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总体目标，就

是要在“十三五”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基

础上，进一步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全

面推进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提升海

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平和生态保护修复成效。

经过对近年来全国海洋生态环境调查监测、

监督管理等各项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上海、深

圳、锦州、连云港等试点城市的一线调研成果，我

们认为，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

包括：部分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退化，

海洋生态灾害频发、突发环境事故风险较高，公众

临海难亲海、亲海质量低的现象普遍存在，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能力仍需提升。

此外，根据全国历年海洋环境质量监测评价

结果，近岸部分海湾河口水质污染依然严重，不同

海湾河口存在海水水质等级下降、海水富营养化、

有毒有害新型污染物被检出等现象。

《2019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重度富营养化海域主要集中在辽东湾、长江口、杭

州湾、珠江口等近岸主要海湾河口。

我国管辖海域分布着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

礁、河口、海湾、潟湖、岛礁、上升流、海草床等多种典

型海洋生态环境，生物物种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

样。但近年来，部分地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

型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未得到根本遏制，自然岸

线保有率降低、滩涂湿地被大面积占用等问题突出。

同时，海洋生物多样性水平退化趋势明显，优

质渔业资源衰退，濒危物种数目显著增多，珍稀物

种保护面临较大压力。2019 年监测的 18 个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中，3 个呈健康状态，14 个呈亚健康

状态、1个呈不健康状态。

2019 年我国管辖海域共发现赤潮 38 次，海洋

赤潮仍处于高发期，有毒有害赤潮生物增多。

自 2007 年以来，南黄海浒苔绿潮灾害连续暴

发，对南黄海生态环境和人们生产生活等均带来

巨大影响。外来物种入侵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较

大，海上突发环境事故风险仍然较高，风险防控和

应急响应任务艰巨。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法规政策体系还需进一

步建立健全，存在着海洋生态环境“家底”不清，生

态环境监管和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基础性、关键性

科技支撑不足等突出短板。

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系统梳理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

板。以突出问题为导向，科学规划部署“十四五”和

中长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

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清醒认

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

尚未根本缓解的总体形势。以“水清滩净、岸绿湾

美、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洋建设总体目

标为牵引，进一步贯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要求。

针对近岸污染严重的河口海湾和岸滩等，将

其作为陆海统筹、联防联控的重点，根据区域不同

污染特征和主要污染来源，分区分类实施陆海污

染源头控制工程。通过实施这些工程，提高污水

和污染物收处能力、滨海湿地污染自净能力等，减

少氮、磷等主要营养物质、塑料垃圾和其他特征污

染物的入海量。

保护恢复自然生态空间，保住海洋生物休养

生息的底线。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以海湾（河口）为基本单元，推动实施

“美丽海湾”百湾治理等重大工程。采取“国家试

点示范+地方系统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分类梯次

推进岸线和滩涂湿地保护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

抢救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重点任务。强化海洋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响

应，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主任）

突出问题导向 提升海洋生态治理水平

深圳茅洲河边，一群小孩子在画心中的茅洲

河：绿色葱茏、草木繁茂的绿道，清清河水倒映着红

花绿草，岸边砖红色的屋顶与蓝天相互映衬……画

中的景色和眼前的几乎一致。

谁也不曾想起，茅洲河以前是广东省污染最

严重的河流，曾被称之为“深圳脸上一道疤”。如

今，深圳人治河的画笔一挥，重现了茅洲河昔日的

美丽。经过治理的茅洲河，水质变清了，环境变美

了。也吸引了深圳市体工大队 30多名水上运动员

首次回到深圳开展训练。今年 1 月 21 日，深圳市

水上运动中心在深圳市燕罗湿地公园茅洲河碧道

正式揭牌，结束了近 20年外借训练场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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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7点，乌云盖住一望无垠的可可西里。

龙周才加站在索南达杰保护站院里看了看天

气，被高原烈日晒得黑红的脸上，眉头紧锁，“看样

子要变天，路更不好走。”

夏天冻土消融，变成泥潭沼泽。巡护路上，他

们经常会陷车，有时只能弃车步行。

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的可可西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 4600米，是青藏

高原上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特有野生动物最

集中区域之一。

1997 年，可可西里第一个保护站——索南达

杰自然保护站，建在昆仑山脚。

龙周才加是保护站副站长，个子不高却很壮

实。31 岁的他在这片 4.5 万平方公里的“生命禁

区”，坚守了 14个春秋。

“刚来时，高寒缺氧不说，水电气都没保障。

和我一批来的队员，多数都离开了。”龙周才加却

越干越喜欢，“这儿不仅保护藏羚羊，还能交到一

群好兄弟。”

吃过早饭，队员们整装出发。半个多小时颠

簸后，越野车停在一处路口。龙周才加蹲下来，仔

细观察泥泞路面上的轮胎印。

“如果遇到新胎印，就得观察是否有人擅闯保

护区。现在偷猎藏羚羊几乎没有了，但不能放松

警惕。”龙周才加给队员们详细讲解。

身材矫健、奔跑如飞的藏羚羊被称为“高原精

灵”。藏羚羊绒纤细柔软，被称为“软黄金”。过去

因偷猎猖獗，数量锐减。

随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以及巡护常

态化，这里的藏羚羊数量已从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如今的 7万多只。

不到20岁的王文豪是保护站里最年轻的队员，

因缺氧而嘴唇青紫，他还是瞪大眼睛，仔细聆听。

在一次次跟着巡护中，王文豪逐步熟悉了防

范盗猎、应急救援、垃圾收集等工作内容，“我要学

的还很多。”

远处雨幕，逐渐临近。风雨裹挟着沙石，砸在

车玻璃上，啪啪作响。队员们乘坐的越野车，被风

吹得来回晃动。

“别担心，高原上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龙

周才加宽慰道。

风雨停歇，乌云消散，阳光铺洒。

远处，几只雄性藏羚羊，顶着长角来回张望。

“那只是我们救助的！没想到都长这么大

了。”龙周才加举起望远镜，兴奋地告诉记者。

仔细观察后，龙周才加讲起他与这只藏羚羊的

故事。“大概是 2017年 6月，一只走散的小羊，被带

回保护站。我喂养了快一年，一眼就能认出来。”

索南达杰保护站有一个救助中心，专门救助

受伤的野生动物，累计已救助包括藏羚羊在内的

动物 500多只。

每年都会有一些与羊群走散的藏羚羊幼仔，被

送到保护站临时“收养”。保护站里14名队员，都当

过藏羚羊“奶爸”，保护站也成为“藏羚羊幼儿园”。

今年藏羚羊迁徙产仔季，可可西里巡护队员

成功救助的 11 只藏羚羊幼仔，都被陆续送至保护

站，统一喂养。

“为养好它们，我们喂奶、治病，甚至还陪睡觉

呢。”队员才仁多杰笑着说。不少藏羚羊刚来时，

紧张又虚弱，队员们只好把被褥搬到羊圈，陪着一

起入眠，让小羊能睡踏实。

这些藏羚羊，最终都将放归野外。“在一起有

感情了，只能强忍着不舍放出去。后面还不能去

寻找、接触它们，得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对藏羚羊

的干扰。”才仁多杰坦言。

可可西里自然条件恶劣，生态恢复能力差，稍

有破坏，可能得上千年才能修复。龙周才加说：“保

护好藏羚羊，保护好它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使命。”

回到车上，继续巡护。疲惫掩盖不住的成就

感，写满在一张张风吹日晒的沧桑脸庞上。

车窗外，一群“高原精灵”正欢快奔跑、迁徙跳

跃……

为了“高原精灵”，他在“生命禁区”坚持14年

新华社讯 （记者刘夏村）记者从 7 月 13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我国计划 2020 年至 2022 年重点推进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约 1.29 万亿元，带动直接和间接投

资约 6.6 万亿元。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新增防洪库容约 90 亿立方

米，治理河道长度约 2950 公里，新增灌溉面积约 2800 万亩，增加

年供水能力约 420 亿立方米。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表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

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水情。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亟须着力补齐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的短板。

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介绍，这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主要包括

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灌溉节水和供水、水生态保护修复、

智慧水利等 5 大类。

叶建春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快工

程建设。一是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原则，完善

项目前期论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征地移民工作，确保工

程能够高质量建设；二是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大各地财政

投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市场化改革推动加快水利工程建

设；三是强化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确保能够及时建成并发挥更

好的效益。

我国三年将投资约1.29万亿元

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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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治理让深圳茅洲河三全治理让深圳茅洲河““墨水墨水””变清水变清水

在茅洲河边生活多年的居民郑彩娟，怎么也

想不到，有一天茅洲河会变得如此“臭”名远扬。

“我家离茅洲河只有 100 米左右，每天打开窗户都

会闻到扑鼻而来的臭味。”她摇头叹息，“河水又黑

又臭，水面犹如铺着一层厚厚的石油。”令她痛惜

的是，连传统节目赛龙舟也因水体污染而停办。

茅洲河是深圳市流域面积最大、流域人口最多、

干流长度最长的河流，被称为深圳的“母亲河”。伴随

着近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腰包鼓起来的同时，“母

亲河”也被严重污染。茅洲河干流和15条主要支流的

水质一度均劣于Ⅴ类，氨氮、总磷等指标严重超标，成

为广东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茅洲河流域一带，电镀、线路板、印染等重污染

的企业曾高度集中，废水偷排、漏排、超排现象普遍，河

岸边的村民生活污水也直接排入河里。这种工业和

生活污水的叠加污染，使得茅洲河水污染更加严重。”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松岗街道河

长阮开江回忆道。近年来该区域的污染企业更是多

达3.87万家。

“以前是掩鼻而走、背水而居、闭窗而眠。”深圳市

宝安区委书记、宝安区总河长、茅洲河（宝安段）区级河

长姚任毫不掩饰茅洲河的“黑历史”。已成深圳脸上

“一道疤”的茅洲河让深圳“坐不住”了。

茅洲河启动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是从7年前开始

的，当时主要是截污、清淤、活源、固堤。在深圳全面打

响治水提质攻坚战之后，茅洲河成为综合整治的重

点。当时深圳市政府立下了“巴掌大的地方都不能有

黑臭水体”的军令状。

然而由于历史欠账多、水体污染严重、水生态体

系脆弱，治理难度极大。

面对治水难题，深圳通过强化落实河长制，创新

EPC治水模式，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标本兼

治，推动茅洲河消除黑臭。

其中，宝安区在全国首创“地方政府+大型央企”

的水污染治理EPC模式，引进一批大型央企，以流域

为单位系统制定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统筹好上下游、

左右岸、干支流、明暗渠，强力推进全区水污染治理工

作。一场碧水保护战打响了。

困局：掩鼻而走、背水而居

如何才能治理好茅洲河？宝安区确定了全面截

污、雨污分流，全面清淤、修复生态，全面补水、活水

保质的“三全治理”技术路线。

“黑臭表现在河里，但实际问题是出在岸上，而

根子在人。”据阮开江介绍，茅洲河松岗段有5.87公

里，是治理的重难点之一。松岗段的治理主要是进

行河道修复，包括清淤等工程建设项目。其中，雨污

分流是治理的关键。

对此，深圳紧盯污水源头，创新推行排水管理

进小区，对小区内部的排水设施进行精细化管理，

管好排水管网的“最后 100 米”。同时，以市场化、

科技化手段实现对所有水体的全天候、全覆盖、无

死角巡查管理。

3年来，茅洲河流域累计改造污水管网 2393公

里，雨污彻底分流，成为茅洲河治理“墨水”的基础。

此外，记者注意到，茅洲河在治理过程中，加

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已经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

底泥处理设施，走出一条底泥资源化利用的新路

子。通过采用管道潜望镜、蛙人、三维激光等技术

开展溯源纳污，推进源头截污；为保护水库水资

源，采用“隧洞+生态库”方式，首次实施盾构作业；

探索编制全国第一部《底泥处置标准》，实现底泥

资源化利用。

“我们还建了两座补水泵站，包括配套的管网。

所以，现在茅洲河基本都能实现活水补水。以前不

下雨时，深圳的河道是干的，现在也能看到清水了。”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工务中心一部部长唐晓斌说。

治理中最大的“拦路虎”是拆迁。“总共拆了75万

破局：全面截污、全面清淤、全面补水
“我们用 4年补齐 40年的历史欠账。”姚任说。

如今，茅洲河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

据介绍，深圳市宝安区全面落实“河长制”，4年

来投入 400 多亿元，新建污水管网 4000 多公里。

2019 年 11 月起，茅洲河水质达地表水Ⅴ类，达到

1992年来最好水平，全流域所有黑臭水体全部消除。

现在沿着茅洲河岸散步，两边草木葱茏、绿道蜿

蜒，河中水鸟嬉戏，美景如画。再往前走就是燕罗湿地

公园里美人蕉、簕杜鹃等花草竞相争艳，鱼戏水草间。

燕罗湿地公园是茅洲河碧道项目的内容之

一。姚任说：“在茅洲河治污基础上，我们探索推

动治水治产治城相融合的模式，提出以碧道建设

为抓手，带动城市风貌塑造和区域空间功能优化，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茅洲河由“墨水”变清水，为河流沿线城市所带

来的生态红利正在释放中。今年7月上旬，东莞市重

大项目——长江股份总部项目正式奠基。该项目总

投资3亿元，落户茅洲河边，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4.28亿元，将优化提升沿岸社区经济结构。

据了解，东莞市长安镇正依托茅洲河打造智造长

廊，在茅洲河沿岸集聚了一批优秀智造企业，并以茅洲

河工业文明展示馆为龙头，沿河打造不同类型的科技

体验馆、企业智能空间等，串联成长安智造体验带。

“现在茅洲河的水变干净了，几乎和 60年前一

样。我们附近的居民茶余饭后都喜欢到公园散散

步，人居环境改善了，生活也越过越好。看到小孩

在河里游泳嬉戏，我就想起我的童年。”在茅洲河边

生活了 70多年的村民黄耀棠连说了几遍，“现在的

环境可好了。”令他最为开心的是，2019 年 6 月 30

日，曾经停止多年的龙舟赛又重新在茅洲河开赛

了，热热闹闹的加油呐喊声听起来十分亲切、悦耳。

顺着黄耀棠手势望过去，两条红色横幅“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对岸楼房上的显得格外鲜艳。

探索：治水、治产、治城相融合

平方米违法建筑，茅洲河周边占17.6万平方米。”姚

任坦言，“刚开始压力很大，遭到老百姓反对。后来

河水治好了，老百姓主动让开围墙，打开小院配合河

道治理。”

看到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周边老百姓的观念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同志主动成立了一支

“银河护卫队”，自发参与到治河护河的行动中。一

旦发现污染，立刻通过手机APP上报。

治理后的茅洲河治理后的茅洲河““墨水墨水””变清水变清水。。两岸草木葱茏两岸草木葱茏、、绿道蜿蜒绿道蜿蜒，，河中水河中水
鸟嬉戏鸟嬉戏，，美景如画美景如画。。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记者 王 浡

绿色守望者

新华社讯 （记者高敬）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

者、受益者。7 月 14 日在京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

（2020年）》显示，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状况总体有所提升。

2018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

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生态环境

提出具体要求。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自 2019 年

起每年调查评估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状况，并发布年度调查报告。

本年度调查主要通过门户网站开展，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 31

个省（区、市），回收有效问卷 72163份。

与 2019年调查结果相比，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状况总体

有所提升，如经常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闲置物品的受访者人数占

比增加了一倍，垃圾分类践行较好的人数占比增加了两成以上。

报告显示，公众的生态环境行为在不同领域的践行程度呈现

明显差异。具体来看，公众在呵护自然生态、选择低碳出行和节约

能源资源方面践行程度较高，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在参与监督

举报和参加环保志愿活动方面，公众表现较为积极。但在践行绿

色消费、减少污染产生、关注生态环境和分类投放垃圾等方面，公

众仍然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现象。

根据报告，多数公众认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过去

三年其所在城市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其中，京津冀地区

受访者对空气质量改善感受最为明显，长江经济带受访者对水环

境质量改善感受较为明显。

报告显示，公众感知的周边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依次为垃圾废

弃物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问题等。其中，空气污染

问题从 2019年排名第一的突出环境问题下降为第二名。

报告显示公众践行

绿色生活方式状况有所提升

新华社讯 （记者杨文）7 月 14 日，山东威海刘公岛码头上，工

作人员将一袋袋许氏平鲉鱼苗送入放流槽。在检察官的见证下，

250余万尾鱼苗流入黄海，旨在修复被破坏的海洋渔业资源。

这些鱼苗价值 200 万元，全部由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被告

人郭某等承担费用。

2018 年 5 月起，郭某等人在休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 170 万余

斤，并组织装卸、运输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玉筋鱼至冷藏厂进行销售

获利。2019 年，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零六个

月；同案的其他 9人也均获刑。

鉴于郭某等人的行为对海洋生态造成破坏，检察机关同时对

10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郭某等人愿意采用分批

次增殖放流许氏平鲉鱼苗和褐牙鲆鱼苗共计 960 余万尾的方式，

修复被破坏的海洋渔业资源，并缴纳了修复费用保证金。

每年 5月至 9月，威海市所在的黄海海域进入休渔期。威海市

环翠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宋春光说：“近期威海温度适宜，水质优

良，非常适合许氏平鲉鱼苗生长，也是放流的良好时机。”

30分钟内，250余万尾许氏平鲉鱼苗奔涌入海，在休渔期进入

海洋生态循环中。据介绍，增殖放流既能补充渔业资源，又能改善

修复因捕捞过度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项

有效手段。

“非法捕捞案件，主要以恢复性司法为主。起诉不是目的，重

要的是恢复被破坏的海洋生态。”在放流仪式上，威海市环翠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杰表示，希望海洋发展部门和渔业执法机构，进

一步加强与司法机关的联动协作，严厉打击禁渔期非法捕捞行为，

共同维护海洋生态，保障渔民合法权益。

“被告人将分两批放流鱼苗共计 960余万尾，价值 853.4万元，

远超过其非法捕捞所得。”宋春光介绍。

2018 年来，山东省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海洋生态资源保护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截至目前，共发现涉海洋领域案件线索 97

件，立案 93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75件，提起公益诉讼 22件；清理

近岸固废、垃圾和海洋油污 12097吨，退渔还海 477亩，督促拆除违

法建筑 202 处，督促收缴行政罚款 7820.3875 万元，追缴海洋资源

修复费 946万元，增殖放流 3390余万尾。

公益诉讼助力生态修复

250余万尾鱼苗放入黄海

关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