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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概概概概 述述述述

2014 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切实履行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职责，组织沿海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做好管辖海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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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余个，监测项目覆盖水文、气象、水质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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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万个。

2014 年全省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状况总体良好，约 89.4%的

海域水质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3.7%的海域水质

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较 2013 年降低 6.4%，主要分布在

珠江口海域，污染要素主要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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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超标排放，较 2013 年增加 9.75%，污染要素主要为化学

需氧量、总磷和氨氮。纳入监测的入海河流全年向海排放污染

物约 214.22 万吨，污染要素主要为化学需氧量。全年发现赤潮

15次，累计面积约 68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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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12.12.12.1 海水质量海水质量海水质量海水质量

2.1.12.1.12.1.12.1.1 近岸海域海水质量近岸海域海水质量近岸海域海水质量近岸海域海水质量

2014 年，广东省近岸海域共布设 320个水质监测站位，开

展春季、夏季和秋季海水质量监测，主要监测指标包括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化学需氧量（CODMn）和溶解氧等。

广东省近岸海水质量状况总体良好，约 89.4%的海域水质符

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3.7%的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较 2013 年降低

6.4%，主要分布在珠江口海域，污染要素主要为无机氮和活性

磷酸盐。

2014 年广东省各类水质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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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17.9 4.8 1.5 3.7

夏季 76.1 13.3 6.4 1.5 2.7

秋季 72.3 18.6 4.7 1.2 3.2

海水水质标准（GBGBGBGB 3097309730973097－19971997199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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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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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部、东莞、广州、中山等近

岸大部分海域和汕头、珠海、江门、湛江等近岸局部海域无机

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活性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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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汕头、惠州、深圳、东莞、

广州、珠海、中山、江门、茂名和湛江近岸局部海域活性磷酸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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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惠州、深圳、广州、江门等近岸局部海域

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溶解氧 全省近岸大部分海域海水溶解氧含量符合第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深圳、东莞、广州等近岸局部海域海水溶解

氧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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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部近岸局部海域海水中化学需氧量

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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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率分别为 68.0%、68.4%和 69.4%。

20142014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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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超标要素

春季 夏季 秋季

1 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

第三类 66.7 66.7 77.8 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

2 旅游休闲娱乐区 第三类 80.0 78.5 85.7 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

3 农渔业区 第二类 80.0 77.8 88.9 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

4 海洋保护区 第一类 50.0 61.1 50.0 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

5 港口航运区 第四类 77.8 72.2 72.2 无机氮

6 矿产与能源区 第三类 50.0 50.0 50.0 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

7 保留区 第三类

* 44.4 44.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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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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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22.1.22.1.2 各市近岸海域海水质量各市近岸海域海水质量各市近岸海域海水质量各市近岸海域海水质量

■■■■■■■■ 潮州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和无机

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埕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

柘林湾 春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含量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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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汕头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南澳岛周边海域 春季和秋季，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南澳岛北部近岸局部海域海水无机

氮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

汕头港 春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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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

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港内局部海域海水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含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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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秋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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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澳湾 春季，局部海域海水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含量符合第

三类海域水质标准；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符合

第三类海域水质标准。

海门湾 春季，局部海域海水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

水质标准；夏季和秋季，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

■■■■■■■■ 揭阳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春季，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

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和秋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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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汕尾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符

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红海湾（汕尾海域） 春季，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符

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含量符合第三类

海水水质标准。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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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各

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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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 惠州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红海湾（惠州海域）春季，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和石油类含量符合

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秋季，局部海域海水石油类含量符合第

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亚湾（惠州海域）春季，澳头港等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

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海水石油类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秋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

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 深圳

东部近岸海域水质状况较好；西部近岸海域水质状况较差，

局部海域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溶解氧含量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亚湾（深圳海域） 春季、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海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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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湾 春季和秋季，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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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

深圳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局部海域化学需氧量含量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珠江口（深圳海域） 春季、夏季和秋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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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和溶

解氧含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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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差，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春季、夏季和秋季，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局部海域化学需氧量和溶解氧含量符合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各

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 广州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差，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

春季，夏季和秋季，近岸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春季，局部海域溶解氧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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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夏季，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和溶解氧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化学需氧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秋季，除无

机氮外，其它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 中山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春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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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和秋季，局部海

域无机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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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珠海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万山群岛海域 春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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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局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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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符合第四类

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含量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秋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劣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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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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门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黄茅海 春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化学需氧量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

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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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含量符合第三类海

水水质标准。秋季，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无机氮含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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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海湾 春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其它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镇海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和石油类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

川山群岛海域 春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和石油类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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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

北津港 春季和秋季，各项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

准，其它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海陵岛周边海域 春季，局部海域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无机氮含

量符合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其它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

阳西近岸海域 春季、夏季和秋季，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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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量劣

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大竹洲岛至放鸡岛海域 春季、夏季和秋季，各监测指标

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博贺港 春季，夏季和秋季，各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水东湾 春季、夏季和秋季，湾内局部海域活性磷酸盐含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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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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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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总体较好，局部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和

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鉴江口 春季、夏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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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茂港 春季和秋季，局部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含量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符合第

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湛江湾 春季和秋季，湾内局部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和无

机氮含量均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湾内局部海域无机

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雷州湾 春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符合第三类海水

水质标准。夏季，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

标准。秋季，局部海域海水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含量符合第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

流沙湾 春季，局部海域海水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活性磷酸盐含量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夏季和

秋季，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安铺港 春季、夏季和秋季，各项监测指标符合第一类或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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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海洋生海洋生海洋生海洋生态态态态

2.2.12.2.12.2.12.2.1海洋生物多样性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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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开展了海洋生物多

样性监测。

■■■■ 浮游植物 珠江口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等级为较差，大

亚湾、汕头近岸、茂名近岸、湛江东部海域和雷州半岛西南沿

岸海域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等级均为中。

■■■■ 浮游动物 大亚湾、珠江口、茂名近岸海域浮游动物多

样性指数等级为较好，汕头近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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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

■■■■ 大型底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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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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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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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年广东省近岸海域生物多样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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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中 3.48 较好 1.93 较差

珠江口 1.67 较差 3.48 较好 1.20 较差

汕头近岸 2.23 中 2.74 中 1.68 较差

茂名近岸 2.38 中 3.31 较好 2.02 中

湛江东部 2.39 中 2.37 中 1.26 较差

雷州半岛

西南沿岸

2.48 中 2.75 中 - -

注：“-”表示没有监测数据。

生物多样性指数

根据《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HY/THY/THY/THY/T 080-2005080-2005080-2005080-2005，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以 Shannon-WeaveShannon-WeaveShannon-WeaveShannon-Weaverrrr

多样性指数来评判，计算公式：

2
1

log
S

i i
i

H P P
=

′ = −∑ ，式中：HHHH’’’’————多样性指数；PPPPiiii————第 iiii种生物个体

数与该样品总个体数之比；SS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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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HH’’’’ ≥≥≥≥4444 3~43~43~43~4 2~32~32~32~3 1~21~21~21~2 ≤≤≤≤1111
指标等级 好 较好 中 较差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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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 海洋保护区状况

2014201420142014年广东省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对象状况

保护区

类型

保护区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监测 变化状况

海

洋

生

物

物

种

类

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珊瑚 平均石珊瑚覆盖率 8.2%， 活珊瑚盖

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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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群，2116头 目击数量

升高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珍稀海洋生

物

区内分布有国家级保护动物11
种

-

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红树林 红树种类 6 种，高度 0.4m 至

4m,平均密度 3725.5 株/hm2
-

海洋生态

系统类

南澎列岛海洋生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系统 区内分布有国家级保护动物17
种，省级保护动物 8 种

-

海洋自然

景观类

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沙滩 沙滩面积 40.25 hm2
保持完整

乌石国家级海洋公园 沙滩 沙滩面积 193 hm2
保持完整

注：“-”表示没有监测数据。

◢ 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4 年 8 月份监测结果发现，保护区核心区内有造礁石珊

瑚 18 种，基本以生长型块状为主的种类，柳珊瑚和软珊瑚各 1

种。石珊瑚覆盖率的变化范围为 5.4%~13.0%，平均为 8.2%，半

年以内的平均死亡率为 0.7%，2 年以上的总平均死亡率为 9.1%。

优势种类为澄黄滨珊瑚，盾形陀螺珊瑚，角孔珊瑚属，锯齿刺

星珊瑚，交替扁脑珊瑚，秘密角蜂巢珊瑚和蔷薇珊瑚属。

◢ 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4 年出海监测海豚 66 天次，总航时 365.74 小时，总航

程 6168.90 公里。目击海豚 346 群，共 2116 头。累计识别中华

白海豚数量 1870 头，新增 234头。保护区管理局共接到各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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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动物搁浅报案 12 起，处理中华白海豚死亡案件 8 起，江豚死

亡案件 1 起。

渔船边捕食的白海豚

◢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有国家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1种，其中包括

国家 I 级保护动物儒艮、中华白海豚等 2 种，国家 II 级保护动

物大珠母贝、白氏文昌鱼、绿海龟、棱皮龟、玳瑁、斑海豹、

热带点斑原海豚、宽吻海豚、江豚等 9 种。2014 年保护区重点

完成退养还滩工程，对旧虾池和宜林滩涂整治清理和红树林复

种，通过开展海岸带环境整治工程，加强海藻场修复技术研发，

保护生物多样性水平。

◢ 南南南南澎澎澎澎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分布有多种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包括国家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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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护动物 2 种，Ⅱ级保护动物 15种，属广东省重点保护的有

8 种。2014 年南鹏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救助蠵

龟、玳瑁、绿海龟、棱皮龟和花斑原海豚等珍稀濒危保护动物

共 6 头。

◢ 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

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内监测有白骨壤、海莲、海漆、

红海榄、木榄、秋茄和红海芒等 7 种红树，高度 0.4 米-4 米，平

均密度为 3725.5 株/公顷，其中白骨壤密度最高为 1850 株/公顷，

其次为海莲 975株/公顷。

2.2.32.2.32.2.32.2.3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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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有效网次，累计有效作业时间约 9099

小时，渔获量约 4007.51 吨，平均渔获率为 440.43kg/h，自 2000

年以来，平均渔获率呈上升趋势。

从渔获物组成分析，2014 年金线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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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近海渔业资源快速衰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资源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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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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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1993~2011993~2011993~2014444年双拖作业渔获率年际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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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主要入海污染源状况

2014 年，继续加大力度对各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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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 入海入海入海入海排污口分布情况排污口分布情况排污口分布情况排污口分布情况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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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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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420142014年各地级市列入监测的代表性陆源入海排污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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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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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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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个，分别占

31.71%、15.85%和 52.44%。

52.44%

15.85%

31.71%

工业排污口 排污河 市政排污口

2014201420142014年广东省监测的入海排污口类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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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2222入海排污口入海排污口入海排污口入海排污口排污状况排污状况排污状况排污状况

●●●● 入海排污口污水入海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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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亿吨，其中市政污水 1.08 亿吨，工业废水 0.35亿吨，排

污河污水年入海量 0.86亿吨，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47.16%、15.28%

和 37.56%。

珠三角沿岸海域接纳污水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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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亿吨。珠三角沿岸海

域仍是入海污水的主要接纳海域，占全省的 44.54%，粤东沿岸

海域接纳污水占全省的 27.95%，粤西沿岸海域接纳污水占全省

的 27.51%。

44.54%

27.95%
27.51%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珠三角沿岸海域 粤东沿岸海域 粤西沿岸海域

2014201420142014年各海域接纳的污水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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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年入海量 9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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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氨氮年入海量 802.76 吨，重金属年入海量 2.76 吨，生化需

氧量（BOD5）年入海量 164.61 吨，总磷年入海量 190.49 吨，石

油类年入海量 24.33吨，其它污染物年入海量约 0.067吨。

88.92%

7.30%

1.73% 1.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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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生化需氧量

0.22%

0.03%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石油类 重金属

20142014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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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万吨，占

总量的 65.46%，工业废水排污口为 0.20 万吨，占总量的 18.18%，

排污河入海污染物为 0.18 万吨，占总量的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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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排放情况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排放情况入海排污口污水超标排放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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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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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主要超标因子为化

学需氧量、总磷和氨氮。

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

26个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中，有5个排污口排放入海的废水

水质超标，超标率为19.23%，主要超标因子为化学需氧量，个

别排污口氨氮和总磷超标。

污水超标的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因子

1 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2
深圳市福华德电厂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3
广州威达高公司造纸厂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4
江门市桥裕纸业有限公司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5
中国水产湛江海洋渔业公司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排污河

实施监测的 13 条排污河中，有 5 条排污河入海污水超标，

超标率 38.46%，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个别排污口氨氮超标。

污水超标的入海排污河

序号 排污口名称

超标因子

1 高沙水闸排污口 总磷

2 深圳市西乡河入海口
总磷

3 深圳市新圳河入海口
总磷

4 深圳市葵涌河入海口
氨氮、总磷

5 东宝河入海口 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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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

实施监测的 43 个市政污水入海排污口中，有 27 个排污口

排放的污水超标，超标率为 62.79%，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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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赤岗坑入海口 氨氮、总磷

2 汕头市竹排坑入海口 氨氮、总磷

3 陆丰市碣石镇排污口 总磷

4 汕尾市城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 总磷

5 汕尾市马宫镇金町排污口 总磷

6 汕尾市甲子镇排污沟 总磷

7 深圳市蛇口码头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8 深圳市大沙河入海口 化学需氧量

9 深圳市沙头角河入海口 化学需氧量

10 珠海凤凰河排洪渠入海口 化学需氧量

11 污水排放口（吉大） 总磷

12 阳东县东平渔港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13 阳西县沙扒渔港排污口 氨氮、总磷

14 阳西县溪头渔港排污口 氨氮

15 电白区博贺渔港排污口一 氨氮、总磷

16 电白区博贺渔港排污口三 氨氮、总磷

17 电白区电城南门排污口 总磷

18 电白区电城东门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19 电白区水东森高排污口 氨氮、总磷

20 电白区水东海滨排污口 氨氮、总磷

21 湛江市海昌路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总磷

22 湛江市区港务局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

23 湛江市区沙湾入海口 化学需氧量、总磷

24 湛江市区南柳河入海口 化学需氧量、总磷

25 湛江市区避风塘入海口 化学需氧量、总磷

26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排污口 总磷

27 徐闻县城镇污水排污口 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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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4444 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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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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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2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

量 149.86万吨，约占总量的 69.96%；氨氮（以氮计）4.20万吨，

约占总量的 1.96%；硝酸盐氮（以氮计）52.58 万吨，约占总量

的 24.54%；亚硝酸盐氮（以氮计）2.61 万吨，约占总量的 1.22%；

总磷（以磷计）3.03 万吨，约占总量的 1.41%；石油类 1.38万

吨，约占 0.64%，重金属（铜、铅、锌、镉、汞）0.51万吨和砷

0.06万吨，约占 0.27%。

2014201420142014年广东省监测的主要入海河流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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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年部分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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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800 22766 514080 24266 24847 12240 4781 581 1766361

榕江 158698 2710 6830 635 445 224 121 2 169665
练江 54879 6293 1107 77 893 826 24 3 64101

漠阳江 64401 4616 606 564 3022 203 123 8 73543
深圳河 46552 5009 2326 317 357 304 11 1 54877
黄冈河 11300 643 802 210 724 12 12 1 13704
合计 1498630 42036 525751 26069 30288 13809 5071 596 2142251

●●●●珠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年，由珠江八大口门径流携带入海的化学需氧量、石

油类、氨氮、总磷、重金属和砷等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176.60

万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116.28 万吨，约占总量的

65.83%；氨氮（以氮计）2.28 万吨，约占总量的 1.29%；硝酸盐

氮（以氮计）51.41 万吨，约占总量的 29.10%；亚硝酸盐氮（以

氮计）2.43 万吨，约占总量的 1.37%；总磷（以磷计）2.48万吨，

约占总量的 1.41%；石油类 1.22 万吨，约占 0.69%；重金属 0.5

万吨和砷 0.058 万吨，共占 0.30%。

●●●●榕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年，由榕江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169665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158698 吨，占总量的

93.54%；氨氮（以氮计）2710 吨，约占总量的 1.60%；硝酸盐

氮（以氮计）6830 吨，约占总量的 4.03%；亚硝酸盐氮（以氮

计）635 吨，约占总量的 0.37%；总磷（以磷计）445 吨，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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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 0.26%；石油类 224 吨，占 0.13%；重金属 121 吨和砷 2

吨，共占 0.07%。

●练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年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64101 吨。其

中，化学需氧量（CODcr）54879 吨，约占总量的 85.61%；氨氮

（以氮计）6293 吨，约占总量的 9.82%；硝酸盐氮（以氮计）

1107 吨，约占总量的 1.73%；亚硝酸盐氮（以氮计）77 吨，约

占总量的 0.12%；总磷（以磷计）893 吨，约占总量的 1.39%；

石油类 826吨，约占 1.29%；重金属 24 吨和砷 3 吨，共占 0.04%。

●●●●漠阳江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年随漠阳江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总量为 73543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64401 吨，约占总量的 87.57%；

氨氮（以氮计）4616 吨，约占总量的 6.28%；硝酸盐氮（以氮

计）606 吨，约占总量的 0.82%；亚硝酸盐氮（以氮计）564 吨，

约占总量的 0.77%；总磷（以磷计）3022 吨，约占总量的 4.11%；

石油类 203吨，约占 0.28%；重金属 123吨和砷 8吨，共占 0.18%。

●●●●深圳河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年经深圳河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54877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46552 吨，约占总量的

84.83%；氨氮（以氮计）5009 吨，约占总量的 9.13%；硝酸盐

氮（以氮计）2326 吨，约占总量的 4.24%；亚硝酸盐氮（以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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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317 吨，约占总量的 0.58%；总磷（以磷计）357 吨，约占

总量的 0.65%；石油类 304 吨，约占 0.55%；重金属 11吨和砷 1

吨，共占 0.02%。

●●●●黄冈河主要污染物入海量

2014 年经黄冈河径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的总量为

13704 吨。其中，化学需氧量（CODcr）11300 吨，约占总量的

82.46%；氨氮（以氮计）643 吨，约占总量的 4.69%；硝酸盐氮

（以氮计）802 吨，约占总量的 5.85%；亚硝酸盐氮（以氮计）

210吨，约占总量的 1.53%；总磷（以磷计）724 吨，约占总量

的 5.28%；石油类 12吨，约占 0.09%；重金属 12 吨和砷 1 吨，

共占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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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5555 海洋垃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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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市霞山区观海长廊海域 该海域海面漂浮垃圾主要

是来源于陆上的玻璃类、木制品类、泡沫类、木制品类和纸类。

海面漂浮垃圾主要以塑料类和木制品类垃圾为主，分别占总量

的 35%和 30%；其次为纸类和泡沫类垃圾，分别占总量的 18%

和 12%；还有小部分的玻璃类垃圾，约占 6%。表层漂浮的海洋

垃圾大部分来源于陆上和小部分来源于海上，主要以小块的木

制品类、金属类、泡沫类垃圾和其他物品类垃圾。

深圳市大鹏湾下沙海滩及附近海域 该海域主要为海滩垃

圾，未发现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主要为塑料类、玻璃类、

橡胶类和木制品等，分别占海滩垃圾总重量的 39%、24%、10%

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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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4.14.14.14.1 海水增养殖区海水增养殖区海水增养殖区海水增养殖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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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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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增养殖区水体中的无机氮和磷酸盐含量较高。沉积物

质量基本能够满足海水增养殖区功能的要求。

20142014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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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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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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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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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站位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含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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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区沉积物个别站位的铜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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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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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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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质量优良，个别站位石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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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区沉积物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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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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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质量优良，部分站位的无机氮劣于第二类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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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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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等级为较好。该养殖区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较高，全部监测站位

的无机氮含量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部分监测站位石油类和

活性磷酸盐含量超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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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区沉积物中汞和砷均超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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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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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流沙湾网箱养殖区 主要以网箱养殖纳滨对虾、珍

珠贝和海水鱼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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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质量优良，个别监测站位的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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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区沉积物部分监测站位石油类超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个别站位硫化物超第一类海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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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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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 海水浴场海水浴场海水浴场海水浴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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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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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数占 75%以上。导致海水浴场不适宜游泳的主要原因是天气

不佳。

20142014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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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 0 97 83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汕尾红海湾海水浴场 82 18 0 93 75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深圳大小梅沙海水浴场 49 43 8 83 83 天气不佳/赤潮

江门飞沙滩海水浴场 88 12 0 97 79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阳江闸坡海水浴场 96 4 0 94 93 —
湛江东海岛海水浴场 80 20 0 90 84 风浪较大/天气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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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场水质年际变化

浴场名称 2009200920092009年 20010200102001020010年 2011201120112011年 2012201220122012年 2013201320132013年 2014201420142014年
深圳大小梅沙海水浴场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江门飞沙滩海水浴场 良 良 优 优 良 优

阳江闸坡海水浴场 优 良 良 优 优 优

湛江东海岛海水浴场 良 良 良 良 优 优

南澳青澳湾海水浴场 良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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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4.34.3 滨海旅游度假区滨海旅游度假区滨海旅游度假区滨海旅游度假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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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水质指数为 4.8，水质极佳；

深圳大小梅沙度假区水质指数为 4.2，水质优良。

海面状况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海面状况指数为 4.5，海面状

况极佳；深圳大小梅沙度假区海面状况指数为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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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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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休闲（观光）活动指数 湛江东海岛度假区和深圳大

小梅沙度假区的平均休闲（观光）活动指数分别为 4.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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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4201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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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5 4.4 4.3 4.5 4.3 4.5 4.6 4.4 4.4 风浪较大/天气

不佳

深圳大小梅沙度假区 4.2 4.4 — 4.0 4.0 3.6 4.1 4.2 — 4.0 天气不佳/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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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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

5555.1.1.1.1 赤潮赤潮赤潮赤潮

2014年，全省海域发现赤潮事件15次，累计面积约684平方

公里。引发赤潮的原因种共有7种，分别为球形棕囊藻、赤潮异

弯藻、红色赤潮藻、多纹膝沟藻、中肋骨条藻、条纹环沟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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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深圳、湛江、汕

头、汕尾和惠州海域是我省主要的赤潮多发区。

惠州马鞭洲以北海域红色赤潮藻赤潮 深圳大梅沙海域夜光藻赤潮

江门至茂名近岸海域夜光藻赤潮 珠海近岸海域夜光藻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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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20142014年广东省赤潮灾害情况统计表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发生时间发生时间发生时间发生时间 消亡时间消亡时间消亡时间消亡时间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地区特征地区特征地区特征地区特征

((((河口河口河口河口////内湾、外内湾、外内湾、外内湾、外

海、养殖区海、养殖区海、养殖区海、养殖区))))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记录面积记录面积记录面积记录面积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主要藻类主要藻类主要藻类主要藻类

1 1月 5日 1月 17日 湛江市徐闻角尾对

出海域

内湾、养殖区 87 球形棕囊藻

2 2月 8日 2月 10日 深圳市珠江口海域 内湾 2.5 赤潮异弯藻

3 2月 27日 3月 3日 深圳市深圳湾海域 内湾 2 红色赤潮藻

4 4月 6日 4月 6日 惠州市大亚湾马鞭

洲一带海域

内湾 8 红色赤潮藻

5 4月 8日 4月 12日 深圳市大鹏湾大小

梅沙附近海域

内湾 2 多纹膝沟藻

6 4月 11日 4月 23日
惠州市大亚湾马鞭

洲以北海域和澳头

湾

内湾 100 红色赤潮藻、

多纹膝沟藻

7 4月 11日 4月 20日 深圳市大亚湾坝光

海域

内湾 3 多纹膝沟藻

8 4月 29日 5月 4日 深圳市大鹏湾小梅

沙附近海域

内湾 1 多纹膝沟藻

9 6月 18日 6月 25日 深圳市大鹏湾 内湾 5 红色赤潮藻

10 7月 9日 7月 28日
湛江市海湾大桥以

南，特呈岛以北所

围成的海域

内湾 33 中肋骨条藻

11 7月 21日 8月 13日
湛江市流沙湾至乌

石港渔业增养殖水

域

内湾、养殖区 140 中肋骨条藻

12 8月 19日 8月 25日 汕头市南澳县前江

湾海域

内湾 0.2 条纹环沟藻

13 11月 24日 11月 27日 深圳市大梅沙附近

海域至盐田港近岸

内湾 0.05 夜光藻

14 11月 25日 11月 27日 茂名市博贺港放鸡

岛附近海域

内湾、养殖区 300 夜光藻

15 11月 30日 12月 1日 珠海市香洲近岸海

域

内湾 0.01 夜光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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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 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

2014 年，潮州市饶平县大埕、碧州，茂名市电白县陈村、

龙山海岸带和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太平镇等重点监测区域开

展了海水入侵监测。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太平镇等重点监测

区域开展了土壤盐渍化监测。

监测区域海水入侵情况 2014 年海水入侵监测结果表明：

茂名市监测区域出现轻度的海水入侵；湛江市监测区域部分站

位出现严重的海水入侵或轻度的海水入侵；潮州监测区域监测

结果未发现海水入侵现象。

监测区域土壤盐渍化情况 2014 年土壤盐渍化监测结果显

示：湛江市监测区域部分站位呈现轻度或中度盐渍化，主要盐

渍化类型为硫酸盐-氯化物和氯化物型土壤，土壤 pH 呈弱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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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生态建设海洋生态建设

6666....1111 人工鱼礁人工鱼礁人工鱼礁人工鱼礁与海洋牧场与海洋牧场与海洋牧场与海洋牧场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广东省《建设人工鱼礁保护海洋资源环境》议案办理任务

已基本完成。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已建成生态公益型

人工鱼礁 46 座，其中省级生态公益型 28 座，省级准生态公益

型 8 座，市级准生态公益型 10 座。在建生态公益型人工鱼礁 4

座，其中省级生态公益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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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21 个，礁区空

方量达 4007 万立方米，礁区核心区面积 28786 公顷。台山市和

茂名电白区完成中央海洋牧场示范区人工鱼礁建设，礁体制作

空方量为 12465 立方米。

2014 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根据《广东省人

工鱼礁建设效果评价技术规程》的要求，对徐闻角尾、江门台

山、南澳乌屿，濠江草屿人工鱼礁区进行人工鱼礁生态环境、

渔业资源跟踪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人工鱼礁区礁体基本无破损、礁体位置较

稳定，礁体上附着翡翠贻贝、海胆、羽枝、软珊瑚和海参等海

洋生物，周边有褐菖鮋、金钱鱼、石斑鱼等鱼群。礁区附近海

域渔业资源明显增加，人工鱼礁区常有垂钓爱好者休闲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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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爱好者在礁区休闲垂钓 鱼礁礁体类型之一

礁体上的软珊瑚和海参 礁区里的石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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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2222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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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在沿海 39个增殖放流点共放生笛鲷、真鲷、黑鲷、

黄鳍鲷、胡椒鲷，中国对虾、长毛对虾等优质经济苗种 2.4 亿尾，

放生海龟 225 只。通过效果跟踪监测评估，增殖放流取得良好

的效果，一是增加资源量，改善生物群落结构，提高生物多样

性水平；二是增加渔民收入，促进渔民增收；三是扩大社会影

响，人民群众提高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并积极投入到这项公益

活动之中，民间放生活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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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3333 保护区建设保护区建设保护区建设保护区建设

2014 年，南澳县青澳湾国家级海洋公园获国家海洋局批准

建立，目前我省海洋与渔业保护区总数达到 108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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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

保护对象覆盖了中华白海豚，儒艮、海龟、白蝶贝、珊瑚、文

昌鱼、红树林等珍稀海洋动植物，涵盖了沿岸、浅海、河口、

潮间带沙滩、海岛、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藻场等生态系统，保

护区体系日趋完善。

南澳青澳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保护区管护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地建

设和科普馆、标本馆、救护中心等场馆逐步完善。数字化建设

全面铺开，惠东港口海龟保护区、珠江口白海豚保护区、大亚

湾水产资源保护区等保护区已建成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保护

区基地及部分海域的实时监控。资源监测工作稳扎稳打，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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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白海豚保护区、徐闻珊瑚礁保护区和南澎列岛保护区定期开

展资源环境和保护对象监测工作，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科普宣

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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