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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2005 年，我省各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开展了全省海洋环境

现状和趋势性监测、近岸海域生态监控区环境监测、海水增养殖

区环境监测、海洋自然保护区环境监测、海水浴场环境监测、海

洋赤潮监测监视和海洋渔业资源监测和陆源入海排污口监测工

作。 

监测结果表明，我省管辖的大部分海域环境质量基本保持良

好状态，近岸海域各海洋功能区的海水水质基本上能满足其使用

功能的需要；河口区、港湾等近岸海域海水质量未见好转，受陆

源污染影响较大的部分河口区近岸海域水质较差，超标项目主要

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其次是石油类；近岸海域的海洋沉积物

质量总体一般，普遍受到镉和砷的污染；近岸海域养殖生物质量

总体良好；各增养殖区水质条件能满足增养殖环境功能的要求，

但养殖环境有恶化趋势；海水浴场环境状况良好；近岸海域海洋

生态系统较脆弱；2005 年的双拖渔获率保持在 2004 年的水平，较

2002、2003 年低，渔获组成仍然以低质种类为主。 

2005 年，我省海域发生赤潮 6宗，累计面积约 620 平方公里，

未造成人员中毒，也未对养殖业造成明显影响；发生风暴潮与海

浪灾害 9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8.5 亿元；发生撞船溢油事故 1

起，对南澳岛附近海域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2 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1 海水环境质量 

2005 年，我省在 13 个沿海城市近岸海域共布设 70 个水质监

测基本站位，开展近岸海域水质现状和趋势性监测，监测项目主

要有水文气象 8项、水质分析 10 项。 

监测结果表明，我省近岸局部海域因受陆源污染影响较大，

水质较差，污染较重，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

类。严重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海域、汕头近岸和湛江港近

岸海域。 

 

 

2005 年广东省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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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指我国领海基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尚未公布领海基线的海域

及内海，指负 10 米等深线向陆一侧的全部海域。 

近海海域：指近岸海域外部界限平行向外 20 海里的海域。 

清洁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一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海洋渔业

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 

较清洁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二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水产养

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

关的工业用水区。 

轻度污染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三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一

般工业用水区。 

中度污染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四类海水水质的海域，适用于海

洋港口水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 

严重污染海域：劣于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四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注：本公报中所称近岸海域和近海海域只为满足区域海洋环境质量评价需要而

定义，不为法定概念。  
 
 

2.2 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 

2005 年，我省在沿海各市近岸海域共布设 29 个监测站位，

开展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监测，监测项目主要为：总汞、铜、

镉、铅、砷、石油类、DDT、PCB、硫化物、有机碳和粒度等。 

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监测结果表明，我省海域的海洋沉积

物积物质量总体一般，近岸海域沉积物普遍受到镉和砷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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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海域沉积物质量较差，镉污染较为严重，而且还受到了

铜和砷的污染。 

 

 

 

 

 

 

 

 

2.3 近岸海域贝类质量 

2005 年，我省近岸海域共布设 34 个贝类监测站位，监测

项目主要为：石油烃、总汞、镉、铅、铜、砷、DDT 和 PCB 等。

监测的品种主要有：牡蛎、翡翠贻贝、文蛤、菲律宾蛤仔、栉

2005 年广东省近岸海域沉积物污染程度和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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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扇贝、蓝蛤、光滑蓝蛤、巴非蛤等。监测结果表明，我省海

洋贝类质量总体良好，总汞、DDT、PCB 均符合一类海洋生物质

量标准，但受陆源污染影响较大的近岸海区的部分贝类，铅、

镉、铜、砷含量偏高。 

2.4 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2005 年，继续对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生态监控区、珠江口生

态监控区、大亚湾生态监控区进行生态监控，监控区总面积为 6 

330 平方公里，主要生态类型包括海湾、河口、珊瑚礁等典型生

态系统。监控内容包括环境质量、生物群落结构、产卵场功能

以及开发活动的影响等。 

2005 年广东省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情况 

生态监控区 面积（Km2） 
主要生态 

系统类型 
健康状况 年际变化趋势 

雷州半岛  

西南沿岸 
1 150 珊瑚礁 健康 略有下降 

大亚湾 1 200 海湾 亚健康 略有下降 

珠江口 3 980 河口 不健康 基本稳定 

 

监测结果表明，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生态监控区珊瑚礁生态

系统处于健康状态，大亚湾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珠江口

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生态系统不健康主要表现在水体呈

严重富营养化状态，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常，河口鱼

类等生物产卵场严重退化、部分产卵场正在逐步消失，生境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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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改变等；主要影响因素是陆源污染物排海、围填海侵占海

洋生境、生物资源过度开发。 

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生态监控区 

 

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生态监控区  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

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及生物质量良好。近年来徐闻珊瑚

礁的珊瑚种类组成、活珊瑚盖度及硬珊瑚的补充量等反映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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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健康状况的指标稳定，无白化等珊瑚礁病害发生，珊瑚礁总

体处于稳定和恢复阶段，但因受海水养殖及海岸带开发活动影

响，局部水体悬浮物含量高、透光率低，对珊瑚礁产生了一定

程度的影响。区内浮游生物多样性丰富，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以

硅藻为主，浮游动物以桡足类和枝角类为主。渔业资源拖网监

测结果显示：鱼类渔获物中低质鱼类偏多，品种较 2004 年有所

减少，单位时间产量为 45 公斤/小时，比 2004 年下降 54.3%，

鱼类资源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监控区内超负荷的水产养殖，以及沿岸水产加工、居民生

活污水直接排海，是威胁近岸珊瑚礁生态健康的主要压力。 

大亚湾生态监控区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大亚湾水

质和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部分海域受到铅、砷和滴滴涕

的轻微污染。局部海域受到热污染影响，大亚湾海水温度已呈

现整体上升现象。渔业资源量下降，产卵场功能出现衰退现象，

鱼卵、仔鱼的密度不断降低，传统的鲷科鱼类、鱼苗产量逐年

下降。大亚湾大部分滨海湿地已被人为开发改造，红树林面积

自 1986 年以来呈逐年减少。 

珠江口生态监控区  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水体呈严

重富营养化状态，营养盐失衡，大部分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四

类水质标准，部分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三类水质标准。部

分海域出现贫氧区。水环境受到铅、砷、镉、石油烃、汞和滴

滴涕的轻微污染。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密度偏低，底栖生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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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有所增加，鱼卵、仔鱼数量较少。珍稀濒危动物中华白海

豚受到海洋开发活动的影响，中华白海豚适宜的栖息地逐渐缩

小。围填海、陆源排污和不合理的海水养殖是引起珠江口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下降的主要因素。 

 

 
大亚湾核电站温排水口附近海域表层水温分布（颜色趆浅，温度趆高） 

 

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标准 

海洋生态健康：指生态系统保持其自然属性，维持生物多样性和关键生态过程稳定并持续发挥其

服务功能的能力。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评价依据海湾、河口、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

林、海草床等不同生态系统的主要服务功能、结构现状、环境质量及生态压力指标。海洋生态系

统的健康状况分为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三个级别，按以下标准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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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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陆源入海排污状况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陆源污染物排海是造成我省近岸海域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的

主要原因之一。为掌握我省陆源入海排污及其对近岸海域生态环

境的造成的影响，2005 年，按照国家海洋局的要求，经过调查、

统计和分类，将我省排污口划分为重点排污口和一般排污口，并

按不同的监测内容和监测频率开展工作，对全省主要陆源入海排

污口及邻近海域（指以排污口为圆心，半径 5 公里内的海域）生

态环境实施监测。同时，对我省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进行监测。

通过陆源入海排污监督监测，掌握主要排污口和河流入海排污对

海洋与渔业环境的影响情况，为建立陆源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

度提供技术支持。 

 

3.1 重点排污口对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2005 年，我省 7 个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

结果表明，多数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物污染严重，海洋生物质量

极差，大型底栖生物种类和数量少，分布密度低，生物多样性低，

个别监测海域局部出现无底栖生物区。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重点

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其水质大多劣于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沉积物质量劣于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陆源污染物

的大量排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邻近海域重要渔业资源保护区、

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水增养殖区、旅游度假区等区域的海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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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广东省重点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 

地区 排污口 主导功能区类型 要求水质 实际水质 生态环境质量等级 

广州 虎门水道入海口 风景旅游区 三类 劣四类 差 

广州 蕉门水道入海口 一般工业用水区 三类 劣四类 差 

深圳 沙头角河入海口 港口区 三类 劣四类 差 

深圳 东宝河入海口 排污区 四类 劣四类 较好 

珠海 石角咀入海口 保留区 二类 劣四类 极差 

惠州 淡澳河入海口 养殖区 二类 三类 较好 

惠州 黄埠镇入海口 养殖区 二类 三类 较好 

 

3.2 主要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 

2005 年，监测的主要河流数为珠江、韩江梅溪河支流和深圳

河。从监测结果来看，珠江入海的污染物总量最高，污染物入海

总量约为 200 万吨，占三条河流入海污染物总量的 99.5%，污染物

主要为石油类、COD、氨氮、磷酸盐、重金属和砷，其中 COD 约为

18 万吨，占污染物总量的 90.9%。 

2005 年主要河流排放入海的污染物量（吨） 

河流名称 石油类 COD 氨氮 磷酸盐 重金属 砷 污染物总量 

珠江 42 400 1 830 000 108 000 22 800 6 808 2 840 2 012 848 

韩江梅溪河

支流 
1 351 4 932 988 159 91 1 7 522 

深圳河 132 1 122 475 164 30 1 1 924 

 

 



4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4.1 海水增养殖区环境与养殖生物质量 

2005 年，对饶平柘林湾、深圳大亚湾、深圳大鹏湾、珠海桂

山湾、茂名水东湾、湛江雷洲湾和湛江流沙湾共 7 个主要海水增

养殖区的水质、沉积物和养殖生物质量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

各增养殖区水质条件基本符合要求，沉积物质量状况一般，养殖

生物质量总体良好。 

部分网箱养殖区内，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粪便在海底的

堆积和分解使沉积物中有机质、硫化物和大肠菌群数量含量增高，

形成自身污染，养殖环境有恶化趋势。 

4.2 海洋自然保护区环境状况 

2005 年，重点开展对“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徐闻珊瑚礁省级自然区”

的监测监视。  

珠江口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该水域是多种鱼虾类的产卵

场、索饵场、洄游通道，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集中分布

区。监测结果表明，保护区内部份水质中石油类超一类海水水质

标准。沉积物中砷超一类海洋沉积物标准。保护区整体环境状况

较好，但存在恶化趋势。 

大亚湾水产自然保护区  属于水产资源自然保护区。监测结

果表明，保护区内水质无机氮和石油类超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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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中铬含量超一类海洋沉积物标准。保护区整体环境状况较好，

但近年来，随着陆源污染物的排海，保护区环境形势不容乐观。 

徐闻珊瑚礁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大陆沿岸唯一现存的活的珊

瑚礁群落。经调查发现，保护区以石珊瑚的种类最多，占总种数

的 57%；其次是软珊瑚目的柳珊瑚，占总种数的 35%，软珊瑚类占

总种数的 6%；群体海葵的种类最少，占总种数的 2%。珊瑚礁总体

处于稳定和恢复阶段，但因受海水养殖及海岸带开发活动影响，

面临资源衰退的严重威胁。 

4.3 海水浴场环境状况 

2005 年，我省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汕尾红海湾、

深圳大小梅沙、江门上川岛、阳江闸坡、湛江东海岛 5 个国家重

点监测海水浴场的环境质量监测预报工作。自 5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通过中央电视台、国家海洋局政府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媒

体发布了这5个重点海水浴场的水质状况及未来三天的健康指数、

游泳适宜度和最佳游泳时段预报。 

水质状况 监测结果表明，在 5 个重点监测的海水浴场中，

水质为优的天数占 85%，水质为良的天数为 10%，降雨所引起的微

生物含量升高是浴场水质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年度综合评价结

果表明，所有重点浴场的水质均达到了优良水平。江门飞沙滩和

汕尾红海湾海水浴场水质为优的天数在 90%以上。 

健康风险 健康指数是表征海水浴场环境状况对人体健康产

生潜在危害的综合评价指标。统计结果表明，5个重点海水浴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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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指数均达到了优良水平，其中 80%海水浴场的健康指数达到了优

秀水平。 

游泳适宜度 游泳适宜度是根据海水浴场的水质、水文和气

象等要素对海水浴场环境状况进行的综合性评价。统计结果表明，

5个重点海水浴场适宜和较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高达 92%以上。造

成不适宜游泳的主要原因是风浪偏大、水温偏低和能见度较低。 

 

2005 年广东省海水浴场综合环境等级 

浴 场 名 称 健康指数 水质 
 适 宜 、 较 适 宜

游泳时间(%)

不适宜游泳的主

要因素 

湛江东海岛海水浴场 85 优 92 风浪偏大 

广东阳江闸坡海水浴场 90 优 94 风浪偏大 

广东江门飞沙滩海水浴场 97 优 92 —— 

深圳大小梅沙海水浴场 79 良 99 —— 

广东汕尾红海湾海水浴场 95 优 89 风浪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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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洋环境灾害 

5.1 海洋赤潮灾害 

2005 年，我省海域共发生赤潮 6起，较 2004 年少 5起，累计

面积约 620 平方公里。其中湛江海域发生赤潮 3起，累计面积 510

平方公里；汕头海域发生赤潮 1 起，面积近百平方公里；惠州大

亚湾海域发生赤潮 1起，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汕尾港湾内发生赤

潮一起，面积不到 1 平方公里。有毒赤潮 1 起，为 2005 年 10 月

20～21 日发生在大亚湾海域的海洋卡盾藻和锥状斯氏藻赤潮，其

余为无毒赤潮。省、市海洋环境监测部门对赤潮进行了密切跟踪

监测，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整理编写监测信息，报送有关部门，及

时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把赤潮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2005

年发生的赤潮均未造成人员中毒，对养殖业也未造成明显影响。 

2005 年广东省沿海赤潮发生海域示意图 

2005 年广东省沿海发生的赤潮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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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赤潮生物 面积(km2) 危害情况 

2.13~3.11 
调顺岛码头、沙湾沿岸、

港务集团码头、特呈岛

北和霞山避风塘海域 
球形棕囊藻 1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3.24~5.03 整个湛江港 球形棕囊藻 30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10.20~10.21 大亚湾衙前海域 
海洋卡盾藻 
锥状斯氏藻 

1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11.22~11.23 汕尾港 球形棕囊藻 1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11.28 徐闻角尾 球形棕囊藻 20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12.04~12.13 汕头近岸海域 球形棕囊藻 10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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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发生期间监测人员采样                        赤潮发生海域 

 

5.2 风暴潮与海浪灾害 

【“珊瑚”风暴潮与风浪灾害】 

“珊瑚”强热带风暴于 8月 13 日登陆广东省汕头市。广东省

最大增水出现在海门站，达 115 厘米，沿海没有潮位站超过当地

警戒潮位。“珊瑚”热带风暴于 8月 11～13 日在南海东北海面形

成 4～6米台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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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珊瑚”风暴潮与风浪影响，广东省直接经济损失 3.14 亿

元，受灾人口 148.81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35.69 千公顷，损毁

房屋 259 间，损毁海塘堤防 232 处，34.56 公里。 

【“韦森特”风暴潮与风浪灾害】 

“韦森特”热带风暴于 9月 18 日在越南顺华一带沿海登陆。

广东省最大增水出现在南渡站，达 147 厘米。广东省沿海多个站

潮位超过当地警戒潮位，湛江站超过值最大，达 62 厘米。受“韦

森特”热带风暴影响，9月 16～19 日在南海、北部湾形成 4米～6

米以上的海浪。 

受“韦森特”风暴潮与风浪影响，广东省共损失 1.02 亿元，

死亡 3人，失踪 10 人。其中雷州半岛沿海 8个县市受灾严重，直

接经济损失 0.55 亿元，受灾人口 28.2 万人，死亡 1 人。损毁房

屋 820 间；损毁护岸 40 处，1.6 公里。  

【“达维”风暴潮与风浪灾害】 

“达维”台风于 9 月 26 日 04 时左右在海南省万宁市山根镇

一带沿海登陆。广东省最大增水出现在南渡站，达 197 厘米。广

东省沿海有多个站潮位超过当地警戒潮位，海南省清澜站超过值

最大，达 77 厘米。“达维”台风 9 月 23～27 日先后在南海、北

部湾形成 6～10 米的台风浪，南海 4米以上巨浪持续 6天，6米以

上狂浪持续 5天。 

受“达维”风暴潮与风浪影响，广东省直接经济损失 4.25 亿

元。沿海湛江、茂名等 5 市、19 个县的 75.46 万人受灾；倒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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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1,219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11.37 万公顷，海水养殖损失 17.6

千公顷，1.02 万吨；损毁海堤 597 处，247.9 公里，堤防决口 90

处，0.88 公里。 

【冷空气与气旋浪引起的海浪灾害】 

2005 年，我省近海海域共发生 次因冷空气浪与气旋浪造成的

沉船与人员死亡海难事故，共死亡（含失踪）8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 72 万元。 

2005 年冷空气与气旋浪引起的海浪灾害 

时 间 地  点 致灾原因 灾  情 
死亡(失踪)人
数（个） 

经济损失 
（万元） 

1 月 26 日 23°27′N、117°16′ E 冷空气浪
“湖北明辉 8”货轮

沉没 
4 12 

2 月 11 日 20°48′ N、112°39′E 冷空气浪
“粤电白 31379 渔

船”沉没 
2 35 

3 月 13 日 广东闸坡近海 冷空气浪 一艘渔运船沉没 2 25 

合  计 —— —— —— 8 72 

 

5.3 海上溢油污染事故 

2005 年 1 月 26 日，在粤东海区南澳岛东部海域“七星礁”附

近，装载 976 吨 0 号柴油的油轮“明辉 8”与“闽海 102”轮发生

碰撞，“明辉 8”轮船体破损进水沉没，其所载的油类泄漏入海，

油污在南澳岛东部及东南部海域漂移扩散，致使该水域遭受石油

类严重污染。 



 
溢油事故发生后监测人员在采集海水样本 

“明辉 8”轮泄漏出的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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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生态建设与渔业资源状况 

6.1 海洋渔业资源 

为全面掌握我省海洋渔业资源的基本状况、变动趋势、主要

经济种类渔获率和种群生物学参数等，2005 年继续展开我省近岸

海域渔业资源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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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 
 
 

由监测结果绘制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从图可以看出，

2005 年的双拖渔获率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但明显较 2002、2003

年低。2005 年双拖作业的平均渔获率为 228.79 kg/h，较 2004 年

的 226.48kg/h 鲹略有增加。其渔获物组成有：蓝圆 34.78%、带鱼

9.29%、蛇鲻 4.47% 鲀、黄鳍马面 3.65%、鱼或 鱼 2.94%、黄鲫 2.41%、

竹荚鱼 2.35%、小公鱼 2.35%、青鳞鱼 2.27%、金线鱼 2.18%、二

长棘鲷 2.13%、黄斑鲾 2.07%、头足类 1.7%、蓝子鱼 1.38% 鳀、棱

0.84%、大眼鲷 0.63%、鲳鱼 0.62%、马鲛 0.48% 鲹、牛眼凹肩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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鲹丽叶 0.38%、鲐鱼 0.26%、鲱鲤 0.17%、龙头鱼 0.16%、其它杂

鱼杂虾 22.05%。从上述渔获组成来看，仍然以低质种类为主，所

占比例达 85%以上。 

 

 
海洋渔业资源监测现场 

6.2 人工鱼礁建设 

建设人工鱼礁是保护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的系统工程。人工鱼

礁建设对修复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增殖和优化海洋渔业资源、

拯救珍稀濒危生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我省海洋经济快速、

持续、健康发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工鱼礁建设取得成效。我省已完成惠州大辣甲南、深圳杨

梅坑及珠海东澳 3个人工鱼礁区建设，在建礁区 18 个，总计投放

报废渔船 38 艘，投放混凝土礁体 11619 个，空方体积达 395122

立方米。 

对大亚湾大辣甲南和深圳杨梅坑 2 个人工鱼礁区进行了潜水

调查，结果表明：1）人工鱼礁建设对增加鱼卵、仔稚鱼数量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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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非常明显；2）随着礁体投放时间的增长和数量的增加，海洋生

物资源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3）礁体投放一年多来，礁区内

已初步形成新型的生态环境，潜水观察时发现，礁体周围聚集了

23 种主要经济鱼类，其中，三线矶鲈（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为第一优势种。此外，还发现多种软珊瑚、海胆、

海参和大量翡翠贻贝等，显示出了明显的集鱼效果，取得了比较

好的生态效益。 

 

                  

6942.4

人工鱼礁的集鱼效果

6.3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2005 年，全省共放流淡水鱼苗 万尾、海洋对虾 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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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尾、海水鱼苗 708.2 万尾、中国鲎 2415 只，并开展了增殖放流

跟踪监测评估。跟踪监测评估结果表明，种苗放流后，海区的海

洋牧场作用使放流种苗自然生长，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促

到性成熟后又可以产卵孵化下一

代，增强水域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改良海洋生态环境，创

个，已建成海洋自然保护区 43

国率先启动了

保护

护区渔政执勤点，开展保护区

发放各类宣传单张和小册子近

过 5 万人。在深圳金沙湾举办了

“保护海洋、江河、湿地——粤港

澳齐参与”大型环保宣传活动。 

进渔民增产增收；放流种苗生长

造巨大的生态效益。 

6.4 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2005 年新建海洋自然保护区 7

个，保护管理总面积 57.2 万公顷，

占全省海域面积约 1.3%。徐闻珊

瑚礁省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在全

区办理海域使用权证程序，实

施保护区示范点建设计划。设立保

渔政执法活动。 

全省海洋自然保护区系统共计

10 万份；累计参加保护区科普宣

传活动的人数超过 3000 人，到各

保护区考察、参观和学习的人数超

“保护海洋、江河、湿地”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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