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曳尧 叶浙江省

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曳 和舟山市人民政府赋予的职责袁 我

局组织实施了 2015年度舟山市海域环境质量调查尧 监测

和监视工作遥 根据监测结果及相关资料袁 进行综合分析

和评价袁 编制完成 叶2015年度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曳袁 现

予以发布遥

通过本公报的发布袁 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全面

了解舟山市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袁 充分

认识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意义袁 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袁

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遥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 局长

201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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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述

2015年袁 我市坚持统筹协调发展袁 扎实推进舟山渔场修复暨 野一打三
整治冶 行动袁 强化海洋资源保护袁 严厉打击海洋环境违法行为袁 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遥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切实履行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责袁 组织各县尧 区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袁 认真做好所辖海域环境质量趋势监测尧 陆源入海排污
口监测尧 海洋垃圾监测尧 海洋功能区监测等海洋环境常规监测袁 及时有效
开展赤潮等海洋生态灾害尧 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袁 稳妥有序实施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监视监管与监测工作袁 基本掌握了舟山市海洋环境状
况及其变化趋势遥 全市近岸共设置各类监测站位 350余个袁 监测项目覆盖
水文尧 气象尧 水质尧 沉积物和海洋生态等袁 累计出海 150余个航次袁 共获
得各类监测数据 55000余个遥

全市近岸海域海水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袁 8月海水质
量最好袁 第一类尧 第二类尧 第三类尧 第四类和劣四类水质面积分别占海域
总面积的 1.4%尧 6.8%尧 24.0%尧 19.4%和 48.4%遥 5月和 10月海水主要以第
三类尧 第四类和劣四类为主遥 3月海水质量最差袁 无第一类尧 第二类和第
三类海水遥 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较高遥 沉积物质量状况良好遥 海洋生物

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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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鉴定到浮游植物 90种袁 浮游动物 137 种袁 大型底栖生物 55种遥
21个陆源入海排污口中袁 76%的排污口存在不同程度超标排放遥 综合

评价等级为 C尧 D尧 E的排污口分别占 62%尧 33%和 5%遥 4个重点监测的排
污口中袁 定海污水处理厂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袁 其它 3个排
污口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一般遥

朱家尖千沙海滩及邻近海域较为清洁遥 南沙海水浴场尧 普陀和嵊泗
列岛风景名胜区尧 嵊泗滨海旅游度假区尧 海水养殖区尧 海洋特别保护区尧
海洋倾倒区等典型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总体良好袁 基本满足海域功能使
用要求遥
全年共发现赤潮 2次袁 累计面积约 80平方千米袁 赤潮生物为无毒的中

肋骨条藻遥 全年共发生风暴潮 2次袁 灾害性海浪过程 3次袁 未发现海洋污
染事件遥

2海域环境状况

2.1海水环境
2.1.1近岸海域水环境状况

2015 年 3月尧 5月尧 8月尧 10月在全市近岸海域开展了 4个航次海水
质量监测遥 8月海水质量最好袁 第一类尧 第二类尧 第三类尧 第四类和劣四
类水质面积分别占海域总面积的 1.4%尧 6.8%尧 24.0%尧 19.4%和 48.4%遥 5
月和 10月海水主要以第三类尧 第四类和劣四类为主遥 3月海水质量最差袁
无第一类尧 第二类和第三类海水遥

2015年舟山近岸海域水质状况统计

类别

3月 5月 8月 10月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第一类 0 0 0 0 290 1.4 0 0

第二类 0 0 0 0 1421 6.8 0 0

第三类 0 0 2858 13.8 4994 24.0 1095 5.3

第四类 6850 32.9 6227 29.9 4022 19.4 7080 34.0

劣四类 13949 67.1 11714 56.3 10072 48.4 12624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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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所辖海域水体主要受营养盐 渊无机氮尧 活性磷酸盐冤 的影响袁 近
岸大部分海域的无机氮含量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袁 小部分海域的活性
磷酸盐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袁 pH尧 溶解氧尧 石油类尧 重金属等指标基
本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袁 化学需氧量基本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遥

2015年舟山近岸海域水质状况分布示意图

多年 8月的监测结果显示袁 2015年 8月第一类尧 第二类水质面积占比
较上年降低 6.8个百分点袁 较多年均值降低 1个百分点曰 第三类水质面积

占比较上年升高 14.4个百分点袁 较多年均值升高 6.5个百分点曰 第四类尧
劣四类水质面积占比较上年降低 7.6个百分点袁 较多年均值降低 4.9个百分
点遥 总体上袁 2015年全市近岸海域 8月水环境质量状况有所改善遥

2009年-2015年 8月舟山近岸海域水质等级面积变化图

音无机氮
8月无机氮含量最低袁 符合第一类尧 第二类尧 第三类尧 第四类和劣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测站分别占 7.6%尧 3.0%尧 9.1%尧 6.1%和 74.2%遥 其余各
航次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测站均在 86.4%以上遥



音活性磷酸盐
5月活性磷酸盐含量最低袁 符合第一类尧 第二尧 三类尧 第四类和劣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测站分别占 22.7%尧 24.3%尧 28.8%和 24.2%遥 3 月尧 5
月尧 8月尧 10月活性磷酸盐符合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测站分别占 57.6%尧
75.8%尧 34.8%和 60.6%遥

音化学需氧量
10月化学需氧量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遥 5月和 8月化学需氧量基

本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袁 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测站分别占 1.5%
和 12.1%遥 3月化学需氧量符合第一类尧 第二类和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的
测站分别占 90.9%尧 7.6%和 1.5%遥
音重金属
8月铜尧 锌尧 镉尧 总铬尧 总汞尧 砷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遥 铅基

本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袁 个别测站符合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遥
2.1.2海水富营养化状况

海水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超标导致了近岸海域的富营养化遥 全市近
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由西向东逐渐降低袁 其中 3月尧 8月富营养化程度较
高袁 100%海域均呈富营养化状态曰 5月和 10月富营养化程度相对较低袁 但
仍有 80.2%和 78.5%的海域呈富营养化状态遥

2015年舟山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状况统计

类别

3月 5月 8月 10月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面积
渊km2冤

比例
渊%冤

轻度富
营养化

4413 21.2 5520 26.5 5299 25.5 5759 27.7
中度富
营养化

10840 52.1 7352 35.3 8893 42.8 7077 34.0
重度富
营养化

5546 26.7 3818 18.4 6607 31.7 3494 16.8

合计 20799 100 16690 80.2 20799 100 16330 78.5

2015年舟山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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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沉积物环境
2015年全市近岸海域沉积物中硫化物尧 有机碳尧 总汞尧 砷尧 锌尧 铅尧

镉尧 铬尧 六六六尧 滴滴涕尧 多氯联苯等含量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 渊叶海洋沉积物质量曳 GB18668-2002袁 下同冤曰 石油类和铜基本符合
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袁 个别测站符合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遥
各站位的沉积物质量分级均为良好袁 全市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综合评价为
良好遥
2.3 海洋生物多样性

2015年 5月和 8月袁 在全市近岸海域开展了浮游植物尧 浮游动物和大
型底栖生物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袁 共监测到 282种生物物种遥 监测结果
表明袁 全市近岸海域海洋生物种类较丰富袁 群落结构较稳定遥

什么是富营养化

富营养化是一种氮尧 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遥 由于人类
的活动袁 将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及农田径流中的植物营养物质排入湖泊尧 水库尧
河口尧 海湾等缓流水体后袁 水生生物特别是藻类将大量繁殖袁 使生物量的种群种类数量
发生改变袁 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遥
近海富营养化现象是引发赤潮的根本原因遥 生活污水 渊如含磷洗衣粉冤尧 农业污水

渊化肥含硝酸盐冤尧 工业污水 渊富含铁尧 锰等重金属离子冤 不断注入海洋袁 使得近海富营
养化现象严重袁 为赤潮生物的爆发性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遥
富营养化状态依据富营养化指数 渊E冤 计算结果确定遥 该指数计算公式为 E=化学需

氧量伊无机氮伊活性磷酸盐伊106/4500袁 其中 E逸1为富营养化袁 1臆E臆3为轻度富营养化袁
3<E臆9为中度富营养化袁 E>9重度富营养化遥

音浮游植物
共鉴定到浮游植物 90种袁 平均细胞密度为 9.79伊105个/立方米遥 种类

组成以硅藻为主袁 主要优势种有琼氏圆筛藻尧 虹彩圆筛藻尧 中肋骨条藻等袁
平均生物多样性指数为 1.50遥

音浮游动物
共鉴定到浮游动物 渊含浮游幼虫冤 137种袁 平均密度为 184.32个/立方

米袁 平均生物量为 528.82毫克/立方米遥 种类组成以桡足类为主袁 主要优势
种有中华哲水蚤尧 背针胸刺水蚤尧 太平洋纺锤水蚤等袁 平均生物多样性指
数为 1.57遥

音底栖生物
共鉴定到大型底栖生物 55种袁 平均栖息密度为 46.79个/平方米袁 平均

生物量为 7.80克/平方米遥 种类组成以多毛类为主袁 主要优势种有不倒翁虫尧
豆形胡桃蛤尧 金氏真蛇尾尧 西方拟蛰虫等袁 平均生物多样性指数为 1.27遥

2015年舟山近岸海域生物种类尧 密度尧 生物量尧 优势种及多样性指数统计表

8月 113 279.52个
/立方米

970.40毫
克/立方米

太平洋纺锤水蚤尧 针刺拟
哲水蚤尧 背针胸刺水蚤 1.51

底栖
生物

5月 41 38.75个
/平方米

9.17 克
/平方米

不倒翁虫尧 豆形胡桃蛤尧
金氏真蛇尾

1.16
8月 40 54.82个

/平方米
6.42克
/平方米

不倒翁虫尧 西方拟蛰虫尧
异足索沙蚕

1.37

生物
类群

月份
种类数
渊种冤 平均密度 平均生物量 优势种

多样性
指数

浮游
植物

5月 66 1.38伊105个
/立方米 / 夜光藻尧 琼氏圆筛藻尧 虹

彩圆筛藻
1.69

8月 62 1.82伊106个
/立方米 / 尖刺菱形藻尧 洛氏角毛

藻尧 中肋骨条藻 1.32

浮游
动物

5月 96 89.13个
/立方米

87.24毫克
/立方米

中华哲水蚤尧 背针胸刺水
蚤尧 太平洋纺锤水蚤 1.63

8 9

海域环境状况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2015



10 11

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状况2015

3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状况

2015年对 21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开展每月 1次监测袁 并于 5月尧 8月分
别对其中 4个排污口的邻近海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遥
3.1 陆源入海排污口状况

21个陆源入海排污口全年污水排放总量 3342.16万吨袁 排放的化学需
氧量 1579吨尧 总氮 657吨尧 悬浮物 630吨尧 氨氮 179吨尧 总磷 82吨尧 石
油类 3.6吨尧 重金属 渊汞尧 铜尧 铅尧 镉尧 铬尧 锌冤 1.88吨尧 砷 0.53吨遥

全年达标排放的单位有

舟山东方印染有限公司尧 舟
山国裕热镀锌有限公司尧 衢
山镇污水处理厂尧 高亭污水
处理厂和嵊泗绿岛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排污口袁 其他 16个
排污口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标

排放袁 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袁
其次为氨氮尧 化学需氧量尧 悬浮物尧 pH尧 生化需氧量尧 粪大肠菌群遥
综合评价显示袁 13个陆源入海排污口等级为 C级袁 7个陆源入海排污

口等级为 D级袁 1个陆源入海排污口为等级 E级袁 分别占 62%尧 33%尧 5%遥

勾山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采样

D 蓝 对邻近海域的环境造成的危害较小 较低

E 绿 对邻近海域的环境基本未造成危害 低

等级 颜色标识 评价结论
对邻近海域
环境压力

A 红 对邻近海域的环境造成的危害很大 高

B 橙 对邻近海域的环境造成的危害较大 较高

C 黄 对邻近海域的环境有一定危害或潜在危害 中等

2015年舟山市陆源入海排污口综合评价等级分布图



3.2 重点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状况
2015年对定海污水处理厂尧 六横污水处理厂尧 高亭污水处理厂和嵊

泗绿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4个陆源入海排污口的邻近海域开展水质尧 沉积
物和大型底栖生物监测遥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袁 定海污水处理厂邻近海域的
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袁 其它 3个排污口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
一般遥

音海水水质
4个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水均超所在功能区海水水质质量保护

要求袁 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遥
音沉积物
4个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的沉积物各评价因子均符合第一类海洋

沉积物质量标准遥
音底栖生物
4个陆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鉴定到大型底栖生物种类分别为 14种尧

8种尧 8种和 7种袁 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0.67尧 1.20尧 1.19和 0.67遥

2015年各陆源入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情况

5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序
号

排污口名称

3 定海污水处理厂

4 百威英博 渊舟山冤 啤酒有限公司
定海

所在
县区

定海

定海

污水年
排放量
渊万吨冤

1050
1.2
595

超标
次数

1
2
7

超标因子

粪大肠菌群

氨氮

总磷

综合
评价
等级

C
D
C

6 浙江大洋水产有限公司 定海 4.5 7 氨氮尧 总磷 C
7 浙江舟花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定海 0.56 4 总磷尧 氨氮尧 pH D
8 舟山市合源酒业有限公司 定海 5.9 6 总磷尧 CODCr尧 BOD5 C
9 定海解放街道 渊孝娘池泵站冤 定海 358 7 总磷尧 氨氮尧 悬浮物尧

BOD5尧 粪大肠菌群 C
10 浙江海力生集团有限公司 定海 40 9 总磷尧尧 氨氮尧 pH C
11 舟山市定海区干览西码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定海 33 11 总磷 C
12 舟山市六横污水处理厂 普陀 202 3 BOD5尧 粪大肠菌群尧

悬浮物
D

13 扬帆集团有限公司 普陀 24 11 总磷尧 pH C
14 舟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勾山污水处理厂普陀 263 10 总磷 C
15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 普陀 30 11 总磷尧 CODCr尧 BOD5 C
16 沈家门海洋生物园区污水处理厂 普陀 72 11 总磷尧 BOD5 C
17 朱家尖顺母污水处理厂 普陀 75 12 总磷尧 CODCr尧 氨氮尧BOD5

C
18 舟山市丰岛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普陀 96 12 总磷尧 CODCr尧 氨氮尧BOD5

C
19 高亭污水处理厂 岱山 224 0 无 D
20 衢山镇污水处理厂 岱山 57 0 无 D
21 嵊泗绿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嵊泗 172 0 无 D

1 舟山东方印染有限公司 定海 39 0 无 E
2 舟山国裕热镀锌有限公司 定海 0.0012 0 无 D

12 13

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状况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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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洋垃圾状况

2015年 10月对朱家尖千沙海滩及邻近海域开展海洋垃圾监测遥 监测
结果表明袁 海滩和海面均较为清洁袁 垃圾种类少尧 量少尧 密度小袁 垃圾主
要来源于游客滨海休闲旅游尧 渔业生产尧 航运等活动遥

音海滩垃圾
海滩垃圾主要有塑料类尧 聚苯乙烯类及木制品袁 均为中小块垃圾遥 千

沙海滩垃圾数量密度为 16000个/平方千米袁 重量密度为 102.8千克/平方
千米遥
音海面漂浮垃圾
海面漂浮垃圾主要有聚苯乙烯类 渊包装袋冤 和木制品类 渊木块冤袁 均为

中小块垃圾遥 海面垃圾数量密度为 501个/平方千米袁 重量密度为 1.3千克/
平方千米遥

朱家尖千沙沙滩海滩垃圾监测和垃圾分类

5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2015年袁 我市共监测海洋基本功能区 84个袁 其中海岸基本功能区 37
个袁 近海基本功能区 47个遥 包括农渔业区尧 港口航运区尧 工业与城镇用海
区尧 旅游休闲娱乐区尧 特殊利用区尧 海洋保护区和保留区七大类遥 8月海
洋功能区达标率为 32.1% 渊水质尧 沉积物质量均达标冤遥 其中袁 水质达标率
为 32.1%袁 不达标的水质指标主要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曰 沉积物质量达
标率为 97.6%袁 不达标的沉积物质量指标为铜和石油类遥

2015年舟山市海洋功能区达标情况

水质 沉积物

保护要求 达标率 保护要求 达标率

不劣于第二类 0 不劣于第一类 83.3%
不劣于第三类或第四类 0 不劣于第二类或第三类 100%
维持现状水平 83.3% 维持现状水平 100%

功能区类型

农渔业区

港口航运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功能区
个数

12
20
18

不劣于第二类或第三类 0 不劣于第一类或第二类 100%旅游休闲娱乐区 9
特殊利用区 11 不劣于第四类 18.2% 不劣于第三类 100%
海洋保护区 3 不劣于第一类 0 不劣于第一类 100%
保留区 11 维持现状水平 90.9% 维持现状水平 100%

14 15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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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旅游休闲娱乐区环境状况
5.1.1海水浴场环境状况

2015年 6月 24日至 10月 7日袁 对朱家尖南沙海水浴场环境质量开展
监测预报工作袁 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尧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袁 国家海洋
局尧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尧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尧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
局门户网站袁 以及人民网尧 新浪网等媒体及时发布海水浴场的水质状况及
未来两天的健康指数尧 游泳适宜度尧 最佳游泳时段的预报和野注意防晒冶尧
野注意风浪冶 等游泳提示遥
音水质状况 朱家尖南沙海水浴场水质为优良遥
音健康风险 健康指数平均为 97袁 为优遥
音游泳适宜度 对水文尧 水质尧 气象尧 健康指数等因素的综合评价表

明袁 适宜尧 较适宜游泳的天数占 69%袁 不适宜游泳的主要原因是风浪偏大
或天气不佳遥

5.1.2滨海风景名胜区环境状况

2015年对普陀和嵊泗列岛两个风景
名胜区开展海洋环境监测预报和旅游适

宜性评价遥 结果表明袁 普陀风景名胜区
和嵊泗列岛风景名胜区非常适宜和适

宜尧 较适宜旅游的总天数分别占全年的
91.2%和 84.4%袁 不太适宜和不适宜旅
游的主要原因为风浪偏大遥

2015年舟山市重点风景名胜区环境状况

5.1.3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

2015年 4月 24日至 10月 7日对嵊泗列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开展环境监
测与预报袁 通过旅游卫视尧 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发布环境状况指数和专
项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指数遥

嵊泗列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年平均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指数为 3.6袁 很适宜
开展各类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袁 尤以开展海上观光尧 海滨观光尧 沙滩娱乐和
海钓活动为佳遥朱家尖南沙海水浴场

嵊泗大悲山景点

风景名胜区
非常适宜和适宜
旅游天数

较适宜旅游天数
不太适宜和不适宜
旅游天数

242 91 32
206 102 57

普陀风景名胜区

嵊泗列岛风景名胜区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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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嵊泗列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年平均指数统计

5.2 农渔业区环境状况
2015年对普陀中街山尧 嵊泗绿华和嵊泗枸杞 3个海水养殖区开展环境

质量监测遥
音环境状况
水质院 普陀中街山海水养殖区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均超标袁 嵊泗绿

华和嵊泗枸杞海水养殖区的无机氮超标袁 其余评价因子均符合第二类海水
水质标准遥

沉积物院 3个海水养殖区沉积物各评价因子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
质量标准袁 各站位的沉积物质量分级均为良好袁 3个海水养殖区沉积物质
量综合评价为良好遥

环境质量综合评价院 嵊泗枸杞海水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为较好袁 一般
能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遥 其余 2个海水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均为优良袁
满足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遥

音赤潮发生状况
嵊泗枸杞海水养殖区发生赤潮 1次袁 赤潮生物为中肋骨条藻 渊无毒冤袁

面积为 50平方千米袁 赤潮未对养殖生物造成损害遥

海水养殖区养殖概况和环境质量状况

5.0 3.4 4.7 3.8 3.9 3.0 3.6 4.0 3.0

水质
指数

海面
状况指数

防晒
指数

海上
观光
指数

海滨
观光
指数

海上
休闲
指数

沙滩
娱乐
指数

海钓
指数

游泳
指数

滨海旅游度假区年平均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指数是评价在滨海旅游度假区开展各类休
闲尧 观光活动 (运动) 适宜度的年度综合性评价指标袁 指数的等级划分标准如下 渊满分
为 5.0冤 :

5.0-4.5院 环境状况极佳袁 非常适宜开展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曰
4.4-3.5院 优良袁 很适宜开展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曰
3.4-2.5院 良好袁 适宜开展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曰
2.4-1.5院 一般袁 基本适宜开展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曰
1.4-1.0院 较差袁 不适宜开展休闲 渊观光冤 活动遥

养殖区名称
养殖面积
渊公顷冤 主要养殖品种

35 贻贝尧 大黄鱼尧 龙须菜普陀中街山海水养殖区

198 贻贝尧 大黄鱼嵊泗绿华海水养殖区

嵊泗枸杞海水养殖区 1201 贻贝

环境质量
综合指数

96

91

88

环境质量
等级

优良

优良

较好



舟山市海洋环境公报 海洋功能区环境状况

20 21

2015

5.3 海洋保护区环境状况
2015年对普陀中街山列岛和嵊泗马鞍列岛两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开展环境质量监测遥
音普陀中街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区海域面积 192.42平方千米袁 陆域面积 10.48平方千米遥 主要保

护对象为渔业资源 渊鱼尧 贝尧 藻类冤尧 鸟类资源尧 旅游景观资源尧 无人岛及
海洋生态环境等遥

2015年袁 保护区内共鉴定到浮游植物 47种袁 浮游动物 39种袁 大型底
栖生物 7种袁 潮间带生物 40种遥 保护区水质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
磷酸盐袁 其它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遥 保护区沉积物质
量良好袁 各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遥

与上年相比袁 保护区水质尧 沉积物质量基本稳定袁 浮游植物种类数目
增加袁 浮游动物种类数目基本稳定袁 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目减少袁 潮间带
生物种类数目增加遥

保护区内粉红燕鸥尧 黑枕燕
鸥和褐翅燕鸥等鸟类数量基本保

持稳定遥 大青山尧 小青山尧 叶子
山尧 西福山等无居民海岛尧 地质
自然景观均保持原始状态遥 监测
到的外来入侵物种主要有加拿大

一枝黄花尧 巴西龟和美国红鱼遥
音嵊泗马鞍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区海域面积 530平方千米袁 陆域面积 19平方千米遥 主要保护对象

为中华白鳍豚和中华鲟等珍稀濒危生物尧 大黄鱼和小黄鱼等重要经济鱼类尧
厚壳贻贝和羊栖菜种质资源尧 旅游景观资源尧 无人岛及海洋生态环境等遥

2015年袁 保护区内共鉴定到浮游植物 42种袁 浮游动物 42种袁 大型底
栖生物 9种袁 潮间带生物 33种遥 保护区水质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
磷酸盐袁 其它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遥 保护区沉积物质
量良好袁 各监测指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遥

与上年相比袁 保护区水质尧 沉积物质量基本稳定袁 浮游植物种类数目
增加袁 浮游动物种类数目基本稳定袁 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目减少袁 潮间带
生物种类数目增加遥

保护区内种质资源基本保持稳定袁 大黄鱼尧 厚壳贻贝等经济鱼贝类资

根据 叶海水增养殖区环境综合评价指南曳袁 综合海水增养殖区各环境介质中的超标
物质类型尧 超标频次和超标程度等袁 运用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渊EQI冤 将海水增养殖区的
综合环境质量状况划分为四级遥

90耀100院 优良袁 环境质量状况均能满足功能区要求曰
80耀89院 较好袁 环境质量状况一般能满足功能区要求曰
60耀79院 及格袁 环境质量状况基本能满足功能区要求曰
0耀59院 较差袁 环境质量状况不能满足功能区要求遥

普陀中街山保护区燕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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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种群数量显著上升遥 在枸杞乡附
近区域观察记录到鸟类海鸥尧 岛礁尧
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保护良好袁 花
鸟灯塔尧 极顶风光尧 蓬礁尧 山海奇
观等 9 处自然景观保持原始状态遥
监测到的外来入侵物种主要有加拿

大一枝黄花遥
5.4 特殊利用区环境状况

2015年袁5个倾倒区总倾倒量为 482.2万立方米袁倾倒物均为清洁疏浚物遥
全年对嵊泗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尧 虾峙门口外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和岱山海域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开展海洋环境现状监测遥 监测结果表明袁
倾倒区附近海域水质尧 沉积物尧 生态基本满足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遥 与上
年相比袁 倾倒活动未对水下地形尧 水质尧 沉积物尧 生态产生明显影响遥

2013年-2015年全市海洋倾倒区倾倒量统计 渊万立方米冤

嵊泗马鞍列岛保护区山海奇观自然景观

序号 倾倒区名称 2015年
上川山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360.61
虾峙门口外疏浚物海洋倾倒区 100.52

2014年
102
1

2013年
458

447.96
3 岱山海域疏浚物临时海洋倾倒区 2.8 3 35
4 水老鼠礁临时海洋倾倒区 11.0 77
5 西蟹峙临时海洋倾倒区 7.3 14
6 合计 482.2 120 1017.96

6海洋灾害和海洋污染事件

6.1 赤潮
2015年利用卫星遥感尧 航空监视监测尧 船舶及赤潮志愿者监视等方

式袁 开展舟山市海域赤潮常规监视监测袁 以及嵊泗国家级赤潮监控区业务
化监视监测遥 全年共开展常规监测 14次袁 应急监视监测 18次袁 航程 1200
海里遥 发现赤潮后袁 立即采取
积极的应对措施袁 密切关注赤
潮动态袁 共编发海洋生态环境
通报 3期遥

2015年共发现赤潮 2次袁
累计面积约 80平方千米袁 赤
潮生物为无毒的中肋骨条藻遥
与上年相比袁 赤潮发生次数减
少 3次袁 赤潮面积减少 991平
方千米遥

赤潮生物种鉴定



发生时间 消亡时间

7月 27日 7月 30日

赤潮生物

中肋骨条藻

7月 28日 7月 30日 中肋骨条藻

地点

嵊山岛南侧海域

朱家尖南沙海域

序
号

1

2

最大密度
渊个/L冤

4.5伊107

2.2伊107

最大面积
渊平方千米冤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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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舟山海域赤潮发生情况统计表

6.2风暴潮及灾害性海浪
音风暴潮灾害
2015年袁 舟山海域共发生风暴潮 2起袁 由台风 野1509灿鸿冶 和 野1521

杜鹃冶 影响造成遥 其中台风 野1509灿鸿冶 于 7月 11日 16时 40分登陆舟
山朱家尖袁 全市受灾人口 44.5283万袁 直接经济损失 34.7132亿元遥
音灾害性海浪
舟山海域全年发生灾害性海浪过程 3次袁 其中 1次由台风天气系统影

响造成袁 2次由冷空气影响造成遥 灾害性海浪发生天数为 7天袁 与历年统
计结果比较袁 处于低位遥

6.3海洋污染事件
2015年全市未发现海洋污染事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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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洋工程环境监视监管与监测

2015年为规范海域使用秩序袁 推动科学用海袁 我市加强对海洋工程的
监视监管袁 共审批 7个海洋工程袁 主要对在建 56个海洋工程及舟山市钓梁
围垦工程尧 黄泽山石油中转储运工程尧 金塘北部区域建设用海围涂工程尧
六横区域建设用海围涂工程尧 电厂温排水尧 岱山油气终端登陆点等 6个国
管项目开展监视监管工作遥
7.1海洋工程环境监视监管
全年共赴现场监视监管 340余次袁 700多人次遥 共发布海洋工程监视

监管简报 12份遥
现场监视监管内容包括海洋工程的性质尧 规模尧 施工工艺尧 污染源处

置尧 环境风险防范尧 环境敏感点尧 海洋生态保护等相关措施 渊设施冤 等遥
通过现场监视监管袁 海洋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环保措施和设施 野三同时冶 基
本落实到位遥
全年共发现违规行为 19起袁 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已由海洋执法部门对其

进行查处遥

7.2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
2015年袁 为统筹兼顾海洋工程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状况袁 在对在建海

洋工程进行监视监管的同时袁 我市开展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遥 根据
海洋工程的特点及进展程度袁 科学制定监测计划袁 全年共布设监测站位
165个袁 动用各类监测船只 40余航次袁 总航程近 3000海里遥

监测结果与施工前本底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袁 海洋工程附近海域水
质监测各项指标含量在一定范围内有所波动袁 超标因子主要为无机氮和活
性磷酸盐曰 沉积物质量良好袁 基本符合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曰 生物
生态的多样性指数在正常变化范围内曰 工程附近海域水下地形尧 水文动力
变化在环评预测范围内遥 总体上袁 海洋工程的实施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承受
范围内遥

某海洋工程现场监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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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环境监督管理
音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专项行动
根据浙江渔场修复振兴暨 野一打三整治冶 协调小组关于下达 叶2015年

度市县浙江渔场修复振兴暨 野一打三整治冶 工作责任书曳 的通知 渊浙海渔
振 [2015] 2号冤 的要求袁 于 2015年 9月开始袁 对全市 116个陆源入海排
污口进行每月一次常规监测和每季度一次重点监测遥 监测结果显示院 部分
排污口存在不同程度超标排放现象袁 超标污染物主要为总磷袁 其次为氨氮尧
pH和化学需氧量遥
音开展海岛巡查
为深入贯彻实施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曳袁 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

域生态系统袁 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秩序袁 打击海岛违法行为袁 切实做好 野护
岛冶 专项执法工作袁 我市海洋行政执法局联合中国海监第四支队开展海岛
巡查遥 共检查海岛 28个袁 拍摄海岛照片 140张袁 同时按照一岛一档的要
求袁 对每一个海岛进行登记尧 电子备档遥 通过开展海岛巡查全面掌握海岛
的基础信息和动态袁 为海岛的保护执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比照和证明依据袁
有利于及时发现各种违法行为袁 规范海岛开发利用秩序遥

8.2海洋环境保护能力建设
音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
舟山市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项目于 2013年开始启动袁 2015年 12

月 23日在杭州通过验收评审袁 该项目是浙江省市级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
划试点项目袁 由国家海洋局东海预报中心主体实施袁 联合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尧 浙江省第二测绘院等单位袁 针对舟山市整体区域开展风暴潮和海
啸灾害的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工作袁 项目成果为舟山市海洋经济建设布局尧
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规划尧 海洋灾害防御以及沿海大型工程设防等提供决
策支持遥

音海洋监测预报能力建设
2015年袁 舟山市级海洋监测预报机构 渊舟山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

心冤 启用业务用房袁 业务用房面积 4980 平方米袁 其中中心实验室面积
1400平方米袁 防灾减灾用房面积 1000平方米遥

舟山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建有长峙岛中心实验室尧 岱山实验室和
嵊泗实验室袁 其中实验室配备气质联用仪尧 气相色谱尧 原子吸收等价值
600多万元检测仪器设备遥 2015年建成岙山油类专项浮标尧 朱家尖海滨浮
标尧 东极生态浮标尧 绿华生态浮标实时监测系统袁 4个浮标实时监测系统
建设费用达 1400万元遥 在预报能力建设方面袁 建设完成预报大厅尧 用电保
障设施尧 各类信息服务平台以及技术分析平台袁 完善了软硬件能力配备遥



为舟山区域的海洋开发利用尧 海洋工程建设尧 海洋环境保护尧 海洋防灾减
灾提供了长期尧 连续尧 准确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和技术支撑遥
8.3海洋环境保护行动
音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2015年我市严格按照增殖放流相关规定要求袁 规范增殖放流程序袁 加

大增殖放流管理力度袁 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 1659万元袁 在海洋特别保护
区尧 海洋牧场尧 洋山海域等处放流大黄鱼尧 梭子蟹尧 曼氏无针乌贼等苗种
共计 8.47亿尾 渊只/粒冤遥

音全面启动舟山群岛东部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工作
作为浙江省规划建设的重点海洋类保护区之一袁 2015年全面启动了舟

山群岛东部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选划工作遥 保护区拟选划面积约 1500平方公
里袁 位于我市浪岗列岛至两兄弟屿一带的海域遥 根据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
要求袁 在 2015年初编制了 叶舟山群岛东部海洋特别保护区选划论证方案曳遥
2015年 5月进行了拟选划海区的水质尧 浮游植物尧 浮游动物尧 底栖生物以
及渔业资源等海洋环境基础资料的调查遥
8.4海洋宣传
音野防灾减灾日冶 宣传活动

5月 12日袁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尧 定海区农林与海洋渔业局和舟山市
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围绕 野科学减灾 依法应对冶 的主题袁 在舟山中心
城区开展了 野防灾减灾日冶 宣传活动遥 通过发放宣传册袁 布放宣传展板袁

播放防灾减灾宣传片袁 普及涉海工
程尧 核辐射尧 海啸等海洋灾害科普
知识遥 组织向渔民宣传出海安全尧
风暴潮尧 赤潮等海洋防灾减灾等知
识内容遥 通过宣传活动袁 增强了广
大群众对海洋灾害的认识袁 进一步
提高了公众科学防灾和依法应对灾害的能力遥

音全国海洋宣传日
6月 8日袁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尧 中国海监第四支队尧 舟山市海洋环

境监测预报中心和浙江海洋学院共同举办 野健康的海洋袁 健康的地球冶 为
主题的世界海洋日活动和 野依法建设生态文明海洋冶 为主题的全国海洋宣
传日活动遥 通过观看海洋知识科普宣传片袁 竞猜海洋知识灯谜等形式宣传
普及海洋知识袁 还进行了以 野奔向大海跑向未来要要要我跑我快乐冶 全国慢
跑公益活动遥

野防灾减灾日冶 宣传活动现场

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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