8月；其

它各滨海旅游度假区适宜开展旅游度假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

~10月。 

5.2 海水增养殖区 

2011年，监测的12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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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的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为“优良”，8%为

“较好”，25%为“及格”。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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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养殖种类 主要养殖方式 
综合环境

质量等级 

江苏省 
海州湾增养殖区 条斑紫菜、贻贝、牡蛎 浮筏、吊养 优良 

如东紫菜增养殖区 条斑紫菜等 浮筏 优良 

浙江省 

舟山嵊泗增养殖区 紫贻贝、大黄鱼 浮筏、网箱 优良 

中街山增养殖区 紫贻贝、海带、大黄鱼 浮筏、网箱 优良 

象山港增养殖区 
锯缘青蟹、三疣梭子蟹、黑鲷、
鲈鱼、大黄鱼、南美白对虾 

浮筏、网箱 及格 

三门湾增养殖区 虾、蟹、鱼、贝、藻 
围塘、底播、浮筏、

网箱、吊笼 
优良 

乐清湾增养殖区 牡蛎、鲈鱼、泥蚶、缢蛏、青蛤 
滩涂、浮筏、网箱、

池塘 
优良 

洞头增养殖区 
美国红鱼、鲈鱼、黑鲷、斜带髭

鲷、羊栖菜、海带 
网箱、浮筏 较好 

大渔湾增养殖区 紫菜 浮筏 优良 

福建省 三沙湾增养殖区 
大黄鱼、真鲷、大弹涂鱼、鲍鱼、

紫菜、海带 

网箱、浮筏、底播、
池塘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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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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养殖区名称 主要养殖种类 主要养殖方式 
综合环境

质量等级 

罗源湾增养殖区 大黄鱼、真鲷、鲍鱼 网箱、浮筏 优良 

东山湾增养殖区 花鲈、波纹巴非蛤、泥蚶 底播、浮筏 及格 

江苏省海域的2个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均为“优良”；浙江省

海域的7个海水增养殖区中，5个环境质量为“良好”，1个环境质量

为“较好”，1个环境质量为“及格”；福建省海域的3个海水增养殖

区中，1个环境质量为“优良”，2个环境质量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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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动与措施 

2011 年，在“联合、联动、共享”的东海区海洋工作机制下，东

海分局出台了《关于完善东海区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充实、完善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沟通与信息共享机制。东

海区各省、市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加强与当地环保部门的联系与沟通，

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健全海陆一体化海洋环保工作机制。各级海洋行

政管理部门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与技术监管运行机制的有效结合，深

化海洋环境保护分区分级责任制，基本形成海陆统筹、区域联动、分

级负责的海洋环境保护新局面。 

2011 年，东海分局严格按照海洋倾废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

步深化海洋倾倒区选划与管理，规范海洋倾废行政审批程序，健全行

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利用“东海区海洋倾废签证管理系统”，提高

海洋倾废信息公开、透明，提升海洋倾废监管成效。海区省市海洋行

政管理部门不断完善海洋环境行政审批信息公开制度，切实做好海洋

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核准工作。在依法行政和严格管理

的基础上，海区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协调，主动服务一批涉海

工程建设项目用海和城市建设对海洋倾倒的需求，有力保障了地方经

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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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本核泄漏事故，在国家海洋局统一部署下，东海分局积极

应对，科学设计方案，组织开展全方位的核应急监测、预测预报工作，

及时通报核辐射信息，为地方各级政府决策提供服务，为保持社会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有效防范东海区海洋核应急、油气勘探作业溢

油等海洋环境风险，东海

分局先后与海区省市海

洋行政管理部门、沿海核

电企业、海洋石油勘探开

发企业就海洋核应急、溢

油应急工作进行了 2 次

座谈，健全与沿海核电企

业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企业的常态化交流、沟通、联络工作机制；进

一步加大海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风险排查力度，首次使用中国海

监飞机对海上油气生产平台进行环保监督检查。 

2011 年，东海分局以推进监管技术创新为抓手，积极推进在线技

术在海洋环境监视监测中的应用。组织开展海洋倾废监管系统、海洋

保护区视频监控系统、油气平台在线监控系统、养殖区水质环境自动

在线监控系统等建设，提升了海洋环境监视监管的能力。目前已完成

海气二氧化碳通量岸基站、浮标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福建宁德三都澳

养殖区水质在线监测监视系统；福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漳州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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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然保护区及春晓油气平台视频监控系统。海洋倾废动态实时监控

系统船载监控仪（黑匣子）已进入安装阶段，该系统的全面运行将实

现对疏浚船倾废行为的远程、实时、动态监管。 

2011 年，东海区各省市不断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开展海洋生态修

复和保护区建设，积极落实相应举措，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福建

省颁布了《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1-2020）》，浙江省制订了

《浙江省蓝色屏障行动方案》，为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了规划指

导和政策保障。江苏省、厦门市新建了 2 个国家级海洋公园；宁波市

韭山列岛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以项

目示范为抓手，带动全省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宁波市海洋与渔

业局启动海洋牧场建设，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推进九龙江-厦门海域

生态系统管理工作。 

2011 年，东海区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以第一届全国海洋环境监测

专业技术竞技大奖赛为契机，

认真筹备、积极策划、精心

组织各赛区竞技大奖赛预赛

和参赛人员选拔，强化监测

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培训，

海区七支代表队在全国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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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了 2 个团体一等奖、1 个团体二等奖、4 个团体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通过本次赛事活动，激发和调动了广大海洋环境监测人员学习专业理论、

刻苦钻研技术的热情，引领和带动了海区海洋环境监测评价队伍整体水

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