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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08 年，我市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落实上级关

于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部署，继续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力度，做好全市近岸

海域环境质量现状与趋势、海水增养殖区、海水浴场、海洋保护区以及海洋赤潮等监

视、监测，继续开展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江河入海

通量和典型海洋生态脆弱区监测，增加了重大海洋工程监测。  

全年市县两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共在近岸海域布设 230 个监测站点，出海作业

103 航次，出动监测人员 643 人次，航时 400 多个小时，总航程 1 800 余海里，陆上

行程 17 000 多公里，共获取各类监测数据 28 207 个。同时收集了岸站、浮标、卫星

等观测数据，掌握了大量的海洋环境基础资料。 

监测结果表明，2008 年我市近岸海域水质状况有所好转，严重污染和中度污染面

积减少，主要污染物仍是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海洋沉积物和海洋贝类质量总体较好。

全市海洋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40.0%。乐清、洞头、苍南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较好，

为适宜或较适宜养殖；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环境状况良好，适宜、较适宜游泳时间占

82.8%；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西门岛海洋特别保护区海域生态环境未见改善。

乐清湾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康状态。所监测的陆源入海排污口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

排污现象，瓯江排海污染物总量较高。南麂海水浴场海洋垃圾分布处于较低水平。浙

能乐清电厂、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工程对邻近海域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全市海

洋赤潮发生次数有所上升，但累计发生面积减少；受 “凤凰”、“蔷薇”风暴潮与台

风浪影响，海洋渔业损失较大；温瑞滨海平原区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迹象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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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2.1 海水质量 

2008 年，我市近岸海域海水污染状况较去年有所好转，但污染形势依然严峻。严

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瓯江口、鳌江口、飞云江口和乐清湾，主要污染物仍然是活性

磷酸盐和无机氮。 

 

 

 

 

 

 

 

 

 

 

 

 

 

 

 

2008 年近岸海域海水污染状况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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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监测海域面积 6190 平方公里，水质均未达到清洁海域标准，但严重污染和

中度污染的海域面积有所减少。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 391 平方公里，占 6％，较

去年减少 168 平方公里；中度污染海域面积 538 平方公里，占 9％，较去年减少 191

平方公里；轻度污染和较清洁海域面积 5261 平方公里，占 85%，较去年增加 359 平方

公里。 

2008 年全市各县（市、区）海域水质污染状况与趋势 

严重污染面积 中度污染面积 轻度污染和较清洁面积
海域 

占比(%) 趋势 占比(%) 趋势 占比(%) 趋势 

乐清 31  28  41  

洞头 0  4  96  

龙湾 62  34  4  

瑞安 6  15  79  

平阳 9  15  76  

苍南 1  3  96  

 显著升高  显著降低
图例说明 

 升高  降低 
 基本不变

 

与 2007 年监测结果比较，乐清、瑞安海域严重污染面积显著降低，洞头中度污

染面积显著降低，乐清、洞头海域轻度污染和较清洁海域面积显著升高，龙湾中度污

染海域面积有所下降，轻度污染和较清洁海域面积呈上升趋势，平阳和苍南海域的水

质污染状况基本不变。 

 

 

清洁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一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较清洁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二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轻度污染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三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中度污染海域：符合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四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严重污染海域：劣于国家海水水质标准中第四类海水水质的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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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洋沉积物质量 

2008年我市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污染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

低。但龙湾、瑞安海域的沉积物受到重金属铜的污染，含量超过我国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下同）第一类标准限值。 

2.3 近岸海洋贝类污染状况 

2008 年，我市继续实施海洋贝类监测计划，通过监测贝类体内污染物的残留水

平，评价近岸海域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势。在沿海6县（市、区）共采集贝类生物样

品（缢蛏、泥蚶和僧帽牡蛎）14份。监测项目包括石油烃、汞、砷、铜、铅、镉、六

六六、滴滴涕、多氯联苯、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麻痹性贝毒（PSP）和腹泻性贝

毒（DSP）。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乐清 洞头 龙湾 瑞安 平阳 苍南

一
类

标
准

污
染

指
数 铅 砷 滴滴涕

 
2008年缢蛏体内主要污染物残留水平 

监测结果显示，贝类体内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铅、砷和滴滴涕等，其含量超过我

国海洋生物质量标准（《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下同）第一类标准限值。 

近 4 年监测结果统计表明，我市大部分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重金属铅、镉和石油烃含量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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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3.1 海水增养殖区 

2008 年 5 月、8月、10 月，我市继续对 3个海水增养殖区进行了水质、底质和养

殖生物质量监测，并且编制和发布了 3期重点海水增养殖区环境质量状况通报。海水

增养殖区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对保证养殖功能区的持续利用及养殖生物食用安全

起到了积极作用。 

 乐清海水增养殖区 

位于南塘镇小横床附近海域，网箱养殖美国红鱼、鲈鱼，浮筏式养殖牡蛎，底播

增养殖泥蚶、缢蛏等。增养殖区总面积约 850 公顷。 

监测结果显示，增养殖区水体营养指数

范围为 3.26～12.18，平均为 6.72，水体富

营养化，pH、COD、溶解氧、粪大肠菌群等指

标良好，均符合海水养殖水质标准；沉积物

环境总体良好，除铜外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增养殖区及毗

邻海域未发生赤潮；养殖期间未发现明显养殖病害。适宜养殖。 

 洞头海水增养殖区 

位于三盘港海域，网箱养殖美国红鱼、鲈鱼、真鲷、黑鲷，浮筏式养殖羊栖菜等，

增养殖区面积约 44 公顷。 

监测结果显示，增养殖区水体营养指数范围为 0.17～2.44，平均为 1.12，5 月和

乐清海水增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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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水体富营养化，pH、COD、溶解氧、粪大肠菌群等指标良好，均符合海水养殖水

质标准；沉积物环境良好，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增养殖

区及毗邻海域发生赤潮 2次，但无养殖生物死亡现象；养殖期间未发现明显养殖病害。

较适宜养殖。 

 苍南海水增养殖区 

位于龙沙乡、大渔镇海域，浮筏养殖紫菜，底播养殖缢蛏等，增养殖区面积约 740

公顷。 

监测结果显示，增养殖区水体营养指数范围为 0.12～4.26，平均为 1.65，只有

10 月份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pH 值、溶解氧、COD、粪大肠菌群等指标良好，均符合

海水养殖水质标准；沉积物环境总体良好，除铜外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

积物质量标准；增养殖区及毗邻海域发生赤潮 2次，但无养殖生物死亡现象；养殖期

间未发现明显养殖病害。较适宜养殖。 

3.2 海水浴场 

2008 年 6 月 24 日至 10 月 7 日，继续开展了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环境质量监测，

共监测 212 次，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国家海洋局网站、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温州都市

报等媒体发布了海水浴场水质状况和未来 3

天的健康指数、适宜度和最佳游泳时段预报。 

根据水质、水文和气象等监测指标进行

年度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南麂大沙岙海水

浴场的健康指数为 95，达优秀水平。适宜或

较适宜游泳时间占 82.8%，不适宜游泳的主
南麂大沙岙海水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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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风浪偏大和中等以上降水。 

3.3 海洋保护区 

 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海洋贝藻类、鸟

类、野生水仙花及其生态环境，保护区总面积 201.06 平方公里。保护区设有管理机

构及海监执法队伍，负责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和海上巡视监控。 

2008 年，自然保护区海域水质总体能满足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功能要求，但局

部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溶解氧含量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质量良好，有机碳、

硫化物和石油类含量均符合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9条

潮间带断面共鉴定出贝藻类 61 种，贝类优势种为棘刺牡蛎、条纹隔贻贝、带偏顶蛤，

藻类优势种为鼠尾藻和珊瑚藻，与 2007 年相比，贝类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但藻类种

类数呈下降趋势。 

 乐清市西门岛海洋特别保护区 

乐清市西门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属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位于乐清市雁荡镇，主

要保护对象为滨海湿地、海洋生物资源、红树林群落以及黑嘴鸥、中白鹭等多种湿地

鸟类，保护区总面积 30.80 平方公里。 

2008 年监测结果表明，特别保护区海域

水质富营养化严重，无机氮含量超过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活性磷酸盐含量超过三类海水

水质标准，与 2007 年相比，活性磷酸盐污染

有所加重；沉积物环境良好，有机碳、硫化西门岛红树林栽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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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石油类含量均符合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瑞安市铜盘岛海洋特别保护区 

瑞安市铜盘岛海洋特别保护区于 2008 年 5 月 23 日经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成立，

属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是以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海岛自然遗迹保护和生态旅游开发

为主体的综合型海洋特别保护区。保护区海域面积 22.1 平方公里，海岛陆域面积约

1.4 平方公里。 

2008 年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国家海洋局《2008 年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要点》指出，2008 年将继续深化海洋

领域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通过海洋环境保护宏观调控，优化海洋产业

结构和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全面监测和整治近岸海洋生态环境，有效遏制近

海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出发，确保海洋应

急管理职责履行到位，依靠科技自主创新，深化业务化服务能力，大力提高海洋

公益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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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乐清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乐清湾为海湾类型的生态系统, 2004 年被列为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监控区，是浙江

省两处重点海洋生态监控区之一，面积约 463.6 平方公里。 

2008 年春季和夏季两个航次的监测结果表明，乐清湾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 

生态环境现状  水质受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污染严重，4 月份乐清湾无机氮浓度

四类超标率为 95.8%，活性磷酸盐浓度二、三类超标率 100％。8 月份乐清湾无机氮

浓度四类超标率 25％，活性磷酸盐浓度二、三类超标率 70.8％。沉积物各项监测指

标均符合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沉积物环境良好；生物体受到砷、镉、铅的轻微污染。 

生物群落结构  生物群落处于亚

健康状态。浮游植物夏季密度较高；浮

游动物春季密度和生物量偏低，夏季密

度和生物量偏高；大型底栖生物春季和

夏季栖息密度和平均生物量偏高。 

乐清湾生态系统近 5 年始终处于

亚健康状况，主要生态问题为： 

 受陆源排污、水动力减弱和海水养

殖污染等因素影响，乐清湾海水营

养盐污染严重，绝大部分水体处于

富营养化状态，内湾尤为显著，氮

磷比失衡呈不断加重趋势。 

乐清湾互花米草分布示意图 

互花米草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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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围海、填海等海洋开发活动影响，乐清湾海域面积不断减少。2005~2008 年乐

清湾海涂面积减少约 18.7 平方公里。围填海工程改变了乐清湾水动力条件，加剧

了泥沙冲淤，海洋生物栖息地不断丧失和变异。 

 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入侵形势严峻。卫片显示，2005 年 10 月，乐清湾互花米草

分布面积为 9.32 平方公里，至 2008 年 12 月，其分布面积已达 14.84 平方公里，

对当地原生态系统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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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陆源污染物入海状况 

5.1 瓯江污染物入海量 

瓯江为浙江省第二大河流，发源于丽水市庆元县，在我市灵昆岛入海，干流长 388

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195.5 亿立方米。瓯江沿岸排污口众多，接纳来自沿岸各县（市、

区）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2008 年 8 月，我市对瓯江污染物入海量进行了监测。监

测结果表明：8月份由瓯江携带入海的营养盐(氨氮、磷酸盐) 893 吨，油类 51.8 吨，

重金属(铜、铅、锌、镉、汞) 36.9 吨，砷 3.8 吨。  

5.2 陆源入海排污与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排污口排污状况 

 

 

 

 

 

 

   某城镇污水处理厂二沉池                某潜入式排污口 

2008 年继续对乐清磐石化工排污口、温州工业园区排污口、平阳县昆鳌污水处理

厂排污口、温州（平阳）三和盛明胶有限公司排污口、洞头北岙埭口排污口、瑞安污

水处理厂排污口、苍南龙江水闸排污口 7 个排污口进行了 6 个月份的监测。其中，乐

清磐石化工排污口、温州工业园区排污口、温州（平阳）三和盛明胶有限公司排污口

为工业类的排污口，其他为市政类的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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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显示，各排污口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排污现象，超标污染物指标主要

有 CODCr、BOD5、氨氮、活性磷酸盐、粪大肠菌群、悬浮物等。乐清磐石化工排污

口、温州工业园区排污口还检出禁排物质 666、滴滴涕（DDT）和多氯联苯（PCBs）。 

 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2008 年对乐清磐石化工排污口、温州工业园区排污口、平阳县昆鳌污水处理厂排

污口邻近 5 公里范围内的海域进行了监测。 

监测表明，乐清磐石化工排污口、温州工业园区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为劣四类，主

要超标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锌、化学需氧量（CODMn）也有超标现象。沉积

物中的锌超出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局部海域沉积物中的 PCBs 和 DDT 也有超标现象。

大型底栖生物以软体类和多毛类为主，多毛类栖息密度约占总密度的 40％。邻近海域生

态环境质量差，不符合海洋功能区要求。 

平阳县昆鳌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为劣四类，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无机氮

和活性磷酸盐；沉积物中的石油类超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缢蛏体内的粪大肠菌

群含量超出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大型底栖生物以软体类和多毛类为主，多毛类栖

息密度约占总密度的 14％。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极差，不符合海洋功能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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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陆源入海排污口综合评价图 

温州市

平阳县

苍南县

南麂列岛
27°
30′

28°
00′

大渔湾

北麂列岛

瑞安市

龙湾区

乐清市

洞头县

瓯江

飞云江

鳌江

120°30′ 121°00′ 121°30′

A级  对邻近海域造成极大危害

B级  对邻近海域造成较大危害

C级  对邻近海域造成一定危害

D级  对邻近海域危害较小

图     例

 洞头北岙埭口

    排污口

C级

A级

乐清磐石化工

   排污口

A级

 温州工业园区

    排污口

D级

   瑞安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

D级

温州三和盛明胶

有限公司排污口

D级

   苍南龙江水闸

      排污口

D级

平阳县昆鳌污水

 处理厂排污口

玉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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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垃圾 

2008 年在南麂海水浴场继续进行了海洋垃圾监测工作，监测项目包括海面漂浮垃

圾、海滩垃圾的种类及数量。 

海面漂浮垃圾  监测结果表明，海面漂浮垃圾有聚苯乙烯泡沫类、木制品类、塑

料袋3种。漂浮垃圾的平均个数为0.12个/百平方米，总密度为0.03克/百平方米。与

上年相比，飘浮垃圾种类、个数、总密度均有明显下降。 

海滩垃圾  主要包括：塑料袋、塑料瓶、

塑料瓶盖、塑料杯、塑料纸、吸管、塑料汤勺、

编织绳、尼龙绳、聚苯乙烯泡沫等，平均个数

为0.021个/平方米。其中塑料类最多，占98.2

％；其次为聚苯乙烯泡沫类，占1.8％。海滩垃

圾平均密度为0.064克/平方米，其中塑料类占

85.7％，聚苯乙烯泡沫类占14.3％。与上年相比，海滩垃圾种类明显减少，玻璃、木

块、橡胶制品等均未发现，海滩垃圾的平均密度也显著降低。 

海洋垃圾来源  2007 年和 2008 年的海洋垃圾监测统计结果表明，海滩垃圾和

海面漂浮垃圾均主要来源于人类海岸活动和娱乐活动，约占海洋垃圾总量的 70％；养

殖、捕捞等海上活动相关的垃圾是另一主要来源，占 20%；其他来源占 10%。 

海滩垃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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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邻近海域环境状况 

7.1 浙能乐清电厂海洋工程 

浙能乐清电厂位于乐清市南岳镇，2005 年 10 月 16 日正式开工建设，至今已完

成全部海洋工程（包括围海造地、煤码头和综合码头以及取/排水管道等涉海工程）。

一期 2×600MW 发电机组于 2008 年 9 月 10 日投产发电。 

 

 

2008 年 10 月对电厂约 5km2 邻近海域开展了 4 次水动力、生态环境质量和温排

水跟踪监测（分别于大潮、小潮期的涨潮和落潮时段进行），结果表明，工程建设后

邻近海域环境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工程邻近海域潮流场发生了一定变化，大潮期流速减小，小潮期流速增大； 

 工程邻近海域海水中悬浮物、石油类、铅和锌的浓度有所升高，其中石油类含量

升高显著，在码头附近形成三类水质区； 

 温排水导致邻近海域表层温升明显，高潮时升温超过 2℃的面积 0.07km2，超过 4

℃的面积 0.006km2，低潮时升温超过 2℃的面积 0.615km2，升温超过 4℃的面积

0.108km2。 

浙能乐清电厂填海现场和厂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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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工程 

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工程位于鳌江入海口

南侧，围垦总面积 4.43 万亩，主要用于水产养

殖和临海工业区建设。工程由北堤、顺堤和舥

艚堤组成，总投资 9.7 亿元，施工工期四年。

目前已完成北堤 2.6 公里，舥艚堤 1.5 公里。 

针对可能造成的海洋环境影响和施工进度，本年度开展工程邻近海域的海洋环境

质量和海洋生物生态监测，于 2008 年 6 月和 10 月大潮期各进行一次。 

监测结果表明，悬浮物浓度北堤附近较高，达 6000～6500mg/L；舥艚堤附近较低，

约 200～650mg/L。与 2003 年工程未开工时比较，悬浮物浓度明显升高。工程区邻近

海域营养盐含量高，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浓度达四类、劣四类水平。大型底栖生物以

软体动物和多毛类为主，优势种为彩虹明樱蛤、不倒翁虫等。与工程施工前相比，底

栖生物栖息密度有所降低，但生物量变化不大。 

施工中的舥艚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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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洋灾害 

8.1 海洋赤潮 

2008 年，全市近岸海域共发现赤潮 9 次，累计赤潮面积约 823 平方公里，其中由

米氏凯伦藻引起的有害赤潮 3次。 

 

 

 

 

 

 

 

 

 

2008 年近岸海域发生的赤潮 

起止时间 地点 
面积 

（平方公里）
赤潮生物优势种类 

3 月 17 日～19 日 平阳（南麂）海域 8 诺氏海链藻、中肋骨条藻

5 月 1 日～5日 苍南海域 260 米氏凯伦藻、东海原甲藻

5 月 2 日～5日 平阳（南麂）海域 4 米氏凯伦藻、东海原甲藻

5 月 3 日～8日 洞头海域 43 米氏凯伦藻、东海原甲藻

5 月 6 日～12 日 平阳（南麂）海域 200 东海原甲藻 

5 月 12 日～20 日 苍南海域 130 东海原甲藻 

5 月 16 日～17日 平阳（南麂）海域 30 东海原甲藻 

5 月 23 日～24 日 洞头海域 100 夜光藻 

9 月 11 日～12 日 洞头海域 48 中肋骨条藻 

平阳（南麂）海域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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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赤潮发生的次数多于上年，但累计发生面积较少。第一次赤潮发生较往年

早，而最后一次赤潮发生的时间比往年迟。赤潮主要发生在平阳南麂岛海域、洞头海

域、苍南海域，赤潮优势种主要为东海原甲藻、米氏凯伦藻、夜光藻、中肋骨条藻和

诺氏海链藻。 

 

2003～2008 年赤潮发生次数与面积 

 

8.2 风暴潮与台风浪 

2008 年我市沿海发生了“凤凰”和“蔷薇”风暴潮与台风浪过程，市海洋预报

台及时发布了风暴潮、海浪警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防抗措施得当，有效地减

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凤凰”风暴潮与台风浪 

强台风“凤凰”于 7月 28日 6时 30分在我国台湾花莲附近沿海登陆，登陆后减

弱为台风，于 28日 22时在福建福清再次登陆。受“凤凰”风暴潮与台风浪的共同影

响，温州（江心屿）、瑞安、鳌江验潮站的高潮位最大增水分别为 131厘米、115厘米、

164厘米。台风影响期间布设在南麂近岸的波浪浮标实测最大波高 6.6 米。 

据统计，全市渔业损失总金额达 5002 万元。其中，渔港损失金额 732 万元，水

产养殖受损 3339万元，渔船损失金额 365万元（船只沉没 275艘，受损 338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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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厂损失 181万元，其他经济损失 385万元。 

  “蔷薇”风暴潮 

超强台风“蔷薇”于 9 月 28 日 15 时 40 分在台湾宜兰沿海登陆，穿过台湾北部

进入台湾海峡北部并转向偏北方向移动，29日 19时台风中心开始远离浙江省沿海向

偏东方向移动。受“蔷薇”风暴潮影响，我市瑞安、鳌江验潮站分别超警戒潮位 3厘

米、23 厘米。 

据统计，全市渔业损失金额达 4472 万元。其中渔港损失金额 1030 万元，水产养

殖受损 2588 万元，渔船损失金额 192 万元，水产加工厂损失 27 万元，其他经济损失

635 万元。 

 

 

 

 

 

 

 

 

 

 

我市开展了防御超强台风演练和海啸灾害应急演习 

2008 年 7 月 10 日，温州市防汛指挥部组织开展了防御编号为“0808 海燕”

超强台风的演练，温州市副市长黄德康担任总指挥，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及各县

（市、区）防汛指挥部积极参加。通过演练检验了各有关部门防御超强台风的预

案可行性及应急反应能力，为今后防御超强台风提供了实践经验。 

2008 年 10 月 29 日，我市参加了国家海洋局组织实施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举行的代号为“Pacific Wave 08（太平洋海啸 08）”的海啸

预警演习，演习重点是检验三级海啸警报信息分发系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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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海水入侵和盐渍化 

 海水入侵状况 

2008 年，我市继续开展海水入侵监测工作，选择温瑞滨海平原区为监测区。监测

结果显示，温瑞滨海地区海水入侵现象不明显，3 月份 71%的测站为微咸水，9 月份

57%的测站为微咸水，其余为淡水区。 

 土壤盐渍化状况 

2008 年，我市在温瑞平原设立 2 条监测断

面进行了盐渍化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温瑞平

原沿海区域土壤盐渍化程度低，62%的测站土

壤为非盐渍化土壤。温瑞滨海平原区堤坝外侧

为盐土，堤坝内侧 1 公里内为重盐渍化土，堤

坝内侧 1 公里外为非盐渍化土。盐渍化类型近

岸为氯化物型，向陆方向为硫酸盐-氯化物型。 

    

 

盐渍化土壤剖面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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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与保护行动 

9.1 全面加强海洋监督管理工作 

2008 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海域使用管理三项基本制度，批准用海 84 宗，确权

面积 988.3 公顷；严格执行海洋倾废制度，全年受理海洋倾倒申请 3次，批准倾倒量

12.7 万立方；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建设通过国家验收，温州市海域使用监

管进入业务化运行阶段；开展了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工作，市本级和洞头、苍

南、平阳、瑞安的规划已通过评审；依据浙江省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核

准管理权限，加强对温州市临时海洋倾倒区、浙能乐清电厂等项目的跟踪监测与评估，

确保环保措施和设施落实到位。 

9.2 开展专项海洋执法行动 
   2008 年，我市“海盾”和“碧海”专项执法行动成效显著。全市海监执法 

  

 

 

 

 

 

中国海监联合执法行动 

 
共立案 57 宗，决定处罚 2046.3 万元。 

2008 年 10 月，中国海监采取“海、陆、空”立体巡查方式，在我市开展了海区、

省、市、县联合执法行动，共检查了 33 个重点用海项目，查获 10 个涉嫌违法用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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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力震慑了违法用海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9.3 大力开展海洋环保行动 

2008 年，我市积极参与《浙江省碧海行动计划》，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和市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共 8个海洋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获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立项。 

乐清湾海洋环保区域合作进入实质性运行，温州、台州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互相参

与乐清湾海洋工程项目的评审。               

2008 年，我市继续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

流活动，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

洞头首次投放曼氏无针乌贼受精卵约 60 万

粒；在苍南舥艚投放 200 多万尾鱼虾苗；在乐

清雁荡镇投放贝类 17 吨。 

    我

市在沿海 6个区县举办了 6场赤潮知识讲座，对

112 名赤潮监视监测志愿者进行技术培训，扩大

了以养殖户和船老大为主的赤潮志愿者队伍，完

善了赤潮监视监测网络。2008 年，志愿者第一时

间发现的赤潮共 7次。 

9.4 加大海洋宣传力度，提高海洋保护意识 

2008 年是“98 国际海洋年”10 周年，7月 18 日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海洋宣传日”。

我市在洞头大沙岙举办了“清洁海洋、爱我家园”海洋宣传日启动仪式，沿海各县（市、

区）同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海洋宣传日活动。 

增殖放流现场 

赤潮监视监测志愿者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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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市还举办了海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首届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杯”

摄影大赛等活动，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发放了《温州海洋》宣传画册和《海洋法律、

法规选编》工作手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增强了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 

 

 

 

“全国海洋宣传日” 关注蓝色国土 善待海洋 

 

今年是国际海洋年 10 周年，为进一步增强全民族海洋意识，国家海洋局、全

国人大法工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等联合启动海洋保护主题活动。主

题宣传活动就是要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全社会关注蓝色国土，善待海洋。为进一

步增强全民族海洋意识，国家海洋局决定，从 2008 年开始启动全国“海洋宣传日”

活动，时间定为每年的 7 月 18 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海洋与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