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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诗人海子笔下的大海，令无数人心生
向往。但是，如果当美丽的海湾中绵延着
一条红褐色的海水带，夜幕降临，海水呈蓝
色荧光，你是否会有些许担忧？事实上，海
水颜色的变化正是夜光藻赤潮造成的。今
年 1 月以来，广东珠海、深圳、惠州和汕尾
海域，相继出现规模不等的赤潮。

这只是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一个缩
影。日前，国家海洋局发布《2015 年中国
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结果显示，2015 年
我国海域共计发现赤潮 35 次，累计面积
2809 平方公里，我国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严
重，陆源入海污染居高不下，海洋环境灾害
仍然突出。

海洋生态基本稳定

“2015 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基
本稳定。”《公报》称。

去年，国家海洋局深入推进海洋生态
环境监测，布设监测站位约 11000 个，获
取监测数据约 200 万个。根据监测结果，
2015 年，我国管辖海域海水环境维持在较
好水平，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
面积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94%，沉积
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海洋浮游生物、底栖
生物、海草、红树植物、造礁珊瑚的主要优
势类群及自然分布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
国家级海洋自然/特别保护区的海洋生物
资源、自然遗迹和生物多样性等保护对象
得到有效保护。

以中华白海豚为例。国家海洋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
不断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
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厦门海域的中华白
海豚出现频次由 2011 年的 85 次增加到
2015 年的 326 次，总头次由 2011 年的 235
头次增加到 2015 年的 847 头次。“总体看
来，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保持稳定。”
有关负责人表示。

《公报》指出，我国海洋功能区环境满
足使用要求，部分区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
我国海洋倾倒区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海洋
油气区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基本符合海洋功
能区环境保护要求，未对周边海域生态环
境及其他海上活动产生明显影响；重点监
测的海水浴场、滨海旅游度假区水质状况
总体良好；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状况稳
中趋好，满足沿海生产生活用海需求。

喜中有忧。“我国海洋环境风险仍然
突出。”《公报》显示，东海依然为赤潮高
发海域，赤潮发现次数占总数的 43%；渤
海 赤 潮 累 计 面 积 最 大 ，占 总 面 积 的
54%。黄海绿潮灾害规模为近 5 年来最
大，其中最大分布面积约 52700 平方公
里、最大覆盖面积约 594 平方公里。渤
海、黄海和东海局部滨海地区海水入侵
和土壤盐渍化加重，砂质和粉砂淤泥质
海岸侵蚀严重。

近岸海域污染严重

糟糕的是，我国部分近岸海域污染严
重。以反映海洋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
海水水质为例。《公报》显示，2015 年冬季、
春季、夏季和秋季，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
准的海域面积为 6.7 万、5.2 万、4.0 万、6.3
万平方公里，而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
的 44 个大中型海湾中，21 个海湾全年四
季均出现劣四类海水水质。

“从空间分布上看，海洋污染格局没有
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分布在江苏沿岸、长江
口、杭州湾、浙江沿岸、珠江口等近岸海
域。主要污染物类型也基本一致，仍然以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为主。”国家
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丘君
分析。

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这意味着什
么？根据《国家海水水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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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类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洋开发作
业区。“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也就是说这
些海域已经不能适应水产养殖、海水浴场
等需要。”丘君解释。

日益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海水，还有海
洋生态系统。《公报》指出，实施监测的河
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
态系统 86%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其
中，杭州湾、锦州湾持续处于不健康状态；
雷州半岛西南沿岸、广西北海的珊瑚礁生
态系统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虽然不同海湾面临的问题不完全一
样，但所有海湾生态系统都面临生境丧失
和人为污染的压力。”有关负责人表示，锦
州湾、杭州湾两处海湾生态系统长期处于
不健康状态，与陆源入海污染压力巨大、栖
息地生境丧失严重、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发
生改变等不无关系。

他透露，“十三五”期间，国家海洋局将
进一步做好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工
作，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因地制宜开展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完善基于生
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陆源污染居高不下

近岸海域环境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
陆源入海污染居高不下是主因。

通常，陆源污染物入海有三种途径：河
流、入海排污口、大气沉降。根据《公报》，监测
的77条主要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总量约
为1750万吨，在枯水期、丰水期、平水期，入
海监测断面水质劣于第五类地表水水质标准
的河流比例分别为58%、56%和45%；监测的
445个入海排污口全年达标排放次数仅占监
测总次数的50%，较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

“总体看，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

量较差。”有关负责人说，排污口所排放的
污水中污染物浓度一般较高，对排污口附
近海域环境质量影响非常大。监测结果表
明，88%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
所在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当然，这也与部分入海排污口设置不
合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规定，海洋自然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
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区域，
不得新建排污口。而海洋部门 2015 年所
监测的入海排污口，47%分布在上述功能
区周边。“这些功能区水质要求高，一旦有
陆源污水排入，邻近海域水质自然容易超
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水十条》）提出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
2017 年底前，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
污口有望全面清理。”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
未得到遏制，沿海资源环境承载力仍处于
高压水平，海洋生态环境受开发活动的影

响仍然很大。下一步，如何加强海洋生态
保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水十条》明
确提出“强化海上排污监管，研究建立海上
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国家海洋局海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实 施 方 案》（2015-2020
年）也提出实施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国家
海洋局将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系统实施
陆源入海污染物调查，确定重点海域水质
管理目标和减排方案，加强海上排污监管
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多措并举推进
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他透露，2016 年国家海洋局将印发实
施《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十三
五”规划》；出台全面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
度的意见，探索推进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区
域限批制度，抓好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
制和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
试点工作；推进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新选划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
别保护区，做好保护区规范化能力建设。

《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严重，陆源入海污染居高不下，海洋

环境灾害仍然突出——

给 海 洋 环 境 做 体 检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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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珊
瑚礁系统是维系海洋生态体系的基石，是
众多海洋生物赖以生息的重要链条。世界
环保组织提出，保育珊瑚不但可以维持渔
业发展，更可以维持观光旅游业发展，作
为海岸线的天然保护屏障，保护珊瑚更是
保护人类自身。近年来，深圳市大鹏新区
通过“潜爱大鹏”珊瑚保育计划，在全国
率先发起民间栽种珊瑚苗活动，致力于恢
复海洋生态环境，打造海洋环保品牌，进
一步促进海洋生态文明的创建与提升。

深圳大鹏湾是中国珊瑚自然生长最合
适的海域之一。近年来，深圳海洋渔业科
研部门联合深港两地海洋保护志愿者，多
次开展大鹏海域珊瑚资源普查，发现在大
鹏 305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有大澳湾硬珊
瑚区、大鹿港鸡冠珊瑚区、东西涌石珊瑚
区、杨梅坑石珊瑚区等四大珊瑚礁群。然
而因工业污染和粗放式海洋作业，使得大
鹏半岛海底珊瑚礁覆盖率由 30 年前的
70%下降到目前岌岌可危的地步。

保护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据大鹏新区
经济服务局副局长段晓伟介绍，近年来，大
鹏新区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强化海
洋环境监测，设置了8个在线自动监测浮标、
2对高频地波雷达，实现了所辖海域的海洋
水环境立体观测、实时在线监测；实施了12
个海陆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生态修复11.3万
平方米，并与深圳红树林保护基金会合作，
加强东西涌海岸垃圾清理与宣传教育，构建
社会多元治理的环保公益模式。近岸海域
水质一类水达85%，二类水质达100%。

2012 年，“潜爱大鹏”珊瑚保育计划
正式启动，旨在以持续性、公益性、民间
参与性为指导思想，通过政府引导、企业
支持、社会参与的形式，集各方之力，扩
大包括水流、地形、生物多样性等普查范
围，深入了解大鹏海域家底；通过促进珊
瑚周边海水和营养物质流动，提高珊瑚的
生长速度，加速珊瑚礁群的再生和海洋鱼
类回归。

为有效整合社会资源，2014 年，中
国首个专注珊瑚保育的民间社团组织——
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成

立，通过联合国内外海洋生态院校和专业
机构，以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共同摸索
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共参与的生态建设
创新模式。

2015 年，“潜爱大鹏”珊瑚保育站作
为我国第一个专为珊瑚保育民间机构兴建
的志愿者基地，在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出
资并协调大鹏街道下沙村民的支持下，由
联合会义工自行设计、监理、承建、吊
装，以创意集装箱房的形式屹立在大澳湾
码头。由此，不仅解决了珊瑚保育作业的
装备储存和潜水义工的后勤保障，还成为

深圳海洋环保公众教育的重要课堂。其
中，颇具特色的“潜爱手工坊”和“潜爱
课堂”正吸引着大小朋友们在蔚蓝海边接
受海洋环保教育。

紧抓源头治理是珊瑚保育的重要措
施。破坏珊瑚的主因在人为，这与粗放式
的海洋作业不无关系。2015 年 12 月，为
增强海洋生态环保意识与建设，联合会挑
选出 4 名自愿学习潜水的渔民代表，与

“潜爱义工”共同组成渔民珊瑚保育考察
团，前往马来西亚沙巴州学习，考察当地
如何把经济发展与珊瑚保育结合起来，以
期从传统“靠海吃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向保护与发展并重模式转变。

统计显示，“潜爱大鹏”珊瑚保育计
划开展至今，吸引了数千名义工参加，核
心潜水员超过 200 人。截至 2015 年底，

“潜爱大鹏”已联合海洋专业人员在海底
投放人工珊瑚礁达 29 个，栽种珊瑚苗近
5000 株，珊瑚存活率高达 90%。通过下
水回访发现，所在海域的海洋生物密度和
多样性得到明显提升。

段晓伟表示，大鹏新区将以大鹏四大
珊瑚礁群周边海域为核心启动区，积极
推动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加强与广东海
洋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打造世界级人工
珊瑚修复示范区，探索建立可复制的海洋
生态环境修复的关键技术和管理服务体
系，最终将大鹏半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打造
为“特区中的国家级海洋公园、国家级海
洋公园中的特区”，打开海洋生态文明发
展新篇章。

海洋保护从珊瑚保育出发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深圳市大鹏新区通过“潜爱大鹏”珊瑚保育计划，在全国率先发起民间栽种珊瑚苗活

动，图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联合海洋专业人员准备在海底投放人工珊瑚礁。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报道：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的福建 LNG 接收站 2 座新增 LNG 储罐现已正式
开工建设。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完全自主技术进行设
计、建设和管理的 16 万立方米大型 LNG 全容储罐
建设项目，标志着我国大型 LNG 全容储罐技术已实
现完全自主化，对推进国家“十三五”期间加强 LNG
接收站储气调峰能力、加快我国海上油气战略通道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LNG 全容储罐是 LNG 接收站重要的储存设
备，也是 LNG 接收站投资最大的单体设施。一座
16 万立方米储罐直径约 82 米，高约 50 米，体积之大
可容纳叠放三架波音 777 飞机。LNG 要求在零下
162 摄氏度的低温中储存，因此对储罐结构和技术
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长期以来，全球仅有少数
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了大型 LNG全容储罐核心技术。

从 2006 年国内第一个 LNG 接收站中国海油大
鹏LNG投产至今，中国海油不断实现技术突破，在国
内率先全面掌握了大型 LNG 全容储罐核心专利技
术，其中地震谱设计技术等9项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
空白，储罐三维全模型和多点接触有限元计算技术属
全球首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使得中国大型LNG全
容储罐技术实现了从技术依赖到技术自主的跨越。

目前，在大型 LNG 全容储罐核心技术的基础
上，中国海油已经陆续完成了超大容积（27 万立方
米以上）储罐、新型自支撑式储罐和海上储罐等多种
储罐前沿技术的研究和设计。同时，凭借着经验丰
富的 EPC（工程总承包）管理团队，中国海油已完成
了多个 LNG 储罐项目的设计、采办、建设 EPC 总承
包，并成为亚洲首个既全面掌握储罐核心技术，同时
又具备 EPC 总承包能力的能源公司。根据估算，采
用中国海油自主的 LNG 储罐技术后，LNG 储罐的
EPC总承包价格可降低 20%左右。

福建 LNG 接收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完全由中
国企业自主引进、建设、管理的大型液化天然气项
目，也是目前国内存储能力最大的 LNG 接收站。目
前，中国海油已经在广东、上海等地建成共 7 座
LNG 接收站，年总接卸能力 2780 万吨/年。2015
年，中国海油 LNG 进口量为 1315 万吨，占国内总进
口量的近 70%。

海上油气战略通道建设加速

我国首个自主技术大型 LNG 项目开建

厄尔尼诺对我国的威胁暂不会消失。日前国家
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通报，由于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具
有延迟性，其对我国夏季近海海洋环境的影响仍将
持续。与此同时，据预测今年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
将进入拉尼娜状态。

频频出现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究竟是什
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解释，厄尔尼诺指赤道太
平洋一些区域的海水异常变暖的现象。反之，海水
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就是拉尼娜。拉尼娜常与厄尔
尼诺交替出现，这两种现象都与全球气候有密切联
系，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出现的几率增加。

针对今年可能出现的海洋灾害，国家海洋环境
预报中心海洋灾害预警报室主任李宝辉介绍了趋势
预测：

汛期降水和气温方面，预计 2016年夏季东亚夏
季风偏弱，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
西、偏南，受此影响雨带偏南。预计，江淮、江汉、江
南及西南南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华北、黄
淮、河套及华南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热带气旋方面，预计 2016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海域共有21—23个热带气旋生成，较2015年（27个）
偏少；其中有5—7个热带气旋在我国沿海登陆，较常
年略偏少。热带气旋登陆岸段主要在华南沿海。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海洋气候预测室副主任
冯立成解释说，2016 年春夏季处于厄尔尼诺与拉尼
娜状态的交替期，赤道太平洋海温趋于正常，西太平
洋的海洋大气状况不利于台风生成，因此预计 2016
年夏季影响我国的台风偏少。不过进入秋季，拉尼
娜事件可能进入发展期，西太平洋海温偏高，有利于
台风的生成，因此秋季需防范台风偏多对我国沿海
的影响。

他同时提醒，在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事件的共
同影响下，2016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偏高。一
旦台风来袭与天文潮高潮叠加，风暴潮导致灾害的
几率会加大，要注意防范。

灾害性风暴潮方面，预计 2016年我国沿海灾害
性台风风暴潮发生次数与 2015 年基本持平，为 4—
5 次，灾度较 2015 年略有上升。其中，渤、黄海区灾
害性台风风暴潮发生次数为 0—1 次，灾度较 2015
年有所上升；东海区灾害性台风风暴潮发生次数为
2—3 次，灾度较 2015 年基本持平；南海区灾害性台
风风暴潮发生次数为 2—3 次，灾度较 2015 年有所
上升；主要影响海域为南海沿海。

灾害性海浪方面，预计 2016年中国近海将出现
灾害性海浪过程 38—42次，比 2015年（33次）偏多，
比常年（43 次）略偏少。赤潮方面，预计 2016 年影
响我国近海的赤潮次数较 2015 年（35 次）偏多，赤
潮发生次数为 45—56次。

“受极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 2016 年夏
季东海海域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因此赤潮发生次
数可能偏多，需要及早防范。”冯立成提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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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灾害今年或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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