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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2013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切实履行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的职责，组织沿海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做好我省管辖

海域环境质量现状和趋势监测、入海污染源监测、海洋功能区

监测等海洋环境常规监测，及时有效开展赤潮等海洋生态灾害、

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省、市、县三级海洋环境监测体

系共 17个监测机构承担了全省海洋环境监测任务，全省近岸共

设置各类监测站位 850个，监测项目覆盖水文、气象、水环境、

沉积环境和海洋生态等共 96项，累计出海 2,200多个航次，共

获得各类监测数据 27万余个。

2013年，广东省近岸海域海水环境和沉积环境总体良好。

79.0%的海域水质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较 2012

年下降 7.1%。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比例为

10.3%，较 2012年上升 3.8%，主要集中在珠江口海域，污染物

主要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93.5%的监测站位近岸海洋沉积物

质量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主要海水增养殖区环境状况基本满足其功能要求。海水浴

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良好。监测的代表性入海排污口

35.37%超标排放，纳入监测的入海河流全年向海排放污染物约

117.63万吨。全年发现赤潮 6次，累计面积约 167平方公里，未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与人员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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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1 海水质量

2.1.1 近岸海域海水质量
2013年，广东省在近岸海域共布设 320个水质监测站位，

开展海水质量监测，主要监测指标包括水温、盐度、pH、无机

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化学需氧量（CODMn）、溶解氧和重

金属等。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符合《海水水质标准》第一类、第二类、

第三类和第四类的海域面积比例分别为 66.7%、12.3%、7.7%和

3.0%。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比例为 10.3%，

主要污染区域在珠江口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

盐。

与 2012年相比，全省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有所下降，珠江口

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站位比例有所

增加。

溶解氧 全省近岸大部分海域海水溶解氧含量高于 6毫克

/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广州、深圳、东莞近岸海域个

别监测站位海水溶解氧含量低于 4毫克/升，劣于第三类海水水

质标准。

化学需氧量 全省近岸大部分海域海水化学需氧量符合第

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珠江口局部海域海水中化学需氧量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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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海水水质标准。

活性磷酸盐 全省近岸大部分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含量

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珠江口、汕头港和湛江港等近岸局

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无机氮 全省近岸大部分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符合第一

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珠江口大部分近岸海域无机氮含量

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石油类 全省近岸大部分海域海水石油类符合第一类海

水水质标准。大亚湾、水东港等近岸局部海域石油类含量符合

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珠江口局部海域石油类含量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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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实施监测的海洋功能区中有 51.6%的海水质量满

足其功能要求，较 2012年下降了 4.4%。

2013年全省近岸海域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情况表

序号
主要海洋

功能区

要求水质

类别

水质达标率

（%） 主要超标因子

1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第三类 58.3 无机氮

2 旅游休闲娱乐区 第三类 82.6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3 农渔业区 第二类 62.3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4 海洋保护区 第一类 55.6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5 港口航运区 第四类 55.9 无机氮

6 矿产与能源区 第三类 33.3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7 保留区 第三类* 10.2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注：本公报对保留区统一采用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进行评价。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按照海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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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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各市近岸海域海水质量
■■ 潮州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柘林湾局部海域水质较差，

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

大埕湾 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柘林湾 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其它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 汕头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汕头港局部海域水质较差，

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南澳岛近岸 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符合第三类海域水质标

准，其它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汕头港 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广澳湾 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

海门湾 个别站位海水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

■■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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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降水影响，大部分近岸海域无机氮劣于第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石油类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 汕尾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品清湖局部海域水质较差，

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

红海湾（汕尾海域） 品清湖等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

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

碣石湾 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

■■ 惠州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考洲洋和大亚湾澳头港等局

部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红海湾（惠州海域）考洲洋等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符合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

它各项指标基本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亚湾（惠州海域）澳头港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范和

港以及澳头至小桂海域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其它各项指标基本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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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深圳大亚湾、大鹏湾等东部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深圳

湾和珠江口东岸海域水质状况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

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深圳湾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局部海域海水溶

解氧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珠江口（深圳海域） 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

大鹏湾 局部海域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其它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亚湾（深圳海域） 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指

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 东莞

东莞市近岸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

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局部海

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和溶解氧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石

油类含量和化学需氧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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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广州市近岸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

酸盐和化学需氧量。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黄

埔港等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狮

子洋等局部海域化学需氧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南沙港

等局部海域溶解氧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 中山

中山市近岸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

酸盐。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活性磷酸盐含量

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

■■ 珠海

珠海市海域水质总体较好，但沿岸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

染物为无机氮。

万山群岛海域 东澳岛以北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其它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高栏港海域 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其它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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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

沿岸局部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

黄茅海 局部海域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其它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广海湾 局部海域无机氮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

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镇海湾 局部海域无机氮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活性

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类指标符合第一

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川山群岛海域 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类指

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 阳江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

北津港 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海陵岛周边海域 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

南鹏列岛海域 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海陵湾 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阳西近岸海域 沙扒港局部海域无机氮和石油类含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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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

■■ 茂名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水东湾局部海域水质较差，主

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大竹洲岛至放鸡岛海域 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

准。

博贺港 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水东湾 湾内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无机氮含量符

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湾外局部海域石油类含量符

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类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

■■ 湛江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湛江湾湾内和部分港口局部

海域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博茂港 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活性磷酸盐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湛江湾 湾内局部近岸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湛江湾湾外海域水质状况较好，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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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雷州湾 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流沙湾 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雷州半岛西南近岸海域 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

质标准。

安铺港 港内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其它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2.2 沉积物质量

2013年，近岸海域共布设 70个沉积物质量监测站位，主要

监测项目包括石油类、汞、镉、铅、砷、铜、锌、铬、六六六、

滴滴涕、多氯联苯、粒度、有机碳和硫化物。

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硫化物、有机碳、锌、汞、

镉、铅、砷、石油类和有机污染物等基本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局部海域沉积物中铜含量劣于第三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铬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潮州 沉积物质量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

■汕头 沉积物质量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

■揭阳 沉积物质量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2013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13 -

概述

物质量标准。

■汕尾 沉积物质量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

■惠州 近岸沉积物质量一般，局部海域沉积物中有机碳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汞、铜、铅、砷、石油类

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它指标均符合第一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深圳 大鹏湾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大亚湾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局部海域沉积物中锌、铬、

铜、铅、镉、砷和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伶仃洋海域沉积物质量一般，局部海域沉积物中石油类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深圳湾沉积物质量较差，局部海域沉积物中石油类含量劣

于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锌、铜、镉和铅含量符合第二

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广州 东江口、龙穴岛和十九涌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

局部海域沉积物中铅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

余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黄埔港、蕉门、洪奇沥等海域沉积物质量一般，各项指标

符合第二类或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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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渔港沉积物质量较差，局部海域沉积物中有机碳、

石油类含量劣于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余各项指标符

合第二类或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东莞 交椅湾沉积物质量较差，铜含量劣于第三类海洋沉

积物质量标准，铬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锌、

镉、铅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它指标均符合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伶仃洋和狮子洋沉积物质量总体一般，局部海域沉积物中

铜、镉、铅和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

他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中山 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局部海域沉积物中锌、砷含

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他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

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珠海 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局部海域沉积物中汞、铅含

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他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江门 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局部海域沉积物中锌、镉、

铬和砷含量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它各项指标符

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阳江 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沉积物中镉含量符合第二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它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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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

■茂名 沉积物质量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

■湛江 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沉积物中汞含量符合第二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它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

质量标准。

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
按照海域的不同使用功能和环境保护目标，海洋沉积物质量分为三类。

第一类 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洋自然保护区，珍稀与濒危生物自然保护

区，海水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沉积物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与人类

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

第二类 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

第三类 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特殊用途的海洋开发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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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海洋强省建设新局面

2013年 7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进行第八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

署。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

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8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集

中学习讨论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及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进行专题学习。

胡春华强调，要扎实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要大力发展

海洋经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要坚持海洋开发和保

护并重，守住海洋生态环保底线。要坚持科技兴海，促进海洋科技资源优化

配置。要提高海洋综合管控能力，加快构建现代海洋管理体系。

8月 31日，省海洋与渔业局召开了全省海洋渔业系统学习贯彻省委“实

施海洋强国战略及广东海洋经济发展”学习讨论会精神专题会，学习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胡春华书

记在省委常委集中学习讨论会上的讲话精神。文斌局长在学习讨论会上强

调：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二要联系实际，注重实效；三是要分工负责，

狠抓落实；四要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对海洋工作、海洋事业重要地位作用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省委建设海

洋强省的目标任务要求上来，切实增强建设海洋强省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

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扎实工作，奋力开创海洋强省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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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洋生物多样性

2013年对大亚湾、珠江口、汕头近岸、茂名近岸、湛江东

部近岸及雷州半岛西南沿岸海域等重点监测海域开展了海洋生

物多样性监测。

■ 浮游植物 大亚湾、汕头近岸和湛江东部海域浮游植物

多样性指数等级为中，珠江口、茂名近岸和雷州半岛西南沿岸

海域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等级为较差。

■ 浮游动物 汕头近岸海域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等级为

较好，大亚湾、珠江口、茂名近岸、湛江东部和雷州半岛西南

沿岸海域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等级均为中。

■ 大型底栖生物 汕头近岸和茂名近岸海域大型底栖生

物多样性指数等级为中，大亚湾、珠江口和湛江东部海域大型

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等级为较差。

生物多样性指数

根据《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HY/T 080-2005，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以 Shannon-Weaver

多样性指数来评判，计算公式：
2

1
log

S

i i
i

H P P


   ，式中：H’—多样性指数；Pi—第 i种生物个体

数与该样品总个体数之比；S—样品种类数。生物多样性指数值指示海区某个生物群落的均衡稳
定情况，受海洋环境质量的影响。

H’ ≥4 3~4 2~3 1~2 ≤1
指标等级 好 较好 中 较差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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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广东省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质量等级

海域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大型底栖生物

多样性指数

平均值
等级

多样性指数

平均值
等级

多样性指数

平均值
等级

大亚湾 2.34 中 2.33 中 1.98 较差

珠江口 1.94 较差 2.19 中 1.52 较差

汕头近岸 2.57 中 3.12 较好 2.22 中

茂名近岸 1.90 较差 2.56 中 2.34 中

湛江东部 2.56 中 2.58 中 1.92 较差

雷州半岛

西南沿岸
1.76 较差 2.25 中 —— ——

注：“——”表示无数据。

广东省启动美丽海湾建设

2013年 12月 26日，广东省美丽海湾建设现场会在潮州市饶平县召开。

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关于美丽海湾建

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美丽海湾建设工作。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文斌强调，美丽海湾建设是 2014年海洋渔业系统的头等大事，要围绕规划

建设管理主线，要像广东搞绿道，抓生态景观林带建设那样，全面推进美丽

海湾建设工作。各地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要向当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作一

次全面汇报，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制定一个高标准规划，出台一个行动方案，

选好一个建设示范点，打好一套组合拳。为确保美丽海湾建设取得实效，一

要转变观念，把保护海洋，建设美丽海湾放在履行职责的突出位置。二要务

求实效，将美丽海湾建设这个民心工程办好办实。三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

已有资源环境优势，又要突出特色。四要统筹协调，加强与发改、财政、水

利、林业、国土、环保、住建等部门的联动，形成美丽海湾建设的合力。五

要广泛宣传，联合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发动，让美丽海湾建设深入人心。六

要奖惩分明，综合运用政策支持，资金安排，用海审批等办法，切实推动美

丽海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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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2013年广东省继续加大力度对各类主要代表性陆源入海排

污口、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和海洋垃圾进行监测。

3.1 排污口分布情况

2013年，广东省纳入监测的各类代表性排污口共 82个，其

中一般监测排污口 74个，重点监测排污口 8个，14个沿海地级

以上市沿岸均有分布。全年共监测 4次，分别为 3月、5月、8

月和 10月。在 82个入海排污口中，分布在珠三角地区沿岸 41

个、粤西地区沿岸 28个、粤东地区沿岸 13个，分别占排污口

总数的 50.00%、34.15%、15.85%。

2013 年各市列入监测的代表性陆源入海排污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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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广东省监测的代表性陆源入海排污口分布图

监测的 82个入海排污口中，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 27个、

接纳沿岸地区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入海中小型河流（涌）13

条（以下称为“排污河”）、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 42个，分别占

32.93%、15.85%和 51.22%。

2013 年广东省监测的入海排污口类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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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

● 入海排污口污水入海量

2013年监测的 82个排污口中有 47个排污口的污水入海量

可测。经监测和统计，污水量可测的 47个排污口污水年入海量

为 2.56亿吨，其中市政污水 1.28亿吨，工业废水 0.41亿吨，排

污河 0.87亿吨，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50.00%、16.02%和 33.98%。

珠三角沿岸海域接纳污水 1.00亿吨，粤东沿岸海域接纳污

水 0.64亿吨，粤西沿岸海域接纳污水 0.92亿吨。珠三角沿岸海

域仍是入海污水的主要接纳海域，占全省的 39.06%，粤东沿岸

海域接纳污水占全省的 25.00%，粤西沿岸海域接纳污水占全省

的 35.94%。

2013 年各海域接纳的污水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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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排污口污染物入海量

污水入海量可测的 47个排污口，全年纳入监测的污染物入

海总量约 1.69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年入海量 1.57

万吨，氨氮年入海量 561.51吨，重金属年入海量 1.09吨，五日

生化需氧量（BOD5）年入海量 404.57吨，总磷年入海量 255.45

吨，石油类年入海量 19.48吨，其它污染物年入海量约 8.32吨。

2013年各类污染物入海比例

市政排污口排放入海的污染物数量最多，为 0.91万吨，占

总量的 53.42%，工业废水排污口为 0.47万吨，占总量的 27.48%，

排污河入海污染物为 0.32万吨，占总量的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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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各类入海排污口污染物入海量比例

3.3 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排放情况

实施监测的 82个各类代表性入海排污口中，有 29个入海

排污口超标排放，超标率（超标排放的入海排污口数量占实施

监测的入海排污口数量的比例）约 35.37%，主要超标污染物（或

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氨氮，个别排污口 pH超标。

●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

监测结果显示，27个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中，有2个排污口

排放入海的废水水质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的相应标准，超标率为7.41%，主要超标污染

物（或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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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超标情况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污染物污染指数

化学

需氧量
pH

1 江门嘉联皮革（中国）有限公司 1.78 —

2 广东湛化企业集团公司排污口 — 3.33

备注：“—”表示未超标。

●排污河

实施监测的 13条排污河中，有 2条排污河的入海水质超过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相应标准，超标率

15.38%，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磷。

2013年入海排污河水质污染超标情况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污染物污染指数

总磷

1 东宝河入海口 1.30
2 深圳市新圳河入海口 1.13

备注：“—”表示未超标。

●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

实施监测的 42个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中，有 25个排污口

排放的污水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相应

标准，超标率为 59.52%，主要超标污染物（或指标）为总磷、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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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情况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污染物污染指数

总磷 氨氮 化学需氧量

1 揭阳市惠来县神泉镇北排污口 1.19 — —

2 汕头市赤港坑排污口 3.27 1.09 —

3 汕头市竹排坑排污口 2.87 1.24 —

4 陆丰市碣石镇排污口 1.27 —

5 陆丰市甲子镇排污沟 1.36 — —

6

汕尾市红海湾试验区田墘街道大

排洪沟
1.32

—
—

7 汕尾市城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1.62 — —

8 深圳市蛇口 SCT码头排污口 1.38 — —

9 珠海市污水排放口（吉大） 1.42 — —

10 阳江市大角湾东排污口 1.14 — —

11 阳江市阳东县东平渔港排污口 2.99 — —

12 阳江市阳西县沙扒渔港排污口 4.28 — —

13 阳江市阳西县溪头渔港排污口 3.64 — —

14 电白县博贺渔港排污口一 7.96 2.11 1.10
15 电白县博贺渔港排污口三 2.34 1.03 1.21
16 电白县电城南门排污口 8.63 1.45 —

17 电白县电城东门排污口 4.95 1.69 1.76

18 电白县水东森高排污口 2.41 — —

19 电白县水东东湖排污口 1.48 — —

20 电白县水东海滨排污口 3.65 2.17 —

21 吴川市海滨街道办排污口 2.03 — —

22 湛江市海昌路排污口 1.66 — 1.43

23 湛江市区南柳河入海口 3.24 — 1.22
24 湛江市区避风塘入海口 2.09 — —

25 湛江市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排污口 1.03 — 1.06
备注：“—”表示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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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

2013年对珠江、榕江、练江、漠阳江、深圳河、黄冈河等

主要入海河流开展江河入海污染物总量监测。监测结果表明，

2013年，上述河流径流携带入海的化学需氧量（CODCr）、石油

类、营养盐、重金属和砷等污染物 117.63万吨。其中，化学需

氧量 74.46万吨，约占总量的 63.30%；氨氮（以氮计）3.01万

吨，约占总量的 2.56%；硝酸盐氮（以氮计）32.61万吨，约占

总量的 27.72%；亚硝酸盐氮（以氮计）2.75万吨，约占总量的

2.34%；总磷（以磷计）3.09万吨，约占总量的 2.62%；石油类

1.30万吨，约占 1.10%，重金属（铜、铅、锌、镉、汞）0.36万

吨和砷 0.05万吨，约占 0.36%。

2013 年广东省监测的主要入海河流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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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部分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吨/年）

河流

名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硝酸盐氮
亚硝酸

盐氮
总磷

石油类 重金属 砷 合计

CODCr （以氮计） （以氮计） （以氮计） （以磷计）

珠江 536180 15069 318886 25652 20149 11288 2888 452 930564

榕江 61297 4457 4463 1008 624 152 295 2 72298

练江 68581 4579 1218 23 735 847 50 3 76036

漠阳江 27197 2610 495 495 8928 543 333 6 40607

深圳河 43220 3155 270 252 327 151 10 1 47386

黄冈河 8147 295 782 50 112 14 9 1 9410

合计 744622 30165 326114 27480 30875 12995 3585 465 1176301

●珠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3 年，由珠江八大口门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

量为 93.06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 53.62 万吨，约占总量的

57.62%；氨氮（以氮计）1.50 万吨，约占总量的 1.62%；硝酸

盐氮（以氮计）31.89 万吨，约占总量的 34.27%；亚硝酸盐氮

（以氮计）2.57 万吨，约占总量的 2.76%；总磷（以磷计）2.01

万吨，约占总量的 2.17%；石油类 1.13 万吨，约占 1.21%；重

金属 0.3 万吨和砷 0.045 万吨，共占 0.35%。

●榕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3 年，由榕江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72,298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 61,297 吨，占总量的 84.78%；

氨氮（以氮计）4,457 吨，约占总量的 6.17%；硝酸盐氮（以氮

计）4,463 吨，约占总量的 6.17%；亚硝酸盐氮（以氮计）1,008

吨，约占总量的 1.39%；总磷（以磷计）624 吨，约占总量的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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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 152 吨，占 0.21%；重金属 295 吨和砷 2吨，共占 0.42%。

●练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3 年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76,036 吨。其

中，化学需氧量 68,581 吨，约占总量的 90.20%；氨氮（以氮计）

4,579 吨，约占总量的 6.02%；硝酸盐氮（以氮计）1,218 吨，

约占总量的 1.60%；亚硝酸盐氮（以氮计）23 吨，约占总量的

0.03%；总磷（以磷计）735 吨，约占总量的 0.97%；石油类 847

吨，约占 1.11%；重金属 50 吨和砷 3吨，共占 0.07%。

●漠阳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3 年随漠阳江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总量为 40,607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 27,197 吨，约占总量的 66.98%；氨氮（以

氮计）2,610 吨，约占总量的 6.43%；硝酸盐氮（以氮计）495

吨，约占总量的 1.22%；亚硝酸盐氮（以氮计）495 吨，约占总

量的 1.22%；总磷（以磷计）8,928 吨，约占总量的 21.99%；石

油类 543 吨，约占 1.34%；重金属 333 吨和砷 6吨，共占 O.82%。

●深圳河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3年经深圳河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47,386吨。其中，化学需氧量43,220吨，约占总量的91.21%；

氨氮（以氮计）3,155吨，约占总量的6.66%；硝酸盐氮（以氮

计）270吨，约占总量的0.57%；亚硝酸盐氮（以氮计）252吨，

约占总量的0.53%；总磷（以磷计）327吨，约占总量的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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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151吨，约占0.32%；重金属10吨和砷1吨，共占0.02%。

●黄冈河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3 年经黄冈河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9,410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 8,147 吨，约占总量的 86.57%；

氨氮（以氮计）295 吨，约占总量的 3.13%；硝酸盐氮（以氮计）

782 吨，约占总量的 8.31%；亚硝酸盐氮（以氮计）50 吨，约占

总量的 0.54%；总磷（以磷计）112 吨，约占总量的 1.20%；石

油类 14 吨，约占 0.15%；重金属 9吨和砷 1吨，共占 0.10%。

3.5 海洋垃圾

2013年，在广东省近岸海域组织开展了海洋垃圾监测，监

测项目主要是海面漂浮垃圾的种类和数量。

监测结果表明，海面漂浮的垃圾有 78.1%来自于陆地，21.9%

来自于海上。主要为塑料袋、片状木片、金属片和树叶、树枝

等其他物品。表层漂浮的以小块的木制品类垃圾、金属类垃圾

和大块的塑料类垃圾居多。分类统计结果表明，塑料类和其他

物品类垃圾数量最多，分别占 25.0%和 21.9%，其次为木制品类

和金属类，均占 18.8%，其余为小部分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

其他人造物品和织物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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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海洋环保执法力度

2013年 6月 17日~21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和省人大环资委主

任陈耀光带队到汕头、揭阳、深圳、中山、茂名、湛江等市开展《广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执法检查，包括海洋环境监督管

理、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及海岸工程及海洋工程建设

项目管理等方面。省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责人参与了执法检查。

2013年 7月 6日~19日，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组织开展珠江口海洋环境

保护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珠江口海洋工程及有关活动的环保措施，

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生态、污染损害海洋环境行为。此次行动由省总队统一部

署，采取联合行动与各自行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行动的有广州、深圳

等 13个单位、110多名执法人员，出动执法船艇 12艘。

2013年 8月 15日~31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海洋与渔业“靖海”专项

执法行动，旨在严厉打击海洋与渔业违法行为，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

保障广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次行动调集全省海洋与渔业法执船 59

艘、执法艇 126艘、执法人员 1844名、执法车 105辆，以及海监飞机 1架。

执法队伍重点查处全省沿海地区违法填海、采砂、倾废，破坏海岛、红树林、

珊瑚礁等损害海洋生态行为。

2013年 12月 4日~9日，根据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违法用海整治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统一部署，中国海监广东省总队组织开展湛江海域打击

非法采砂专项执法行动。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船艇 10艘次，执法人员 120

多人次，总航程 200多海里，采取异地用警、分组行动、突击检查等方式，

有力地打击了湛江地区违法开采海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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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4.1 海水增养殖区

2013年，对饶平柘林湾海水网箱养殖区、深圳东山海水增

养殖区、深圳南澳海水增养殖区、珠海桂山港海水网箱养殖区、

茂名水东湾网箱养殖区的水质和沉积物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水质状况基本能够满足增养殖区功能的要

求，部分增养殖区水体中的无机氮、磷酸盐和石油类含量较高、

溶解氧含量较低。沉积物质量基本能够满足海水增养殖区功能

的要求。

2013年海水增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等级

序号 增养殖区名称 综合环境质量等级

1 饶平柘林湾海水网箱养殖区 优良

2 深圳南澳海水增养殖区 优良

3 深圳东山海水增养殖区 优良

4 珠海桂山港海水网箱养殖区 较好

5 茂名水东湾网箱养殖区 较好
* 综合环境质量等级：根据海水增养殖区的环境质量要求，综合各环境介质中的超标物质类型、
超标频次和超标程度，将海水增养殖区的综合环境质量级分为四级。

优良：养殖环境质量优良，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较好：养殖环境质量较好，一般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及格：养殖环境质量及格，个别时段不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较差：养殖环境质量较差，不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 饶平柘林湾海水网箱养殖区 主要以网箱或吊养等方

式养殖真鲷、青石斑鱼等鱼类和牡蛎、贻贝等贝类。2013年环

境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优良，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水

体富营养化程度较高，养殖区海水活性磷酸盐含量均超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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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监测站位溶解氧含量劣于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其余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

量优良，全部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 深圳南澳海水增养殖区 主要以网箱、浮筏等方式养殖

鱼类、扇贝和海胆等。2013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优良，

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海水质量优良，个别站位粪大肠

菌群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余各监测指标均达到第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养殖区沉积物个别站位的石油类超第一类海洋沉

积物质量标准，其余各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

◢ 深圳东山海水增养殖区 主要以网箱方式养殖经济鱼

类。2013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优良，能满足功能区环境

质量要求。海水质量优良，部分站位的石油类和溶解氧含量劣

于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余各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养殖区沉积物中部分监测站位石油类、铜、镉、铅含

量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余各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

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 珠海桂山港海水网箱养殖区 主要以网箱养殖方式养

殖军曹鱼、白花鱼、青斑鱼等鱼类。2013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等级为较好，一般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该养殖区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较高，全部监测站位的无机氮含量超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大部分监测站位石油类和活性磷酸盐含量超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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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水质标准，个别站位的重金属含量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其余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养殖区沉积物中个

别监测站位铜含量略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余各监

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 茂名水东湾网箱养殖区 主要以网箱养殖石斑鱼、黄姑

鱼、笛鲷类、美国红鱼、军曹鱼、断斑石鲈等鱼类。2013年环

境质量综合评价等级为较好，一般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该养殖区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较高，部分监测站位活性磷酸盐和

石油类含量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41.7%的监测站位粪大肠菌

群和 62.5%的监测站位铜含量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个别监测

站位的铅和锌含量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余各监测指标均

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养殖区沉积物全部监测站位石油类

超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其余各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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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海水浴场

2013年游泳季节（4月 24日~10月 30日），继续对我省 6

个重点海水浴场开展监测，并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国家海洋局政府网和人民网等媒体发布海水浴场水

质状况、健康指数、游泳适宜度和最佳游泳时段等信息。

水质状况 监测时段内，重点监测的 6个海水浴场水质等

级为优和良的天数占所有监测天数的 98%。

健康风险 监测时段内，重点监测的 6个海水浴场健康指

数均达到优水平。

游泳适宜度 对海水浴场的水质、水文和气象等要素的综

合评价结果表明，6个重点监测的海水浴场适宜和较适宜游泳的

天数比例为 62%以上。导致海水浴场不适宜游泳的主要原因是

风浪较大或天气不佳。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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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青澳湾海水浴场 79 15 6 94 74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汕尾红海湾海水浴场 59 41 0 85 62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深圳大小梅沙海水浴场 39 59 2 80 85 天气不佳

江门飞沙滩海水浴场 44 56 0 96 62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阳江闸坡海水浴场 100 0 0 95 86 天气不佳

湛江东海岛海水浴场 70 30 0 88 77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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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场健康指数年际变化

浴场名称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深圳大小梅沙海水浴场 良 良 良 良 良 优

江门飞沙滩海水浴场 良 良 良 优 优 优

阳江闸坡海水浴场 良 优 良 良 优 优

湛江东海岛海水浴场 良 良 良 良 良 优

南澳青澳湾海水浴场 优 良 优 优 优 优

汕尾红海湾海水浴场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海水浴场健康指数评价标准

 健康指数不低于 80时，指数等级为优，海水浴场环境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
在危害低；

 健康指数低于 80且不低于 60时，指数等级为良，海水浴场环境对人体健康
有一定的潜在危害；

 健康指数低于 60时，指数等级为差，海水浴场环境对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
危害高。

4.3 滨海旅游度假区

2013年 3月 24日～10月 30日，在旅游时段对湛江东海岛

度假区和深圳大小梅沙度假区等 2个重点滨海旅游度假区开展

监测，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家海洋局政府网、中国海洋报

等媒体发布滨海旅游度假区的环境状况指数和专项休闲（观光）

活动指数。

水质状况 重点监测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平均水质指数为

4.5，水质极佳。

海面状况 对滨海旅游度假区海面水温和气象环境状况的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重点监测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平均海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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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指数为 4.2，海面状况优良。影响度假区海面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天气不佳。

专项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2个重点监测的滨海旅游度假

区的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为 4.0，很适宜开展海钓、滨海

观光和沙滩娱乐等多种休闲（观光）活动。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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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

观

光

海

上

观

光

海

滨

观

光

游

泳

适

宜

度

海

上

休

闲

沙

滩

娱

乐

海

钓

平

均

指

数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 4.7 4.3 4.3 4.1 4.4 3.9 4.2 4.4 4.1 4.2 风浪较大/天气
不佳

深圳大小梅沙度假区 4.3 4.1 — 3.8 3.8 3.5 4.0 4.1 — 3.8 天气不佳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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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赋

分分级说明（满分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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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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海洋保护区

2013年，对 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3个国家级海洋公园

开展了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的监测。

◢ 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水质优良，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

物质量优良，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调查海域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64种，主要类群为硅藻和甲藻，

生物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3.01，均匀度平均为 0.77，生物多样性

水平较好；浮游动物 28种，主要类群为桡足类，生物多样性指

数平均为 1.99，均匀度平均为 0.85，生物多样性水平较差。

2013年 10月珊瑚调查样方共鉴定出珊瑚 21种，其中造礁

石珊瑚 20种，软珊瑚 1种。主要种类有澄黄滨珊瑚、角孔珊瑚、

秘密角蜂巢珊瑚、二异角孔珊瑚、交替扁脑珊瑚和盾形陀螺珊

瑚，活珊瑚覆盖率变化范围 10.4%~46.0%，活珊瑚覆盖率平均为

20.6%。

◢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水质优良，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

质量良好，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2013年，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保

护区海域增殖放流大珠母贝苗（白蝶贝）200万粒，以促进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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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贝种群的恢复。在保护区实验区吊养海藻 30亩，加强保护区

内海藻生态系统的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

◢ 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水质总体一般，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符合或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其它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

质量总体良好。

2013年，监测目击海豚 263群，累计识别 1,692头中华白海

豚，新辨识海豚 466头。与 2012年相比，目击海豚群次和头数

明显增加，分别提高 35.56%和 34.41%。2013年，共处理鲸豚类

搁浅、死亡案件 7起，其中中华白海豚 3起，均为死亡个体，

其它海豚 4起。

工作人员开展中华白海豚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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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水质优良，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

质量良好，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2013年，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强海龟产卵场

管理，在海龟产卵场沙滩和海龟馆安装了远程红外线监视监控

摄像头，对海龟上岸产卵情况和海龟馆进行实时监视监控。保

护区全年累计放生海龟 268只。

◢ 广东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水质总体优良，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有机碳含量符合第二类或第三类

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硫化物和石油类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

质量标准。

◢ 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水质总体一般，活性磷酸盐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

海域无机氮符合第三类或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项监测

指标全部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量优良，

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调查样品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42种，主要类群为硅藻和甲藻，

生物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1.53，均匀度平均为 0.32，生物多样性

水平较差；浮游动物 13种，生物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2.45，均匀

度平均为 0.81，生物多样性水平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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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乌石国家级海洋公园

水质优良，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

质量优良，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调查样品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49种，主要类群为硅藻和甲藻，

生物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1.53，均匀度平均为 0.32，生物多样性

水平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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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
5.1 赤潮

2013年，全省海域发现赤潮6次，累计面积约167平方公里，

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与人员中毒事件。引发赤潮的原因种共有6

种，分别为中肋骨条藻、夜光藻、米氏凯伦藻、柔弱伪菱形藻、

双胞旋沟藻和球形棕囊藻。2013年发现的赤潮次数和累计面积

均为近10年的较低值。

近10年来，广东省沿海年均发现10起左右赤潮事件，但大

规模、有危害的赤潮发生次数相对较少。珠海、深圳、湛江、

汕尾和惠州海域是广东省主要的赤潮多发区。

珠海高栏港海域夜光藻赤潮 汕尾红海湾米氏凯伦藻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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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广东省赤潮灾害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发生时间 消亡时间 地点

地区特征(河口
/内湾、外海、
养殖区)

最大记录面积

(平方公里) 主要藻类

1 3月 18日 3月 25日 珠海高栏港中化格力码

头对开海域
河口 2 夜光藻

2 4月 24日 4月 28日 汕尾红海湾新围村附近
海域

内湾、养殖区 4.4 米氏凯伦藻

3 6月 9日 6月 24日

湛江港调顺岛对出海域

以南，特呈岛与东头山

岛连线以西，东海大堤

以东所围成的海域

内湾 40 中肋骨条藻、

柔弱伪菱形藻

4 8月 9日 8月 13日
湛江港调顺岛对出海域

以南，特呈岛以北海域

和硇洲岛附近海域

内湾 113 中肋骨条藻

5 10月 13日 10月 25日
珠海野狸岛-契爷岭-银
坑对开海域和海滨泳场

-珠海渔女附近海域
河口、内湾 6.5 双胞旋沟藻

6 11月 28日 12月 11日 深圳大鹏湾金沙湾至南

澳附近海域
内湾 1.5 球形棕囊藻

2013年广东省赤潮发生地点及生物种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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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

2013年，对潮州市饶平县大埕、碧州，茂名市电白县陈村、

龙山海岸带，阳江市阳东县雅韶镇、大沟镇和湛江市麻章区等

重点监测区域开展了海水入侵监测。对阳江市阳东县雅韶镇、

大沟镇和湛江市麻章区等重点监测区域开展了土壤盐渍化监

测。

重点监测区域海水入侵情况 湛江市监测区域和茂名市

监测区域均出现轻度的海水入侵。根据水质的氯度和矿化度综

合评判，茂名市监测区域的三个监测站位为轻度海水入侵，与

2012年相比，入侵程度、入侵站位数量均有所下降。湛江市监

测区域 5月份监测站位呈现轻度入侵。阳江、潮州监测区域未

发现海水入侵现象。

重点监测区域土壤盐渍化情况 5月份，阳江监测区域未发

现土壤盐渍化现象；湛江市监测区域所有站位呈现中度或重度

盐渍化，主要盐渍化类型为硫酸盐型、氯化物-硫酸盐型以及硫

酸盐-氯化物型，土壤 pH呈酸性。8月份，阳江监测区域雅韶监

测点三个站位为重度盐渍化，主要盐渍化类型为硫酸盐型，土

壤 pH监测呈现中性或碱性；湛江市监测区域所有站位呈现中度

或重度盐渍化，主要盐渍化类型为硫酸盐型、氯化物-硫酸盐型

以及硫酸盐-氯化物型，土壤 pH呈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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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风暴潮与海浪灾害

2013年，广东省共发生风暴潮过程 9次，其中造成灾害的

风暴潮过程有 3次，海浪灾害 4次，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4.41

亿元，比 2012年增加 56.73亿元。

2013年广东省风暴潮灾害情况表
名称 发生时间 影响情况

“温比亚”台风风暴潮 7月 1日~2日 在湛江市湖光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为10 级，风速28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6 百帕。

受“温比亚”影响，珠江口以西沿岸潮位站出现38~182
厘米的风暴增水。湛江、茂名等地遭受重大损失，直

接经济损失2.31 亿元。

“尤特”台风风暴潮 8 月 13 日~15
日

在阳江市阳西县附近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为14 级，风速42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55 百

帕。受“尤特”影响，广东沿海普遍出现一次明显的

风暴增水过程，其中北津站于14 日出现183 厘米的

最大增水，接近当地警戒潮位的高潮位。深圳、广州、

珠海、闸坡、水东、湛江、硇洲等站均出现50 厘米

以上的风暴增水。“尤特”对江门、阳江、茂名、湛

江等地造成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达13.32 亿元，

其中水产养殖受灾面积7.41 千公顷，损失产量7.22

万吨，损毁渔船199 艘，损毁码头1,785 米，毁坏海

堤23,880米。

“天兔”台风风暴潮 9 月 21 日~23
日

在汕尾市附近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

级，风速45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35 百帕，是2013

年登陆广东的最强台风。受“天兔”影响，9 月20 日

~22 日南海北部海域出现了6~12 米的狂浪和狂涛，
气旋中心经过的海域出现13~14 米的狂涛到怒涛。汕

尾浮标测得最大波高10.2 米。“天兔”登陆时正值当

月天文大潮期，天文潮位普遍较高，粤东至珠江口沿

海出现50~201 厘米的风暴增水，特别是汕头岸段，
22 日的最大风暴增水与当天下午的天文高潮位叠

加，造成严重超警情况，达到风暴潮灾害一级（红色）

预警级别。“天兔”对广东影响极大，惠州、汕尾、

揭阳、潮州、汕头等地遭受严重损失，其中水产养殖

受灾面积23.64 千公顷，损失产量15.17 万吨，损毁

渔船4,824 艘，损毁护岸和海堤535.48千米，全省直

接经济损失高达58.5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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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海洋环境突发事件

2013年，广东省海域发生 1起海洋环境突发事件，事件对

所在海域海洋环境造成石油类污染，海洋生物资源受到不同程

度损害。

万山群岛海域“8.14”沉船溢油事件 2013年 8月 14日 10

时左右，受台风“尤特”影响，一艘满载 5.7万吨镍矿的香港籍“夏

长号”货船在珠海万山群岛附近海域沉没，发生燃油泄漏入海。

沉船溢油使附近海域受到石油类污染，海洋生物资源受到一定

损害。



- 46 -2013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

事件造成的污染及现场监测照片

成功举办海上溢油应急演练

按照国家海洋局的任务要求和广东省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需要，

2013年 7月 12日，省海洋与渔业局和惠州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牵头组织的

“2013年广东惠州大亚湾海上溢油应急演练”在惠州市大亚湾马鞭洲原油码头

附近海域举行。省局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李磊任总指挥并组织演练。

省、市、区三级海洋与渔业系统，惠州海事局，大亚湾区相关部门和华德

石化有限公司等单位 200余人次参加了此次演练，出动海监、渔政、消防、吸

油船艇 15艘，设置了海上布设油栏、溢油回收、消防警戒、海洋环境监测等

科目，演练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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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2013年，广东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养

护工作，积极采取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海湾整治与修复、

投放人工鱼礁、建设海洋牧场和海洋公园、休渔放生、推进自

然保护区建设、渔民转产转业、加强执法监督等有力措施，以

保障海洋资源环境养护与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和谐发展。

6.1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2013年 2月，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湛江市徐闻县、汕头

市南澳县获国家海洋局批准，成为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作为贯彻十八大关于大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试点，三地在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以生态文明为发展导向，

结合当地区域资源禀赋，先后完成编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总

体建设方案，拉开全面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序幕。

2013年，广东省围绕“试点启动、示范发展、逐批推进、

全面建设”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思路，正式启动广东省省级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评选建设工作。在深入调研、广泛征询的基

础上出台了《广东省省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管理暂行办

法》和《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试行）》，

为广东省省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供科学指导和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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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6.2 海湾整治与修复

2013年，广东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修复和海域综合整治工

作，在珠江口及邻近海域、潮州柘林湾、茂名水东湾、汕尾品

清湖、湛江流沙湾等重点海域和生态环境敏感区开展了一系列

生态修复工程。

珠江口及邻近海域生态修复工程 2013年，考洲洋海洋生

态修复和综合整治建设工作平稳推进。针对考洲洋滨海湿地生

态资源日趋减少、渔业资源逐渐衰退、水质污染日益严重、养

殖秩序混乱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围绕“区域发展规划统领，

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并肩同行，监测执法和保护宣教保障建设

成效”的建设思路，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全面推进。主要措施包

括：结合区域环境编制发展概念规划；规范养殖，加强海域环

境综合整治；恢复重建沿海退化红树林；修复盐州岛白沙村生

态环境；宣传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开展海洋执法和环境监测等。

2013年，珠海横琴继续推进生态修复建设，启动横琴岛综合整

治修复及保护建设和横琴新区海岸带综合整治试点，清理整治

蕉林 30万平方米，种植适宜本地生长的红树林 16个品种 12万

余株，完成横琴新区海洋生态修复展示厅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

设。

柘林湾海洋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建设 2013年，广东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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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并举，大力推进饶平县柘林湾海域生态修复工作，清理整治

非法违规定置作业，开展海上巡逻执法，恢复重建沿岸退化红

树林 1000亩，增殖放流鲷科鱼苗 400万尾、斑节对虾苗 1亿尾、

贝苗 330万粒；在柘林湾青屿西南侧海域底播巴非蛤种苗 1亿

粒；在龙屿西南海域建造海藻养殖场 300亩；加强海洋生态修

复人员技能培训和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等。经整治，柘林湾

海域水质状况有所改善，生态逐步恢复，通航状况和港区港貌

恢复良好。

考洲洋种植红树林 考洲洋新种的红树林

广东省 3地入选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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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月 16日，经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包括广东省的

珠海横琴新区、徐闻县、南澳县在内的 12个市、县（区）成为首批国家级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优化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加强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改善海洋环境质量；强化海洋生态保

护与建设，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等。

6.3 人工鱼礁建设

2013年，广东省人大人工鱼礁议案办理任务基本完成。截

止 2013年，全省已建成生态公益型人工鱼礁 42座（省级生态

公益型 24座，省级准生态公益型 8座，市级准生态公益型 10

座），在建 8座（省级生态公益型 6座，省级准生态公益型 2座），

共投放了报废渔船 88艘，混凝土预制件礁体沉箱 75,499个，礁

区空方量达 4,003万立方米，礁区核心区面积 28,679公顷。

议案设专项支持开展人工鱼礁效果评估、技术交流等工作，

人工鱼礁评估技术人才和装备得到长足发展。人工鱼礁建设科

研能力进一步提升。在议案实施过程中，围绕人工鱼礁水动力

学及生态效应、人工鱼礁附着生物、混凝土礁体结构优化、礁

区配置布局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为全省开展人工鱼

礁基础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全省人工鱼礁维护和

监管体系得到加强。沿海各市按照“一礁区配置一艘执法快艇”

的要求，依托渔政部门的执法力量，加强礁区周边常态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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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江门两市积极创新礁区管护机制，委托礁区附近镇政府

和村委组织当地渔民进行管护，建成多个人工鱼礁休闲渔业垂

钓基地，形成了“以礁养礁、管礁”的保护模式。

人工鱼礁建设的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广东省利用各种渠道、

采取多种方法加强人工鱼礁建设的宣传，做到“报纸上有名、

广播上有声、电视上有影”。沿海各市在人工鱼礁区附近陆域设

置 40多个公告、宣传牌，组织不同形式的培训 30余次，制作

各种宣传品 5万余份，DVD宣传盘片 4000多盒。惠州、深圳、

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印制的人工鱼礁建设宣传资料，已发放

到沿海渔村。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日报、广东卫视、

凤凰卫视等媒体多次对我省人工鱼礁建设进行报道，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积极反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人工鱼礁管理艇在海上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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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梅坑人工鱼礁区进行潜水观察 大量鱼类在礁体周围活动

6.4 休渔放生

2013年，广东省严格按照《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

要》和《广东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开展

了一系列休渔放生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全省在沿海 34个增殖放流点共放生卵形鲳鲹、石斑鱼、紫

红笛鲷、红笛鲷、真鲷、黑鲷、黄鳍鲷、胡椒鲷、花鲈等优质

海水鱼苗 1,270万尾，中国对虾、斑节对虾、长毛对虾、墨吉对

虾等海水虾苗 3.57亿尾。在 12个放流点放生了救护暂养和保护

繁育的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一批，其中海龟 500只、中华鲟

450尾、大鲵 2,000尾、大珠母贝苗 200万粒、中国鲎苗 17.6万

只、黄喉拟水龟 763只。

效果跟踪调查评估结果表明，休渔放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增加了渔业资源量，改善了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有效地

恢复了生物的多样性；二是改善了水域的生态环境；三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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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渔民增收；四是扩大了社会影响，规范了科学放生，提高了

人民群众保护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意识。根据广东省往年监

测结果预测增殖放流的鱼虾类可形成捕捞产量 1,450吨，产值

1.25亿元，在海水中预留已达性成熟年龄的鱼类亲体 199万尾，

繁殖后可形成丰富的补充资源群体，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2013年南海生物资源增殖放流

2013年 6月 26日，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惠州市人民政府

联合香港特区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特区民政总署共同举办了“生

态文明，美丽港湾”2013年南海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省直有

关单位、惠州市有关部门、企业、渔民代表、青年志愿者、学生

和媒体记者约 500人参加活动，共放流适合南海海域环境生存的

海水经济鱼类苗种 160万尾、虾类苗种 600万尾和海龟 188只。

本次活动严格按照中央十八大“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的要求，倡导“规范有序，科学养护，生态文明”的理

念，求真务实，活动现场一切从简，将有限的休渔放生经费更多

地投入到苗种采购的实际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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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南海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6.5 保护区建设

为保护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和珍稀海洋生物，构建蓝色生态屏

障，广东省不断强化措施加快海洋保护区建设步伐，逐步完善

海洋保护区体系，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区网络日趋完善。2013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保护区

总数达到 107个，总面积 50.23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8个，市县级自然保护区 75个，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6个，国家级海洋公园 3个。

数字化保护区建设初见成效。大亚湾省级保护区数字化管

护和监管平台试点一期项目已经完成，实现保护区所辖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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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公顷动态监管，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1/6；惠东海龟保护区核

心区视频监控系统，实现了对核心区沙滩、海域进行全天候监

测；南澎保护区运用区域实时监控平台，全方位监控区辖内船

只动态，并通过语音呼叫和短信平台实时对违规船只予以警告；

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区计划在港珠澳大桥穿过保护区海域建

设监测站，拟对中华白海豚进行实时监测；徐闻珊瑚礁保护区

生态修复区安装了一套浅海水下中枢监控平台，在水下珊瑚密

集区安装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控珊瑚、水质、渔业资源等状况。

大亚湾省级保护区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

保护区科研能力不断提升。惠东海龟保护区开展多项科研

项目，主要有卫星追踪在海龟保护中的应用、海龟资源保护与

增殖、绿海龟种质资源保护与亲本培育、绿海龟体内环境污染

物的研究、细胞水平海龟血液基础研究等。徐闻珊瑚礁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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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珊瑚性腺发育与繁殖力、排卵前后小穗生长、虫黄藻

培育和珊瑚种质资源摸底—遗传多样性等多项基础研究以及人

工生态礁前期基础实验。中华白海豚保护区开展中华白海豚资

源监测，2013年出海监测海豚 60天次，累计识别 1692头中华

白海豚。

6.6 海洋渔业资源

2013年广东省沿海渔业资源量维持在近二十年来较高的水

平，但优质种类所占比例仍然较低。双拖作业渔获率是反映渔

业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2013年双拖作业监测船在粤东、

粤西、珠江口和北部湾等沿海四大渔场共作业 2,756个有效网

次，有效作业时间约 8,904小时，渔获量约 4,520吨，平均渔获

率为 507.69kg/h，保持在近二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与上年的

367.2kg/h相比上升 38.26%。渔获物组成中，金线鱼、带鱼、蓝

子鱼、马鲛、鲻鱼、白鲳、丽叶鲹、油魣、大眼鲷、虾类、头

足类等优质种类所占渔获物总量比例仅为 8.14%，处于较低水

平。

多年来，广东省实施南海伏季休渔制度、开展大规模人工

鱼礁建设、实行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加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区

建设、加大人工增殖放流力度等一系列渔业资源保护政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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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渔业资源快速衰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渔业资源量逐年有

所增加。但是，作为渔业资源繁殖生长重要场所的近海海域，

过度开发利用，污染程度加剧，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遭受不同

程度破坏，广东省传统作业渔场的渔汛已消失，渔业资源呈现

个体小型化、低龄化和低质化趋势，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形势依

然严峻。

1993~2013年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