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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概 述

2006年，我省各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在继续进行全省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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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的基础上，首次将滨海旅游度假区环

境监测预报工作纳入常规海洋环境监测范围。

监测结果表明，我省管辖海域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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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环境保护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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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和港湾水质较差，超标项目主要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其次是石油类；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综合潜在生态风险较

低；主要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基本能满足增养殖环境功能的要求，

但局部海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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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缓解，主要

表现在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常，部分

鱼虾类产卵场功能退化甚至消失等。

2006年，我省海域海洋灾害较为严重。发生赤潮 9宗，累计面积

约 1792平方公里，未造成人员中毒，也未对养殖业造成明显影响；3

次重特大风暴潮与海浪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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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全省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12.12.12.1 海水环境质量

2006年，我省在 13个沿海城市近岸海域共布设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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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海域总体污染形势依然严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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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大部分海域为清洁海域；远海海域水质保

持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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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启用广东省 500 吨级双功能执法调查船进行海洋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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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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广东省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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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

2006年，在近岸海域共布设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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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铅、砷、石油类、滴滴涕、

多氯联苯等。

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监测结

果表明，我省管辖海域的海洋沉

积物质量总体良好，综合潜在生

态风险较低。粤东近岸海域沉积

沉积物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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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受到镉、砷和石油类的污染，深圳近岸海域沉积物受到滴滴涕的污

染，珠江口海域沉积物受到了砷、镉、铅和总汞的污染，粤西近岸海

域沉积物受到砷的污染。

沉积物污染生态风险指数评价法

沉积物污染生态风险指数评价法是以污染物的含量、种类、毒性和敏感性等四项条件为基础，

定量评价沉积物的污染程度和多种污染物共同作用下的潜在生态风险程度的方法。对于不同的污

染物依据其毒理学敏感性赋予不同的权重，使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生态风险指数法不仅反映了某一特定环境下沉积物中各种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中多种

污染物的综合效应，并且用定量方法划分出了潜在生态风险程度，因而生态风险指数法是沉积物

质量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

2.32.32.32.3 近岸海域贻贝监测

实施贻贝监测计划，旨在通过监测海洋贝类体内污染物的含量水

平，反映近岸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与趋势。2006 年，我省继续在近岸

海域实施贻贝监测计划，共布设 34 个贝类监测站位，监测范围覆盖了

我省近岸海域，监测的贝类品种主要有牡蛎、翡翠贻贝、文蛤、菲律

宾蛤仔、栉孔扇贝、光滑蓝蛤、巴非蛤等，监测项目主要为：石油烃、

总汞、铜、镉、铅、砷、六六六、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等。

监测结果显示，我省近岸海域贝类体内的石油烃、总汞、砷、六

六六、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的含量水平能，满足监测海域使用功能的海

洋生物质量要求；个别监测海域部分贝类体内的铅、铜和镉的含量较

高，但基本上能满足监测海域使用功能的海洋生物质量要求，表明我

省局部近岸海域环境受铅、铜、镉不同程度的污染影响，而我省近岸

海域贝类体内的滴滴涕含量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

贻贝监测计划贻贝监测计划贻贝监测计划贻贝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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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监测是通过测定贝类体内的化学污染物含量，对其周围海洋环境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

势进行监测和评价的一种方法。国际贻贝监测计划始于90 年代，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区域性

海洋环境质量监测计划。通过贻贝监测计划的实施，可以揭示海洋环境的污染现状和变化趋势，

评估人类活动对近岸海洋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

海洋生物质量的分类

《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以海洋贝类（双壳类）为环境监测生物，规定海域各类使

用功能的海洋生物质量要求。海洋生物质量按照海域的使用功能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水养殖区、海洋自然保护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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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适用于港口水域和海洋开发作业区。

2.42.42.42.4 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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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广东省海洋生态监控区基本情况

生态监控区 面积（KmKmKmKm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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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健康 略有下降

大亚湾 1 200 海湾 亚健康 基本稳定

珠江口 3 980 河口 不健康 基本稳定

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生态监控区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水

环境和沉积环境总体质量良好。徐闻珊瑚礁活珊瑚盖度为 16.3%～

31.0%，珊瑚的死亡率为 24.3%～41.7%，死亡时间均在两年以上，未

发现珊瑚礁病害及近期死亡珊瑚，珊瑚礁总体处于稳定和初步恢复阶

段，但在珊瑚上依然看到了大量沉积物，这对珊瑚的生长和保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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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浮游植物的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高，多样性指数为 3.12～4.08，

均匀度 0.70～0.95；浮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较高，生物

多样性指数为 1.37～4.53，均匀度 0.68～0.98；鱼卵仔稚鱼的生物多样

性指数和均匀度都比较高，多样性指数为 1.75～3.87，均匀度 0.75～

0.95。

连续三年监测结果表明，雷州半岛西南沿岸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

健康状况有所下降，监控区发现了较多软珊瑚，将来可能出现石珊瑚

向软珊瑚的群落结构 “相变”。

珊瑚生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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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石珊瑚（左）和柳珊瑚（右）的分布

大亚湾生态监控区 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水环境和沉积环

境总体质量良好，但局部海域水体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呈增高

趋势，部分生物体内铅、镉和石油类含量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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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海水

养殖、“热污染”和陆源排污是威胁大亚湾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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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部水域无机氮含量劣于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 较大面积水域溶解氧含量未能达到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要求；部

分生物体内铅、镉、砷和石油类含量较高；浮游植物密度偏高，鱼卵、

仔鱼密度较低。连续三年监测结果表明，珠江口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

始终处于不健康状态，海域水质面临最主要问题是富营养化，城镇生

活污水已经成为珠江口的重要污染因素，围填海和陆源排污是引起珠

江口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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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2000年

2004年 2006年

深圳市部分岸线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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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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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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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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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我省陆源入海排污及其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造

成的影响，2006年，我省继续加大力度对主要陆源入海排污口及其邻

近海域环境进行监测。

3.13.13.13.1 陆源入海排污口监测概况

2006年，对 9个陆源重点排污口和 103个陆源一般排污口进行了

监测。污水入海量可测的排污口 82个，污水入海量不可测的水下排污

口或排污河 30个。针对重点和一般两类排污口采取不同的监测内容与

监测频率，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内容包括水质、沉积物、生

物质量、底栖生物等。通过陆源排污监测，掌握主要陆源排污对海洋

与渔业环境的影响情况，为建立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提供技术支

持。

3.23.23.23.2 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

监测结果显示，82个排污口的污水年入海总量达 82.98亿吨，污染

物年入海总量为 126.22万

吨。污染物入海量居前四

位的是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氨氮和磷酸盐，占污

染物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53.51%、44.71%、1.56%和

0.1%。

所有陆源入海排污口的评价统一采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排污口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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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978-1996）》。排入要求

水质三类或劣于三类的海洋功

能区的污水，执行二级标准；

排入要求水质优于三类的海洋

功能区的污水，执行一级标准。

所有排污口的污水来源按照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其他排污单位”对待。评

价结果表明，有 84个排污口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超标项目有磷

酸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3.3.3.3.3333 陆源污染物排海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结果显示，由于工业和生活

污水的大量排海，特别是部分排污口的连续超标排放，致使排污口邻

近海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部分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极

差状态，表现为海水质量为四类和劣四类、沉积物质量劣于三类国家

标准、底栖生物群落结构退化、耐污种增多。

排污口监测

排污口邻近海域监测采样
重点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

沉积物和底栖生物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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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邻近海域沉积物已污染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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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4.14.14.14.1 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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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个主要海水增养殖区的水

质和沉积物质量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我省海水增养殖区水质总体状况良好，除个别增

养殖区水质的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较高外，水质状况基本能

够满足增养殖功能的要求。其中潮州柘林湾和珠海桂山港海水中无机

氮含量超三类海水水质标准，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

沉积物质量基本能够满足海水增

养殖功能的要求。除部分增养殖区沉积

物中的粪大肠菌群、砷、铅含量未能达

养殖区采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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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水养殖功能区沉积物质量要求外，我省 7个主要海水增养殖区的

沉积物质量能够达到海水养殖功能区的要求。

近年来，我省海水增养殖区环境总体状况有恶化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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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4.24.2 海洋自然保护区环境状况

2006 年监测结果显示，我省多数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良好，海洋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海水和沉积物质量基

本符合保护对象的栖息与生存要求。

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海洋保护区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

力，损害海洋保护区生态环境及被保护对象的违法违规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海洋保护区受养殖、旅游、围填海及航运等开发活动的干扰，局

部海域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有些用海活动违规作业，对中华

白海豚等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的生存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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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

所。监测结果表明，水体呈严重

富营养化状态，无机氮含量高于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含量

高于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中砷含量高于一类海洋沉积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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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和石油类含量高于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浮游生物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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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中铬含量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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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发现，保护区以石珊瑚的种类最

多，占总种数的 57%；其次是柳珊瑚，占总种数的 35%，软珊瑚占总

种数的 6%；群体海葵的种类最少，占总种数的 2%。水环境和沉积环

境总体质量良好，但因受海水养殖及海岸带开发活动影响，生态环境

质量面临威胁。

4.34.34.34.3 海水浴场环境状况

2006年，我省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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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4日至 11月 30日，通过

中央电视台、国家海洋局政府网、预报中心网以及公众媒体发布了这

5 个重点海水浴场的水质状况及未来 3 天的健康指数、游泳适宜度和

最佳游泳时段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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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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天气原因，适宜游泳的时

间相对 2005年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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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重点海水浴场健康指数

均达到了优良水平，其中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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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73%以上。造成不适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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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的主要原因是天气不佳造成的风浪偏大、水温偏低和能见度较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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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09090 优 83838383 天气不佳

广 东 阳 江 闸 坡 海 水 浴 场 91919191 良 74747474 天气不佳

广 东 江 门 飞 沙 滩 海 水 浴 场 97979797 优 73737373 天气不佳

深 圳 大 小 梅 沙 海 水 浴 场 76767676 良 85858585 天气不佳

广 东 汕 尾 红 海 湾 海 水 浴 场 94949494 优 76767676 天气不佳

4.44.44.44.4 滨海旅游度假区

2006年，为掌握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我省首次

开展滨海旅游度假区，组织对

湛江市东海岛省级旅游度假

区和梅沙滨海旅游度假区的

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期间，

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民网

和国家海洋局政府网等媒体发布了我国沿海 16 个重点滨海旅游度假

区的环境状况指数和专项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广东湛江东海岛省级旅游度假区 度假区位于广东湛江，海水洁

净，海沙粗细适中。海滩长 28公里，并有 3667公顷的“南海绿色长城”

护林带绵延于海滩边。监测结果表明，度假区水质优良，年度平均水

质指数为 3.8，海面状况优良。度假区的年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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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1，表明度假区综合环境质量优良，适宜开展各类休闲（观光）活

动，尤以开展沙滩娱乐、海底观光和海滨观光活动为佳。

深圳大小梅沙旅游度假区 大、小梅沙海滩位于深圳市大鹏湾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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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沙黄白细腻，平坦柔软，犹如一弯新月镶嵌在苍山碧海之间，景区

融美丽的自然景观与古朴的人文景观于一体。监测结果表明，度假区

水质一般，年度平均水质指数为 2.1，影响水质的主要污染因子是微生

物、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海面状况良好。度假区的年平均休闲（观

光）活动指数为 3.5，表明度假区综合环境质量优良，适宜开展各类休

闲（观光）活动，尤以开展海底观光、沙滩娱乐和海钓等活动为佳。

影响各类休闲（观光）活动的主要因素是水质波动、降雨和下雾等不

佳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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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海洋灾害与污染事故

5.15.15.15.1 海洋赤潮灾害

2006年，我省海域发生赤潮共

9起，较 2005年增加 3起，累计

面积 1792平方公里。其中湛江 3

起，累计面积 1095平方公里；珠

江口海域 3 起，累计面积约 602

平方公里；汕头海门湾至广澳湾

部分海域 1起，面积 40平方公里；

汕尾港湾内 1起，面积 35平方公里；大亚湾海域 1起，面积 20平方

公里。有毒赤潮 1起，为 2006年 4月发生在珠江口桂山港和东澳岛码

头附近海域的多环旋沟藻赤潮，其余主要为无毒的球形棕囊藻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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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发生的赤潮均未造成人员中毒。

棕囊藻赤潮污染后的海水 采水器中的棕囊藻

监测人员在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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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参观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实验室

海滩上的球形棕囊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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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广东沿海发生的赤潮事件

序号 时间 地点 赤潮生物
面积

（kmkmkmkm
2222
）

危害情况

1

2005 年 11 月

28 日 ～ 2006

年 4 月中下旬

徐闻的龙塘镇至雷州乌

石沿岸海区
球形棕囊藻 70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2
2006年 2月 9

日～23日

珠江口澳门机场到淇澳

岛北部沿岸海区及深圳

后海湾

球形棕囊藻 30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3
2006年 4月 26

日～29日

珠江口桂山港和东澳岛

码头附近海域
多环旋沟藻 1-2

网箱养殖白花、石敏、军曹鱼

大量死亡，经济损失达 100

万元

4
2006年 5月 8

日～12日
湛江港网箱养殖区 中肋骨条藻 300

造成少量军曹鱼和美国红鱼

死亡，经济损失约 10 万元

5
2006年 7月 21

日～8月 11日

大亚湾澳头港至小鹰咀

一带、东升网箱养殖区和

惠州港附近海域

锥状斯氏藻 2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6
2006年 7月 28

日～31日

海门湾至广澳湾部分海

域

中肋骨条藻

角毛藻

4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7
2006 年 10 月

18日～24 日

湛江港内特呈岛至霞山

东堤码头连线以北，调顺

岛以南海域

中肋骨条藻 95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8

2006 年 10 月

23日～11月 8

日

珠海内伶仃附近海域、香

洲公务码头对出海域至

香炉湾一带海域

多环旋沟藻

红色中缢虫

300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9
2006年 12月 3

日～16日

汕尾港外公担爷头至汕

尾港区(含品清湖)
球形棕囊藻 35 未造成明显的直接经济损失

5.25.25.25.2 风暴潮与海浪灾害

���� ““““珍珠””””风暴潮

台风“珍珠”（0601），于 5月 18日凌晨 2时 15分在汕头澄海区和

饶平县交界地区登陆。受“珍珠”风暴潮与台风的共同影响，广东省受

灾人口 778.12万人，紧急转移 32.7万人。农田受淹 21.19万公顷，水

产养殖鱼塘过水面积达 9.449万公顷，损毁堤围 1675处合计 144.89公

里，沉损渔船 1518艘，粤东四市渔业经济损失达 14.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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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利斯””””风暴潮

强热带风暴“碧利斯”（0604）于 7 月 14日 12时 50分在福建省霞

浦县北壁镇登陆，

“碧利斯”带来了特大

暴雨，使我省临近福

建的潮州市饶平柘

林湾海水网箱养殖

区遭受重创，柘林湾

和汫洲两个养殖基

地的海水变淡，海水

网箱养殖鱼类和吊养贝类几乎全部死亡，大量的死鱼来不及捕捞清理，

造成养殖区海水严重污染 。饶平县“三防”办公室和海洋渔业局的统计

数字显示，暴雨引发的洪水造成全县 9.95万亩养殖水面受灾，损失水

产品达 4.8万吨，直接经济损失 8.476亿元，其中海水网箱养殖业受灾

最为惨重，直接经济损失达 4.8亿元。

饶平柘林湾海水网箱养殖区受灾情况

饶平柘林湾海水网箱养殖区受灾死亡的鱼类 受灾死亡的鱼类漂到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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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比安””””风暴潮

台风“派比安”（0606）于 8月 3日 19时 20分，在广东省阳西和电

白交界处沿海地区登陆。受“派比安”风

暴潮与台风浪的共同影响， 广东省 61

个县市的 473.49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

28.18万人，农田受淹 33.9万公顷，沉

损船只 508艘，损毁房屋 2.4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70.02亿元。

5.35.35.35.3 海上溢油污染事故

2006年 3月 9日，一艘新加坡籍油轮在大亚湾马鞭洲油码头卸油过

程中输油管爆裂，造成原油泄漏入海，致使马鞭洲北部海域至鹅洲、

宝塔洲岛以南部分海域受油污染。大亚湾内的主要海水养殖区、人工

鱼礁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旅游区，未受到泄油污染影响。

5月 25日，广东籍“黄埔建诚油 12”与一艘出口船在莲花山西航道

63号灯浮附近碰撞导致“黄埔建诚油 12”破损，造成溢油污染。

8月 27日，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码头 3号泊位有大片

溢油污染。

泄漏原油的新加坡籍油轮 调查人员监测采样与清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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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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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继续开展我省近岸海域渔业资

源动态监测。

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

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显示，2006年的双拖渔获率明显高于

历年，达到 320.6 kg/h，较 2005年的 232.58kg/h增加了 37.88%， 2006

年我省沿海渔业资源量有显著的恢复趋势。这表明了各级海洋与渔业

主管部门实施的休渔制度、渔民减船和转产转业、人工鱼礁建设、人

工增殖放流等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政策及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6

年渔获物组成有：蓝圆鲹 36.69%、带鱼 10.44%、黄斑幅 3.22%、黄鲫

2.49%、鱼或 鱼 2.11%、蛇鲻 1.9%、金线鱼 1.53%、马鲛 1.44%、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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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鳞鱼 0.99%、棱鳀 0.96%、棕腹刺鲀 0.92%、黄鳍马面鲀 0.86%、头

足类 0.84%、蓝子鱼 0.74%、小公鱼 0.71%、银鲳 0.66%、乌鲳 0.62%、

丽叶鲹 0.58%、刺鲳 0.53%、竹荚鱼 0.35%、大眼鲷 0.25%、二长棘鲷

0.23%、绯鲤 0.17%、鲐鱼 0.16%、其它 31.19%。上述渔获组成表明，

带鱼、马鲛、金线鱼、头足类、乌鲳、银鲳、大眼鲷等优质鱼类所占

的比例仍然较低，仅为渔获总量的 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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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海洋生态建设

2006年，我省各级海洋主管部门和沿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海洋环

境和生态资源保护工作，积极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

趋势，努力构建和谐海洋、和谐渔业。

7.17.17.17.1 增殖放流

2006 年，全省共落实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资金约 1240 万元，放流

海水鱼苗 716.8万尾、海水虾苗 6940万尾、中国鲎 238只、海龟 1036

只、海水贝类 62.5吨。

为掌握我省沿海人工增殖放流效果，省

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开展了增殖放流

效果跟踪监测评估和标志放流研究，先后对

惠州大亚湾、茂名放鸡岛及第一滩等共 3个放流点开展了增殖放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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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跟踪监测评估，其中在惠州大亚湾开展了黑鲷标志放流研究，为渔

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增殖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料和科学决策依

据。

7.7.7.7.2222 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2006年，全省新建了雷州湾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等 3个海洋类型

自然保护区，雷州珍稀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晋升国家级，江门中华白

海豚自然保护区、茂名文昌鱼自然保护区、阳江南鹏列岛自然保护区

晋升省级。至此，我省已建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 46个，总面积达 56.27

万公顷。

2006年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的国际海龟年，也是《中国水生

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颁布

的第一年。农业部和省政府在

惠州联合举办了“2006 南海

海龟放流活动暨国际海龟年

宣传月启动仪式”宣传活动。

时任农业部杜青林部长、范小

建副部长，省政府黄华华省

长、李容根副省长等领导出席

了活动。999只绿海龟回归大

海。这次活动还放流了 8000

尾斜带石斑鱼、13 万尾鲷科

鱼类和 256 只中国鲎等一批

时任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参加 2006 南海海龟放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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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珍稀动物。该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对我省保护珍稀水生

生物等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7.7.7.7.3333 滨海湿地保护

滨海湿地保护日益得到重视。为保护我省的滨海湿地，颁布实施

了《广东省湿地保护

条例》，建立了广东

省湿地保护管理联

席会议制度。对全省

范围内的滨海湿地

及湿地资源开展了

调查，摸清了滨海湿

地资源及环境状况，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为今后滨海湿地保护和管

理工作提供可靠依据。此外，我省将滨海湿地保护纳入了《广东省海

洋环境保护规划（2006-2015年）》，目前，正组织编制《广东省湿地保

护工程规划（2006-2030年）》。

7.7.7.7.4444 人工鱼礁建设

省政府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工作。2002年，省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建设人工鱼礁保护海

洋资源环境》议案，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对人工鱼礁的建设做了总体

规划，并分阶段进行实施。截至 2006 年底，全省建成及在建礁区共

26座，其中，投资完毕的礁区 9 座，续投在建礁区 17 座。累计投放

报废渔船 88艘，混凝土礁体 12473个，共 42.5万空立方米。

湛江红树林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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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完成了大亚湾大辣甲南、深

圳杨梅坑、茂名第一滩（茂

1号）、廉江龙头沙、潮阳海

门及饶平等 6个人工鱼礁区

的效果跟踪调查工作。结果

表明：1、人工鱼礁建设对

增加鱼卵、仔稚鱼数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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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生境。潜水观察

发现：人工鱼礁显示出了明显的集鱼效果。

人工鱼礁内的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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