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 色 经 济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11

“污染在海里，根子在陆上”，如何从
源头控制住污染？“环保不下海，海洋不上
陆”，如何打通海洋环保和陆地环保之间
的分割局面？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海域
综合管理创新示范市，江苏省南通市近年
来在这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走在国内
前列。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随国家海洋局
“2016 海疆生态行”采访团来到南通，看
南通如何让陆海协调发展之路不“难”通。

生态补偿增添保护动力

算一算账，如东县委书记潘建华高兴
了：去年上半年，如东县境内的如泰运河
入海水质稳中趋好，并优于上游入境水
质，在流域生态补偿中成为受益方，拿到
补偿金 900多万元。

同样尝到入海河流生态补偿甜头的
还有南通市代管的县级市海门市。通吕
运河西起南通，向东途经崇川区、港闸区、
通州区、海门市至启东市，最终汇入黄
海。去年，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会同通
州、海门、启东三地环境监测部门对通吕
运河水质监测结果进行了测算。根据补
偿标准，通州补偿海门 115.39 万元，海门
补偿启东 67.48万元，海门市净“赚”38.28
万元生态补偿费。

南通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邵怀德说，
为了强化源头控制，2014年通吕运河等 5
条内河实行入海河口双向生态补偿。按
照规则，若入海河流上游市、县出境的监
测水质没达标，由其按照低于水质目标值
部分和规定的补偿标准，向省财政缴纳补
偿资金，对下游市、县进行补偿；若上游水
质好于断面水质目标，则由下游市、县按
照相应规则补偿上游市、县。

“有了硬约束，海洋环境保护更有
力。”邵怀德感叹。这样的感慨背后是一
个令人尴尬的现实——陆源污染物是海
洋污染的“罪魁祸首”，其对近岸海域污染
贡献达到 80%左右。根据《2015 年中国
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监测的 77 条主要河
流 携 带 入 海 的 污 染 物 总 量 约 为 1750
万吨。

减少陆源污染，守护蔚蓝星球，实行
入海河口双向生态补偿只是第一步。南
通市 17 条入海河流全部建立“河长制”和

“断面交接制”，各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
“河长”“段长”，强化陆源污染防治责任的
落实；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按照“海域审批、
环保先行”的联动原则从严把关，将是否
符合海洋环境评价制度作为海域确权发
证的前置条件⋯⋯“铁腕”治污，一个投资
额 6000 万元的化工项目因潜在环境风
险被婉言拒绝，坚守环保这条“硬杠杠”，
南 通 市 否 决 项 目 近 百 个 ，总 投 资 近 百
亿元。

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邵怀德看得很清，也讲得很

实。“经济很重要，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发展长久不了。”他说，坚持海洋环境保护
优先原则，近 5 年落户南通的 185 个海洋
工程项目，环评执行率、环评公示率、围填
海工程听证率均达 100%。

统筹陆海一体化管理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国家海
洋局副局长房建孟描述过去海洋执法状
况时，曾引用过这样一句流行语。

此言不虚。海洋环保和陆地环保分
属海洋渔业、环保两个部门，此前由于管
理格局和行政区域分割的障碍，部门之间
信息不畅，各执各的法。陆源污染物排海
控制和监管遭遇监管困境：海洋管理部门
只能监管到“入海排污口”和“海洋倾倒
区”，对来自上游的河流难以监管；各地的
环保部门则只能监管当地河流，不能下
海。甚至一些企业偷设暗管将污水排放
到海里，海洋部门即使发现，没有处罚权
也只能干着急。

为打破“环保部门不下海，海洋部门
不上岸”的怪圈，几年前，南通开始探索建
立陆海生态环境一体化管理体系，建立多
部门联合监管陆源污染物排海工作机
制。与此同时，联合海洋、环保两部门出
台《关于共同加强统筹陆海一体化环境管
理的实施意见》，签署《关于推进陆海生态
环境一体化管理合作备忘录》，实行环评
审批互备。

如今，走进南通市海域动态监管中
心，宽大的屏幕上，17 条河流入海口和环
境敏感用海项目的实时状况随时显示，相

关生态数据一目了然。“监测数据共享，海
洋、环保部门互相监督，陆海联合执法，有
利于形成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合力。”南
通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李建东表示。

据介绍，截至目前南通已建立覆盖全
区域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开展主要入海
河口水质监测、省重点紫菜和贝类养殖区
预警监测、重大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影响监
测、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趋势性监测等 155
个站位环境监测，年平均获取各类监测数
据 5000 余个，为地方发展海洋经济提供
了重要决策依据。

盐土绿化创新生态修复

初夏的启东滨海工业园绿树成荫、草
木茂盛。若不是工作人员介绍，很难想象
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曾是片滩涂。

启东滨海工业园规划面积 30 平方公
里，东临黄海，南依长江，北有吕四大港，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然而过去，一道难题
摆在了面前——土地盐碱化严重。

这样的土地如何绿化是个世界性难
题。“园区内土壤平均含盐量在 15‰以
上，PH 值 9 以上。”工业园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曲延超介绍，因为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低，板结严重，再加上海风海雾侵袭，叶面
蒸腾作用强烈，植物根系吸水困难，苗木
很难成活。

起初，园区采用“换土”的方法，把盐
碱土壤移走，直接换成正常土壤，结果没
多久，土壤中的含盐量又高了起来。但园
区没有放弃，一次次试验，终于摸索出一
套适合本地气候、本地环境的生态种植方

法：首先降盐碱，一般通过物理化学方法
降低土壤中的盐分和碱分；其次选植物，
尽量选择耐海风海雾，对土壤适应性广的
植物；第三精养护，严格遵守水盐运动规
律浇水、施肥。

事实证明，这一办法行之有效。截至
目前，园区累计完成绿地面积 200余万平
方米，以滨海大道为例，经过近 8 年科学
管理，土壤盐分普遍降至 1‰以下，苗木
成活率达到 98%。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
换填客土相比，启东市盐土绿化的方法不
仅收获了生态效益，呵护了海洋生态环
境，还节约成本约 30%。

除了启东滨海工业园，南通还有多个
海洋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如东滨海湿
地便是其中的一个。微风中芦苇轻轻摆
动，不远处白色的风力发电机静静矗立，
走进如东滨海湿地，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心旷神怡。

“如东县素有‘黄金海岸’之称，境内
的沿海滩涂自然湿地总面积约 232.37 万
亩。”邵怀德告诉记者，得益于如东县一系
列湿地保护措施的实施，如今湿地内约有
维管植物 240 种，浮游植物 23 种，贝类鱼
类 132 种，鸟类 300 多种，就连列入《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勺嘴
鹬 ，在 如 东 滨 海 湿 地 每 年 也 可 发 现 上
百只。

“大批野鸟的栖息，说明如东海洋生
态在修复中持续好转。”邵怀德透露，“十
三五”期间，如东县拟投入启动资金 105
万元，对如东滨海湿地进行科学调查、重
新规划、升级保护，确保滨海湿地保有率
达到 100%，保护率达到 50%以上。

陆 海 协 调 之 路 不“ 难 ”通
——南通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调研

本报记者 沈 慧

海藻是地球上历史最悠久的物种之
一，人类对海藻的利用既古老又现代。从
餐桌上的一盘家常菜，到纸片状的海藻纤
维素电池，再到医用敷料、面膜、手术缝合
线等高端海洋生物产品，技术的创新改变
了海藻的传统价值，带动了蓝色经济，也
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这一次，海藻食物谱上添加了一道
“新菜”——海苣藻。“海苣藻是马尾藻科
的一种，因其口感脆嫩极为爽口，如同莴
苣一样鲜美，所以将其命名为海苣藻。”北
京雷力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汤洁说，不同于海带等传统海藻食
品，海苣藻是雷力团队多年探寻，在东经
35°、北纬 120°的黄海海域内采集的野
生新产品。

“该海域属于零污染、低水温海域，水
流急、养分交换量大，纯净良好的生态环
境使海苣藻生长健壮，营养物质积累充
分，藻体干净。”从事海藻研究 20 多年的
汤洁对这一发现兴奋不已，“海藻蕴含丰
富的碘、氨基酸、矿物质及多种微量元素，
素来有‘海洋蔬菜’之称，对人体健康大有
裨益”。

人们食用海藻的习惯由来已久，历史
上英国海员有用红藻预防和治疗坏血病

的记录，爱尔兰人则曾凭借红藻、绿藻度
过饥年，日本在 8 世纪就开始食用海苔，
到现在每年海藻类的消费量达 10万吨。

而在我国，海藻早期更多地被作为药
用，陆生食物则一直在国人的饮食结构中
占主导地位，近些年来，随着有机绿色概
念兴起，低脂、低热量的健康饮食观念备
受推崇，生长在远洋、免于陆地化学污染
的海藻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海藻食品走俏也带动了海藻产业的
发展，目前，海藻养殖业分布在全球 44
个国家，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吨，价值
数十亿美元，我国海藻养殖年总产量达
700 多 万 吨 ， 几 乎 占 世 界 总 产 量 的 一
半。“海藻健康的形象给海藻生产商提供
了机遇，除了常见的紫菜、海白菜等食
品原料外，干海藻丝、海藻面条、海藻
调味酱、即食海藻菜等海藻风味零食也
逐渐受到市场青睐。”汤洁说，越来越多
商家嗅到了海藻市场的商机，一个高附
加值的产业兴起，海藻产业链从单一地
进行海藻养殖发展为利用海藻进行食
品、保健品深加工，再到利用海藻提取
物制造海藻肥滋养农作物。

现在，海藻肥让庄稼“吃”上了新营
养。海藻肥是以海洋植物海藻作为主要原

料或核心原料，通过特殊提取生产工艺，再
配以作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加工而成的肥
料。“施用海藻肥就好比给农作物‘吃海
鲜’，海藻依据颜色的不同，通常被分为红
藻、绿藻和褐藻，褐藻中马尾藻的提取物营
养价值高，能提高农产品的品质，长成的水
果、蔬菜、粮食都非常饱满，营养价值很
高。”汤洁介绍，地球土壤中的很多矿物质
都是海洋生物沉积下来的，随着农业种植
业快速发展，土壤变得贫瘠，通过海藻生物
技术可以让土壤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农作
物的营养价值得到提高，口感变好。

早在 17 世纪的欧洲一些沿海国家和
地区，海藻肥就被广泛应用，在法国布列
塔尼和诺曼底一带，沿海岸线几百英里种
植的农作物和蔬菜，因为使用了海藻堆
肥而远近闻名，有“金海岸”的美称。到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等国家相继建立
海 藻 肥 生 产 厂 。 1993 年 ，美 国 Phoe-
nix-250 海藻肥被美国农业部正式确定
为美国本土农业专用肥，海藻肥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

但在中国，直至 1994 年汤洁开始着
手研发海藻肥时，不仅民间没有应用海藻
肥的传统，学术界也没有相关的科研积
累。“到 1998 年雷力研发的海藻液肥雷力

2000 功能型复合液肥科技成果获得农业
部认证，中国才实现了自主研发海藻肥零
的突破。”汤洁说，虽然海藻肥终于在国内
问世，但市场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接纳经过
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最初海藻肥的推广
举步维艰，作为国内最早研究和开发海藻
肥的企业，雷力农用化学有限公司只得先
将目光投向海外，直到市场和技术相对成
熟，才又回归国内。“目前，我们的产品已
经推广到 80 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率先
创办了绿色肥业连锁经营体系，开设店面
4000多家。”汤洁说。

根据多地实验得出的数据，在柑橘、
樱桃、葡萄、苹果等作物上施用海藻肥，一
般可增产 10%至 15%，每亩节本增收 100
至 200 元，产投比可达到 4.3∶1。高收益
促使海藻肥产业快速发展，至今市面上已
有的海藻肥液体、粉剂、颗粒等品种多达
几十个，海藻肥生产企业在 300 家以上，
每年总产值以 30%的速度增长，空间巨
大。除了能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更难能可
贵的是，海藻肥的运用还能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传统化肥工业要消耗天然气、石油
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而海藻在海洋中吸
附了海洋里的营养物质，同时它又是可再
生的资源，可循环利用。

海藻肥：给庄稼吃上“蓝色海鲜”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张建松） 记录了人类文
明，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
价值的文化遗产，不仅存
在于陆地，也有的深藏于
水下或海底。专家呼吁摸
清我国水下海洋文化遗产

“家底”，进一步加强保护
力度。

近年来，我国日益加
大了对沿海水下文化遗产
的保护投入和支持力度，
从单一的水下考古走向全
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从沿海走向远洋。尤
其是随着“国家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的建立，我
国逐渐形成由国家统一组
织协调、重点发展沿海地
区、逐步向内陆推进的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总体格
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向
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方向转变。

据 介 绍 ，2007 年 12
月，“南海 I 号”沉船成功
进行了整体打捞、整体搬
迁、异地清理，使沉睡海底
800 多年的南宋沉船入住
现代“水晶宫”，标志着我
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手
段、理念、技术上的重大创
新和突破。目前正在抢救
保护的“南澳 I 号”也采用
了众多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海底考察、打捞效率及出
水文物安全。海南西沙“华光礁 I 号”、福建平潭“碗礁
I 号”、“大练岛 I 号”、山东青岛鸭岛沉船等水下文化遗
产，经抢救性发掘后，也获得有效保护。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闽商文化研究院副教
授杨宏云认为，由于海洋环境的特殊性，我国沿海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仍面临诸多问题。如水下文物盗捞、倒
卖等不法行为依然猖獗；随着海洋经济发展，用海项目
急剧增多，保护与发展的有序协调愈益困难；水下文化
遗产保护涉及文物、海洋、渔业、旅游等诸多部门和利
益相关者，有效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造成我国沿海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发掘等方面缺乏系统性、规
范性的管理。

为实现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海洋经济和谐发展，
专家呼吁国家制定和实施海洋文化遗产普查工程，摸
清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家底”；完善保护机制，参照陆
地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区等
已有成果，探索建立我国沿海水下文化遗产分类分级
保护体系。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创新保护方式，充分利
用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空
间信息化技术等，将沿海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利用、发展进行多样化、高科技呈现，加大传播，推进水
下文化遗产的普及、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专家呼吁

—
—

摸清我国海洋文化遗产

﹃
家底

﹄

本版编辑 徐 胥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近日，广州港与美国
纽约新泽西港、乔治亚州萨凡纳港正式签署友好港
合作协议，缔结为友好港。这是继 1982 年、1984 年
与美国巴尔的摩港、洛杉矶港建立友好港合作关系
之后，广州港与美国港口开展交流合作的又一次重
大突破，开启了广州港与美东重要集装箱装卸港交
流合作的新纪元。截至目前，广州港国际友好港数
量达到 32 个。

据介绍，纽约新泽西港是美国第三大港，被视为
“美国的集装箱首埠”，2015 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600 多万 TEU（国际标准箱单位，即一个 20 英尺集
装箱）。萨凡纳港是美国第四大港，也是北美最大
的单一集装箱港，美国近 40%的禽肉及其制品经由
该港装箱出口。2015 年，该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70 万 TEU。

广州港务局副局长袁越表示，下一步广州港将进
一步扩大与美东港口间的全方位交流合作，推动港口
经营管理经验分享、航线开辟、信息互通、航运人才交
流培训以及绿色港口发展，发挥港口在物流、经贸等方
面的集聚辐射作用，提升港口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和
水平。

广州港与美东港口结为友好港

这是特色虾蟹展上展出的高脚蟹（6月 8日摄）。

6 月 8 日是世界海洋日，以“甲壳的西游记”为主

题的特色虾蟹展在北京海洋馆拉开帷幕。本次虾蟹

展汇集了 45 种采集于世界各地的特色珍稀活体虾蟹

品种，养殖数量共计 460 个，包括熬龙虾、美人虾、帝

王蟹、深海武装蟹、椰子蟹等珍稀品种，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下图 在南

通海域动态监管

中心，当地环保

部门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监测情

况。

沈 慧摄

上图 修复后的启东工业园区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若不是

工作人员介绍，很难想象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曾是片滩涂。

沈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