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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省域海岛保护规划是中国海岛保护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深入落实和补
充调整。 该文从中国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实际出发,针对省域海岛保护规划定位、依据、期限、主要内容、编制
技术流程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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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0 年 3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 正式实施。 第八条规定:“ 国家实行海岛保护规
划制度。 海岛保护规划是从事海岛保护、利用活动
的依据冶 。 第九条规定:“ 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会同

1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含义和定位
1. 1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含义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是在省域管辖区域内,根据

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军事机关,依据国民经济和

国家海洋权益和生态安全维护、海岛自然资源合理

社会发展规划、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组织编制全国海

利用、海岛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当

岛保护规划,报国务院审批冶 。 第十条规定:“ 沿海

地海岛保护与利用现状,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海岛保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

护、利用活动在空间上、时间上所作的总体安排。

府有关部门、军事机关,依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省

1. 2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定位

域城镇体系规划和省、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
织编制省域海岛保护规划,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
批,并报国务院备案。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和直
辖市海岛保护专项规划,应当规定海岛分类保护的
具体措施。冶2010 年 8 月 25 日,国家海洋局发布了
《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办法》 ,对省域海岛保

护规划编制、评审、审查、批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 海岛保护法》 和 《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办
法》 的这些规定,将以往开展的一些零散的、分散的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提升、固定为
国家法律制度,为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了
法律依据。 目前,国家正在组织编制全国海岛保护
规划,也将全面启动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本文对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具体技术要求进行
了初步研究,希望对海岛管理部门和规划编制部门
有所裨益。

1. 2. 1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是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
深化、落实、补充和调整

根据《 海岛保护法》 和《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
管理办法》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要依据全国海
岛保护规划。 因此,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
应与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衔接,并且根据各地海岛保
护的实际情况深化与落实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具体
要求。
由于各沿海省、自治区海岛保护的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不同,全国海岛保护规划难以对各地区的实
际情况进行详细规划。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除了落实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具体要求外,需要结合地区实
际情况增减规划主要内容,对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进
行充实和调整。
1. 2. 2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是指导沿海省、自治区海
岛保护、利用活动的依据

《 海岛保护法》 第八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

了海岛保护规划的法律地位,第十条明确提出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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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保护规划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因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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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岛保护规划一经批准,就成了地方性海岛保护

方面的研究。

法规或者政策,是指导海岛保护、利用活动的重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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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从事海岛保护、利用及相关管理活动应当严格

挑战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为海岛保护目标和规划任

依据依法制定的规划执行。

务的制定奠定基础。

2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依据和期限

3. 2摇 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科学编制海岛保护规划,是保证规划实施、避免

《 海岛保护法》 和《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

海岛盲目开发利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地区经

办法》 明确规定了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依据,有

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海洋权益以及国防安全的一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省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项重要工作。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应当依据国家

省域海洋功能区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省、自治区

有关海岛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结合地方海岛保护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技术

与管理实际情况,确定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明确特

标准和规范。

殊用途海岛保护、海岛生态保护、海岛合理利用、海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期限一般为五年。

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的规划

根据《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技术要求》 ( 试行) ,近期修

目标。 同时,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应当遵循有利

编的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期限至 2020 年。 省域城

于保护和改善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生态系统,促进海

镇体系规划的期限一般是二十年,可以对远景进行

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防

展望;省、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期限一般是十

安全的原则。

五年,如中 国 第 一 次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的 期 限 为

3. 3摇 海岛分类保护

1985 年-2000 年,第二次为 1995 年-2010 年,今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体期限由国务院确定。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将中国海岛分为三大类:特

殊用途海岛、有居民海岛、无居民海岛。 对于每一大

《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类,又分成若干亚类。 对于省域海岛保护规划中的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期限应当与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海岛分类,大类应该严格参照全国海岛保护规划中

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不应少于五

的分类,对于亚类,可以完全参照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年。 依据该办法以及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依据的

中的分类,也可以结合沿海省、自治区的实际情况,

各有关规划、区划的期限,建议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

进行类型的调整。

期限为十年。

3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对于已经划分的海岛类型,应当根据国家、地方
的海岛保护政策和法规、每一亚类海岛的主要功能、
每一亚类海岛及周边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按照《 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办法》 的要

等,分别制定具体保护目标、保护要求和保护措施。

求,结合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需要,省域海岛保

每一亚类海岛都应建立相应地海岛名录,包括海岛

护规划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名称、行政隶属、经纬度坐标、面积、岸线长度、人口、

3. 1摇 海岛保护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开发利用现状等基本信息。

包括分析辖区内海岛资源的数量、面积、岸线长

度、地区分布等自然属性,评价海岛保护与利用的现

3. 4摇 海岛分区保护

根据海岛空间分布的连续性、资源属性的相似

状,包括涉及海岛的保护区建设、海岛保护的有关法

性、行政区划界限的明确性,结合全国海岛保护规

律制度建设、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的主要措施、海岛

划、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省级海洋功能区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居民海岛基础设施建设

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沿海省、自治区土地利用总

和公共服务能力水平、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数量、类

体规划等规划、区划对海岛保护的要求,将管辖区域

型、区域分布及开发利用现状等。 在此基础上,分析

内的海岛进行分区,明确各区的范围,注重各区之间

海岛保护与利用面临的生态、资源利用、特殊用途海

的差异性和区内的统一性。 同时,根据各区海岛的

岛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能力、管理等方面

资源特点、保护与利用现状,明确阐述主要功能,提

的主要问题。 分析国家和其他沿海省、自治区海岛

出今后海岛保护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主要措施,落

保护与利用的战略或部署、有关政策、具体行动或措

实全国海岛保护规划对本辖区的要求,同时也要结

施等,把握辖区内海岛保护与利用面临的有利形势、

合地区实际进行深化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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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岛分布不均,浙江省最多 3 000 多个,约

应当尽量具体、明确。 一般而言,实施方案应当包括

21% ,而江苏省、上海市的海岛数量很少,仅有十几

划主要内容、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方法、预期成果、

占全 国 海 岛 总 数 的 41. 5% , 其 次 是 福 建 省, 约 占

规划依据、规划范围和期限、规划专题研究设置、规

个,天津市只有一个海岛。 对于海岛数量多的地区,

组织实施及进度安排、经费预算、参与人员等内容。

划分的区域的数量相应要多,对区域内的海岛保护

根据国家对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有关规定和规

目标、功能定位和主要措施尽可能制定详细的要求。

划编制工作的具体需要,应当组织参与规划编制的

对于海岛数量少的地区,划分的区域的数量可以相

人员参加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技术培训。

应地减少,甚至可以仅为一个区域,对区域内的海岛

4. 2摇 历史资料收集

保护目标、功能定位和主要措施的制定要很详细,建
议能够具体指导每一个海岛的保护与利用活动。
3. 5摇 重点工程

设置重点工程,是解决海岛保护与利用中的重

根据规划编制工作的需要,应重点收集以下几

方面历史资料:
(1) 海岛基本情况

包括省域海岛数量,面积,岸线长度,地区分布,

大问题、落实规划目标、实现规划任务的重要措施。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数量、类型、布局和开发利用现

根据规划期内海岛保护工作的需要,全国海岛保护

状,有居民海岛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

规划设置了十大工程。 为落实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涉及海岛的保护区建设,

要求,省域海岛保护规划中要设置重点工程,但具体

领海基点海岛及周边海域的保护与利用情况,海岛

设置哪几项重点工程,要根据本辖区的海岛保护的

保护与利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资料源于上世纪

实际需要确定,可以涵盖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设置的

海岛调查资料,908 专项海岛调查资料,沿海省、自

十大工程,也可以仅涵盖其中部分重点工程,也可以

治区海岛管理部门掌握的海岛基本情况资料等。

增加全国海岛保护规划中未设置的工程。
对于设置的每一项重点工程,应制定明确的工

(2) 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

包括国家和省域的海岛政策,《 海岛保护法》 及

作目标、工作任务、工作安排,尽量明确的具体的海

有关配套制度,省域的海岛管理法规,国家发布的海

岛上。 重点工程的安排,要保证在规划期内可实施,

岛保护规划编制的有关技术规范,省域海岛保护与

能够解决当前海岛保护与利用面临的重大问题。

利用管理的行动和举措等。

3. 6摇 保障措施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涉及到国家海洋权益维护、

(3) 相关规划、区划

包括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省域国民经济和社会

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系统保护、海岛自然资源合理

发展规划,省域海洋功能区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利用、海岛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复

省、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省域海洋经济发

杂的规划。 要实施这一规划,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措

展规划,省域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相邻地区海岛保护

施作为保障。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要根据实现其目标

规划等。

和分类保护、分区保护的要求,提出相应的保障措
施,包括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人才培养、宣传教育、
科技支撑等。

4摇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技术流程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首先要制定实施方案,
然后再进行基础资料收集、规划有关的必要的专题

(4) 相关图件

包括省域海岛资源分布图,海岛地形地貌图,海
图,省域海洋功能区划图,海岛遥感影像图等。
(5) 其他

其他与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有关的资料。
4. 3摇 现场调查

对于历史资料缺乏或者信息比较陈旧的海岛基

研究、规划研究报告编写、规划文本编写、规划图件

本情况,需要进行必要的现场补充调查和走访,获取

绘制。 在技术文件形成过程中,要根据需要组织研

最新的海岛基本情况信息,以满足省域海岛保护规

讨,征求专家意见,以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划编制工作的需要。

4. 1摇 编制实施方案

4. 4摇 开展必要的专题研究

实施方案是规划编制工作实施的指导性材料,

沿海省、自治区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针对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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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规划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海岛及周边海域生
态系统保护、海岛基础设施建设、领海基点海岛保

5摇 结语

护、无居民海岛分类及开发利用等,开展必要的专题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的编制既是一个严密的规划

研究,必要时应当征求军事机关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科学体系,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地方海岛管理工

4. 5摇 编写规划研究报告及文本

作。 在保证科学性、合理性的前提下,应当重点体现

结合专题研究,编写规划研究报告及规划文本。

规划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从实际需要出发。 目前,

其中研究报告应当涵盖规划文本的有关内容,对规

省域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有关技术和方法还处于探

划文本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规划文本应

索阶段,本文仅对规划的定位、依据、期限、主要内容

当包括海岛保护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导思想、原则

及编制技术流程进行了初步研究,仍需要进一步进

和目标、海岛分类保护、海岛分区保护、重点工程、保

行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

障措施等内容。
4. 6摇 规划图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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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l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under Provincial Territo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ate

Island Conservation Planning System, the compilation of which will be kicked off nationwide soon.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on the compiling techniques for the Planning in terms of the planning orientation, basis, time
limit, main contents, and proced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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