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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2016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开展了近岸海域环境状况、海洋生态状

况、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海洋环境灾害等监测。全

省近岸海域共布设各类监测站位800余个，监测调查项目覆盖水文、气象、水

质、沉积物和海洋生态等，共获取各类监测数据30余万个。

2016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符合第一、二类海

水水质标准的面积比例为85.2%，监测的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62.8%。

监测的河口、海湾和近岸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保护区和海洋公园

生态状况基本稳定。

饶平柘林湾网箱海水增养殖区等5个重点养殖区总体水质状况和沉积物质

量能够满足海水增养殖区功能的要求。南澳青澳湾海水浴场等6个重点海水浴

场水质状况优良，健康指数均为优良。湛江东海岛度假区环境状况优良。

2016年监测的代表性入海排污口36.5%超标排放，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

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纳入监测的入海

河流全年向海排放污染物约226.23万吨。全年发现赤潮13次，累计面积约

944.31平方公里，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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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016年，在全省近岸海域开展了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四个航次的海

水环境质量监测，监测项目包括：pH值、盐度、溶解氧、悬浮物、化学需氧

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包括：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氨氮）、石油类、

叶绿素-a、活性硅酸盐、总氮、总磷、铜、铅、锌、镉、铬、汞、砷等项目。

2016年全省85.2%的海域水质属

于清洁或较清洁。春季、夏季、秋季

和冬季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

域面积比例分别为 5.3%、 9.5%、

5.4%和5.1%，主要分布在珠江口、

汕头港、湛江港等局部海域。主要超

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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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段
各类水质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劣四类

春季 77.0 9.6 4.4 3.7 5.3

夏季 67.7 15.8 4.2 2.8 9.5

秋季 68.6 16.4 4.6 5.0 5.4

冬季 68.9 16.6 6.0 3.4 5.1

注：本公报清洁海域指海水符合《海水水质标准》第一类的海域；较清洁海域指海水符合《海水水质

标准》第二类的海域。

2016年广东省各类水质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

2016年广东省春、夏、秋、冬季劣于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比例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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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年各类水质占近岸海域面积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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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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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实施监测的海洋功能区水质平均达标

率分别为64.8%、60.4%、61.1%和64.7 %，年平均达标率为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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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1
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
第三类 58.8 66.7 58.8 68.8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2
旅游休闲娱

乐区
第三类 84.6 78.6 84.6 83.3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3 农渔业区 第二类 80.0 75.0 82.4 85.7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4 海洋保护区 第一类 68.8 58.8 55.6 57.1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5 港口航运区 第四类 62.5 58.8 62.5 60.0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6
矿产与能源

区
第四类 100.0 50.0 50.0 100.0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7 保留区 第三类* 27.3 18.2 18.2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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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省近岸海域海洋功能区水质四季达标情况

2016年全省近岸海域海洋功能区水质四季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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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近岸海域各海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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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近岸海域

2016年，粤东近岸海域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柘林湾、汕头港等局

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与2015年相比，

海水水质状况总体变化不大。

大埕湾

四季均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柘林湾

四季大部分海域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局部海域无

机氮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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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近岸海域

汕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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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岛周边

春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

秋季和冬季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个别站位海水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指标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汕头港

四季大部分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广澳湾

春季和夏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秋季和冬季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个别站位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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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近岸海域

红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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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湾

春季和夏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秋季和冬季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个别站位活性磷酸盐指标符合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

前詹至神泉近岸

四季均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碣石湾

春季、秋季和冬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夏季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个别站位无机氮指标符合第三类海

水水质标准。

红海湾

春季、夏季和冬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秋季品清湖等局部海域个别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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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近岸海域各海湾示意图

珠三角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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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珠江口大部分近岸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大亚湾、大鹏湾和川山群岛等海域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

与2015年相比，珠三角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状况总体变化不大。

大亚湾

大部分海域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澳头港四季均出现个别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春季和冬季范和港均出现个别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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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近岸海域

深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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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一、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冬季大部分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个别站位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

深圳湾

四季大部分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



珠三角近岸海域

珠海渔女

13 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珠江口

内伶仃岛以北海域，四季黄埔港、狮子洋、虎门、交椅湾、深圳宝安近岸

及大铲湾海域部分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内伶仃岛至三角岛海域，四季均出现个别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万山群岛海域，春季、秋季和冬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大万山岛、外伶仃岛个别站位无机氮指标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

横琴岛至高栏列岛近岸海域，四季局部海域均出现部分站位无机氮和活性

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黄茅海，四季均出现部分站位无机氮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个别

站位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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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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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川岛

广海湾

夏季和秋季大部分海域为较清洁海域；冬季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春季局部海域无机氮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镇海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无机氮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冬季

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川山群岛海域

春季、秋季和冬季海域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无机氮指标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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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近岸海域各海湾示意图

粤西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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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粤西近岸海域大部分海域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湛江港局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与2015年相比，粤西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状况总体变化不大，阳

江海陵湾局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有所增加。

海陵湾

四季近岸局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博贺港

冬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春季、

夏季和秋季部分海域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局部海域石油类符合第三类海水

水质标准，无机氮指标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



粤西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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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放鸡岛

水东湾

春季大部分海域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局部海域无机氮指标符合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秋季和冬季局部海域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部分海域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指标符合第四类或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湛江港

四季大部分海域均出现部分站位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指标劣于第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

雷州湾

四季大部分海域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春季、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



粤西近岸海域

湛江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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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湾

四季均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安铺港

春季为清洁或较清洁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秋季和冬

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2



第三章

海洋生态状况



3.1 海洋生物多样性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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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岛西南沿岸海域开展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

生物多样性指数

H’ ≥4 3~4 2~3 1~2 ≤1

指标等级 好 较好 中 较差 差

2016年广东省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示意图

生物多样性指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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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状况 3

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用多样性指数H’来评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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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游植物

雷州半岛西南沿岸海域浮游植

物多样性指数等级为较好，大亚湾、

珠江口、茂名近岸、湛江东部海域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等级均为中，

汕头近岸海域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等级为较差。

浮游动物

珠江口和茂名近岸海域浮游动物

多样性指数等级均为较好，大亚湾、

湛江东部近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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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近岸海域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等

级为较差。

大型底栖生物

汕头近岸海域大型底栖生物多

样性指数等级为中，大亚湾、茂名

近岸和湛江东部海域大型底栖生物

多样性指数等级均为较差，珠江口

海域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等级

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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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洋保护区状况

2016年，对5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3个国家级海洋公园开展了主要保

护对象和生境监测工作。

保护区
分类

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监测情况 变化趋势

海
洋
生
物
物
种
类

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珊瑚
石珊瑚种类29种，平均
覆盖率15%，死亡率
8.5%

种类增加
覆盖率稳定

广东雷州珍稀海洋生
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珍稀海洋生物
石珊瑚种类12种，平均
覆盖率26%，死亡率
3.3%

覆盖率升高

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

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华白海豚

目击海豚258群，共1,890

头次，海豚目击出现频
率5.354头/小时

目击出现
频率降低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海龟 未发现海龟上岸 降低

广东南澎列岛海洋生
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珍稀海洋生物
目击中华白海豚8头次，
宽吻海豚约百头次

稳定

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

洋公园
红树

红树7种，平均高度
1.87m，高度范围0.4m～
5.0m，平均密度为3,190

株/公顷

基本保持稳定

海
洋
自
然
景
观
类

广东海陵岛国家级海

洋公园
沙滩

沙滩面积约160公顷，形
态保持完整

稳定

广东雷州乌石国家级

海洋公园
沙滩

沙滩面积约190 公顷，形
态保持完整

稳定

广东省部分国家级海洋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变化状况

21 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海洋生态状况 3



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2~2016年徐闻珊瑚礁保护区各监测站位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变化趋势

2016年调查共发现造礁石珊瑚

9科29种、柳珊瑚8种，其他生物9种。

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和死亡率分

别为15.0%和8.5%，与2015年相比石

珊瑚覆盖率保持稳定。在调查断面

范围内，水尾角站位的角孔珊瑚、

盾形陀螺珊瑚、秘密角蜂巢珊瑚等

出现较严重的白化现象，灯楼角、

放坡站位发现有较多的新生造礁石

珊瑚。

保护区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有力地打击了保护区海域内“绝户

网”、定置网等各种非法捕捞行为，

此外通过制作人工生态礁、增殖放

流、保护区海岸带修护与保护工程

建设等方式修复受损珊瑚礁生态环

境。 海上联合执法

徐闻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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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2年~2016年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海豚监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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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击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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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时间目击海豚数量 累积识别海豚数量

2016年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目击海豚共258群、1,890

头次，数据库新增识别在珠江口水域栖息的中华白海豚73头。2016年保护区管理

局共处理海豚事件8起，其中中华白海豚7起，江豚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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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6年调查造礁石珊瑚3科12种，柳珊瑚2种，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和死

亡率分别为26.0%和3.3%，新生珊瑚补充量为0.7个/m2。主要优势种为盾形陀

螺珊瑚、多孔同星珊瑚和柱角孔珊瑚。在调查断面范围内，部分站位造礁石珊

瑚出现白化现象。

广东南澎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6年在保护区及邻近海域观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8头

次，观测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宽吻海豚约百头次。保护区举办放生海龟

宣传活动，共放生绿海龟2只。

珊瑚礁 红树林

南澎列岛

24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海洋生态状况 3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6年保护区共放流海龟705只，接收救治渔民和社会公众发现、误捕的

海龟19只。

2016年共监测到白骨壤、木榄、红海榄、海莲、海漆、秋茄和桐花树等7种

红树，平均高度1.93米，变化范围为0.4米～4.0米，平均密度为3,190株/公顷，其

中白骨壤密度最高为1,525株/公顷，其次为海莲640株/公顷，与 2015年相比红树

林群落基本保持稳定。

白骨壤 秋茄

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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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1993~2016年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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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0个有效网次，有效作业时间约10,535.8小时，渔获量约3,480.40吨，

平均渔获率为330.34kg/h，较2015年下降14.62%。渔获物种类组成以青鳞鱼、

蓝圆鲹、带鱼、棱鳀、沙丁鱼、丽叶鲹、金线鱼、蛇鲻、鲻鱼和枪乌贼为主，

占渔获物总量的73.46%，金线鱼、带鱼、蓝子鱼、马鲛、鲻鱼、鲳鱼、大眼

鲷、虾类、头足类等优质经济种类占渔获物总量的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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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工业废水排污口 排污河 市政污水排污口

51.35%
32.43%

16.22%

各类型排污口占总排污口数量的比例（%）

实施监测的74个各类代表性入海排污口中，有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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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

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排放情况

2016年广东省入海污水超标的排污口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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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74个入海排污口中，工业

废水入海排污口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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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条（以下称为“排污河”）、

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38个。工业废水

排污口、排污河和市政污水排污口分

别占32.43%、16.22%和51.35%。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4



排污河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因子

1 东宝河入海口 总磷

2 深圳市新圳河入海口 总磷

3 深圳市西乡河入海口 总磷、BOD5

2016年污水超标的入海排污河

2016年，全省监测的12条排污河中，有3条排污河入海污水超标，超标率

25.0%，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因子

1 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公司排污口 CODCr

2 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CODCr

3 嘉吉粮油（阳江）有限公司排污口 CODCr

2016年污水超标的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

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

2016年，全省监测的24个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中，有3个排污口排放入海

的废水水质超标。超标率为12.5%，主要超标因子为化学需氧量（COD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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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

2016年，全省监测的38个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中，有21个排污口排放的

污水超标，超标率为55.3%，主要超标因子为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

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 ）。

2016年污水超标的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因子

1 汕头市花汀港排污口 总磷

2 汕头市广澳后江排污口 总磷、BOD5

3 汕尾市城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总磷

4 陆丰市碣石镇排污口 总磷

5 陆丰市甲子镇排污沟 总磷

6 阳江市阳东县东平渔港排污口 CODCr、氨氮、总磷、BOD5

7 阳江市阳东县东平大澳排污口 CODCr、总磷

8 阳江市阳西县沙扒渔港排污口 CODCr、氨氮、总磷、BOD5

9 阳江市阳西县溪头渔港排污口 CODCr、氨氮、总磷、BOD5

10 电白区博贺渔港排污口一 CODCr、氨氮、总磷、BOD5

11 电白区博贺渔港排污口三 CODCr、氨氮、总磷、BOD5

12 电白区电城南门排污口 总磷

13 电白区电城东门排污口 氨氮、总磷、BOD5

14 电白区水东森高排污口 氨氮、总磷、BOD5

15 电白区水东东湖排污口 氨氮、总磷、BOD5

16 电白区水东海滨排污口 氨氮、总磷、BOD5

17 湛江市海昌路排污口 总磷

18 湛江市区沙湾入海口 总磷

19 湛江市区南柳河入海口 总磷

20 湛江市区避风塘入海口 总磷

21 吴川市海滨街道办排污口 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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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

化学需氧量 76.79%

氨氮 1.71%

硝酸盐氮 18.43%

亚硝酸盐氮 1.25%

总磷 1.12%

石油类 0.54%

重金属 0.12%

砷 0.04%

2016年珠江、榕江、练江、深圳河、黄冈河等河流携带污染物入海总量

为226.23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 173.73 万吨，氨氮（以氮计） 3.87 万吨，

各污染物占总入海量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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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氮（以氮计） 41.70 万

吨，亚硝酸盐氮（以氮计）

2.83 万吨，总磷（以磷计）

2.54 万吨，石油类 1.21 万吨，

重金属（铜、铅、锌、镉、汞）

0.28 万吨和砷 0.07 万吨。

2016年部分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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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对练江和小东江入海口及其邻近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专项监测，监

测内容包括水质(盐度、pH、溶解氧、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亚

硝酸盐、硝酸盐、氨氮、石油类、总氮、总磷、铜、铅、锌、镉、铬、汞和砷

共19项)、沉积物(有机碳、硫化物、铜、铅、锌、镉、铬、汞和砷共9项)和海

洋生态(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

练江入海口及其邻近海域

海水水质

练江入海口水质劣于四类，其中，劣四类指标为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四

类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石油类，三类指标为溶解氧，其余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练江入海口邻近海域水质为四类，四类指标为活性磷酸盐，

三类指标为无机氮和石油类，其余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沉积物

练江入海口邻近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石油类指标略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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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态

练江入海口邻近海域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2.89、2.68和1.45，等级分别为中、中和较差。

4.3 专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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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江入海口及其邻近海域

海水水质

小东江入海口水质劣于四类，劣四类指标为无机氮，三类指标为化学需

氧量和石油类，其余监测指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小东江入海口邻近

海域水质为二类，所有监测指标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沉积物

小东江入海口邻近海域沉积物质量良好，监测指标铜略超第一类海洋沉

积物质量标准外，其余各项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海洋生态

小东江入海口邻近海域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多样性指数分

别为1.8、2.68和0.21，等级分别为较差、中和差。

34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4

练江监测



4.4 海洋垃圾

2016年广东省海洋垃圾监测区域及类型

海面漂浮垃圾

湛江市观海长廊海域、潮州市饶平大埕湾第一哨所附近海域、揭阳市神

泉港附近海域、广州市狮子洋海域、阳江闸坡海水浴场附近海域等5个海域

的海面漂浮垃圾监测结果显示，海面漂浮垃圾主要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

塑料类和木制品等。

2016年，全省共有12个沿海地级市开展了海洋垃圾监测，监测内容包括海

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底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来源等。

地级市 监测类型

潮州 海面漂浮垃圾

广州 海面漂浮垃圾、海底垃圾、海滩垃圾

江门 海滩垃圾

揭阳 海面漂浮垃圾、海底垃圾

茂名 海滩垃圾

汕头 海滩垃圾

汕尾 海滩垃圾

深圳 海滩垃圾

阳江 海面漂浮垃圾

湛江 海面漂浮垃圾

中山 海底垃圾

珠海 海滩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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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垃圾

茂名市电白区晏镜岭海滩、汕头市南澳县前江湾海滩、汕尾市红海湾海

水浴场海滩、台山市赤溪镇黑沙湾沙滩、珠海市金沙滩、广州天后宫附近海

滩等6个海岸沙滩的垃圾以塑料居多，占50%；深圳市大鹏湾下沙海滩垃圾以

木制品为主。

海底垃圾

揭阳市神泉港附近海域、中山市南朗镇华山围外海域、广州市狮子洋海

域的海底垃圾主要为塑料类垃圾，约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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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我爱美丽广东，我爱洁净海滩”活动

为有效解决海漂垃圾问题，进一步清洁美化海滩。2016年下

半年，根据广东省政府工作部署，省海洋与渔业厅制定了《全省

海滩清洁行动方案》，组织沿海各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联

合当地环保，住建、旅游、城管以及当地海洋志愿者、在校学生、

环保公益机构等，共同参与开展了主题为“我爱美丽广东，我爱

洁净海滩”海滩垃圾清理活动。

期间，全省共有3万多人次参与，清理海滩103处，清理海滩

岸线长236公里，清理海滩垃圾260吨。通过此次活动，让广大公

众进一步认识到海漂垃圾对海洋的危害，共同维护海洋生态的重

要性。达到了亲近海洋，呵护海洋，清洁海洋的目的。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4



第五章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5.1 海水增养殖区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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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流沙湾网箱养殖区的

水质和沉积物进行了监测。

综合环境质量状况

监测结果表明，总体水质状况能够满足增养殖区功能的要求，影响增养

殖区环境质量状况的主要因素是部分增养殖区水体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

标较高。沉积物质量基本能够满足海水增养殖区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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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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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流沙湾网箱养殖区 优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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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海水增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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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增养殖区状况

深圳南澳海水增养殖区

养殖方式：网箱、浮筏

养殖种类：军曹鱼、石斑鱼、红

友和扇贝等

环境质量等级：较好

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部分站位无机氮和石油类超过第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2016年广东省沿海养殖区环境状况

深圳东山海水增养殖区

养殖方式：网箱、浮筏

养殖种类：军曹鱼、石斑鱼、鲷鱼

和牡蛎

环境质量等级：优良

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部分站位无机氮和石油类超过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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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桂山港海水网箱养殖区

养殖方式：网箱

养殖种类：军曹鱼、美国红鱼、青

石斑鱼等鱼类

环境质量等级：较好

部分站位无机氮、石油类和活性磷

酸盐指标超过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湛江流沙湾网箱养殖区

养殖方式：网箱或吊养

养殖种类：珍珠贝、海水鱼类

环境质量等级：优良

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部分监测站位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饶平柘林湾海水网箱养殖区

养殖方式：网箱

养殖种类：真鲷、石斑鱼等鱼类

环境质量等级：优良

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部分站位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指标超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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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海水浴场

2016年游泳季节（4月24日~10月31日），对我省6个重点海水浴场开展

监测，并通过国家海洋局政府网、人民网和南海海洋预报网等媒体发布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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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段内，重点监测的6个海水浴场：

水质状况

水质等级为优和良的天数比例在60%~100%之间，

汕头南澳青澳湾和江门飞沙滩海水浴场每日的水质状

况均在“良”以上。

游泳适宜度

适宜和较适宜游泳的天数比例在55%~86%之间。

健康指数

优良。

各海水浴场综合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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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南澳青澳湾 31 69 0 97 82 天气不佳

汕尾红海湾 69 29 2 86 69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江门飞沙滩 99 1 0 98 83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阳江闸坡 96 2 2 93 86 天气不佳

深圳大梅沙 38 22 40 72 55 水质一般/天气不佳

深圳小梅沙 48 19 33 79 63 水质一般/天气不佳

2016年海水浴场综合环境状况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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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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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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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滨海旅游度假区

42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2016年3月24日～10月31日，在监测时段对湛江东海岛度假区重点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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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结果

水质状况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水质指数为3.9，水质优良。

海面状况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海面状况指数均为4.4，海面状况优良。

专项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为4.2，很适合开展休闲观

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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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4.4 4.6 4.1 4.2 3.9 4.1 4.2 4.1 4.2 天气不佳/赤潮

注：“*”休闲（观光）活动指数是根据水质、水文和气象等要素对滨海旅游度假区开展各类休闲（观

光）活动的适宜度进行的综合性评价。

2016年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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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5



第六章

海洋环境灾害



6.1 海洋生态灾害

2016年广东省沿岸海域发现赤潮情况示意图

2016年，全省海域发现赤潮事件13次，累计面积约944.31平方公里，为

2006年以来赤潮累计面积最多的年份。引发赤潮的原因种共有3种，分别为红

色赤潮藻、中肋骨条藻和夜光藻。

近10年来，我省沿海年均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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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惠州、湛江、珠海、汕尾和汕头海域是我省主要

的赤潮多发区。

2016年8月，珠海市吉大海滨泳场海域首次发现1起小规模嘉庚水母旺发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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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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生物

1 2月17日 2月29日
惠州市平海湾、东山海附近至
汕尾市小漠镇对出海域（含考

洲洋出海口及附近海域）
内湾 215 红色赤潮藻

2 2月18日 2月24日
汕尾市捷胜镇南面海岸

对开海域
内湾 1.7 红色赤潮藻

3 2月22日 3月15日
深圳市大鹏湾沙头角

至西冲海域
内湾 70

红色赤潮藻
夜光藻

4 3月2日 3月3日 汕尾市汕尾港及附近海域 内湾 1 红色赤潮藻

5 3月4日 5月9日

惠州市大亚湾北部至深圳市大
水坑湾海域、惠州平海湾海域、
惠州市东山海附近至汕尾小漠

对出海域

内湾 74
红色赤潮藻
中肋骨条藻

夜光藻

6 3月4日 3月10日
桂山岛、东澳岛和高栏岛附近

海域
内湾 70 红色赤潮藻

7 3月28日 4月8日
湛江市鉴江河口以南至东海岛

龙海天对出海域
内湾 300 红色赤潮藻

8 4月2日 4月8日
深圳市大鹏湾溪涌至下沙

附近海域
内湾 5 夜光藻

9 4月8日 4月11日 珠海市东澳湾海域 内湾 0.01 夜光藻

10 4月11日 4月13日
汕尾市海丰县小漠镇南方澳周

边海域红色赤潮藻赤潮
内湾 5.5 红色赤潮藻

11 4月15日 4月18日 汕头市南澳岛附近海域 内湾 1.6 夜光藻

12 4月22日 5月4日
湛江市西南沿岸（乌石港至角

尾镇对出海域）
内湾 200 夜光藻

13 5月3日 5月10日 深圳市大鹏湾海域 内湾 0.5 夜光藻

14 8月30日 9月5日 珠海市吉大海滨泳场海域 内湾 < 0.1 嘉庚水母

2016年广东省海洋生态灾害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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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

2016年，对我省潮州市饶平县大埕、碧州断面，阳江市阳东县雅韶镇、

大沟镇，茂名市电白区陈村、龙山海岸带和湛江市麻章区等监测区域开展了海

水入侵监测。对阳江市阳东县雅韶镇、大沟镇，湛江市麻章区等监测区域开展

了土壤盐渍化监测。

2016年海水入侵监测结果表明：潮州市饶平县大埕、碧州断面无海水入侵

现象；阳江市阳东县大沟镇、茂名市电白区陈村断面和湛江市麻章区世乔断面

出现海水入侵现象，靠近内陆的监测点为轻度入侵。

海水入侵情况

土壤盐渍化情况

2016年土壤盐渍化监测结果表明：阳江市阳东县雅韶镇、大沟镇，湛江

市麻章区监测区域土壤盐渍化类型为硫酸盐型，部分站位呈现重度盐渍化。

46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分级指标 Ⅰ Ⅱ Ⅲ

氯离子浓度
（mg/L）

<250 250～1000 >1000

入侵程度 无入侵 轻度入侵 严重入侵

水质分类范围 淡水 微咸水 咸水

海水入侵的现状评价等级划分

盐渍化类型 Cl-/SO4
2- 盐渍化等级 硫酸盐型%

硫酸盐型（SO4
2-） <0.5 非盐渍化土 <0.3

氯化物 -硫酸盐型
（Cl--SO4

2-）
0.5～1 轻盐渍化土 0.3～0.6

硫酸盐 -氯化物型
（SO4

2--Cl-）
1.0～4.0 中盐渍化土 0.6～1.0

氯化物型（Cl-） >4.0 重盐渍化土 1.0～2.0

盐土 >2.0

土壤盐渍化类型及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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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2016年广东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在推

进美丽海湾建设、海域海岛整治修复、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和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努力探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坚持以人为

本、人海和谐，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积极推进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482016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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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

2016年12月，经省政府同意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印发《广东省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大力推

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海和谐，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美

丽幸福广东。

《行动计划》提出，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为主线，以海

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能力建设为重点，以重大项目和工程为抓手，实行基

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海洋资源高

效利用、开发保护空间合理步局、开发方式切实转变。到2020年，全省海洋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海洋管理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

资源节约利用取得重大进展。展望2030年，基本实现“水清、岸绿、滩净、

湾美、物丰、人和”的美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行动计划》明确了十项主要任务和四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强化规划引导

和约束、实施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海洋生态红线管控、深化海洋资源科学

配置和管理、严格海洋环境监管与污染防治、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

复、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强化海洋监督与执法、实行绩效考核和责任

追究、提升海洋科技创新与支撑能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人才队伍

建设、强化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启动“美丽海湾、美丽

海岸、美丽海岛、美丽滨海湿地”等四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7.1 人工鱼礁与海洋牧场建设

2016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继续推进大型人工鱼礁区和海洋牧场示范

区建设项目工作。共实施了8座人工鱼礁区建设，在汕尾市、阳江市、惠州市

开展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共完成制作礁体空方量约34,704立方米。

开展了人工鱼礁建设效果监测评估，采取地球物理勘探和潜水观测方法，

在南澳乌屿、大亚湾大辣甲南、珠海外伶仃、廉江龙头沙等4座人工鱼礁区进

行效果监测和研究，同时继续对已建成的人工鱼礁区进行建设效果水下潜水

观察。分别于7月和10月在阳江大角湾和茂名大放鸡岛2座人工鱼礁区开展了

为期10天、16个航次的水下效果跟踪拍摄监测。跟踪调查结果表明，人工鱼

礁建设显现出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6年，广东省在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工作中，汕尾市遮浪

角西海域、汕头成功申报两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通过对海洋牧场示范

区开展建设，开创我省增殖渔业新局面。

通过建设人工鱼礁区和海洋牧场示范区，形成新型的休闲渔业产业和良

好的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渔民增产增收，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发挥积极的作

用。

人工鱼礁效果显著 礁体海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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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2016年，我省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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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一系列增殖放流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粤东、珠江口、粤西和北部湾

四个海区多个增殖放流点开展海洋经济物种增殖放流活动，放流对虾苗种

2.35亿尾，放流笛鲷、真鲷、黑鲷、黄鳍鲷、胡椒鲷等鱼苗770.02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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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保护区建设

截至2016年，全省已建海洋

与渔业自然保护区88个，国家级海

洋公园6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17个。

2016年广东省新建国家级海

洋公园2个，组织开展了汕尾品清

湖、深圳大鹏湾国家级海洋公园申

报工作，积极推动东莞黄唇鱼市级

自然保护区、湛江雷州湾中华白海

豚市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省级自然

保护区。

惠东海龟湾

汕尾品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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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自2012年启动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活动以来，我省获批的国家

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共5个，分别为珠海横琴新区、湛江徐闻县、汕头南澳

县、惠州市和深圳大鹏新区。2016年我省按照国家海洋局的要求积极推动落实

示范区相关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珠海横琴新区制定了《横琴生态岛建设总体规划》等多项规划；启动了

392公顷的海洋生态修复保护整治项目，将投资7亿元保护滨海红树林，修复近

岸海域生态环境。

湛江市开展了流沙湾海洋生态修复项目，主要包括红树林湿地重建生态修

复80公顷，新种植和修复退化海草场69.28公顷，种植海藻场13.60公顷；网箱

整治规划24,610箱；建设验潮井1座。

汕头南澳县成功申报“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加强沿岛海域、沙滩岸线整

治修复；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保护修复资源；

大力推进渔港建设，扩建升级云澳国家级中心渔港；推进青澳湾海洋公园和美

丽海湾建设。

惠州市强化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修复，申报东山海大型人工鱼礁示范区项

目，累计放流鱼苗6,000多万尾，虾苗5亿尾；推进考洲洋美丽海湾建设，开展

红树林种植和岸线整治修复。

深圳市大鹏新区编制《大鹏新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实施方案》等

系列规划，创新健全海洋规划体系；实施海洋红线区常态化监测与监管，划定

海岸带综合管理区，全面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打造海洋新兴产业研发孵化基地，

筹建国家级海洋公园，推进国际滨海旅游度假区建设，加快海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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