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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海岛整治修复规划探讨
———以福建省为例

汤坤贤1,2 ,庄孔造,宋摇 晖,涂武林

(1.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厦门 361005;2. 国家海岛规划与保护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361005)
摘摇 要: 该文以福建省为例,总结并分析了省级海岛整治修复规划的方法、内容,以期为其它地方的海岛整治
修复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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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海岛的无序开发利用对海岛资源环境造

破坏的局面得到初步遏制和修复;海岛人居环境、淡

成严重的破坏,海岛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对海岛的生

水供应得到有效改善;海岛生活垃圾得到妥善处置,

态环境造成持续的破坏。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海岛生活污水基本实现达标

海岛保护法》 要求确定需要重点修复的海岛,国家

处理;建设一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海水淡化、码

安排海岛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海岛的保护和生态修

头道路等民生工程。 以保护和修复海岛生态环境,

复。 国家海洋局、财政部已于 2010、2011 年连续两

改善海岛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海岛经济发展,提高海

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中国海岛整治修复及保护。 为

岛开发利用价值,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了更加合理、有效地安排国家海岛整治修复及保护

2摇 规划原则

专项资金,确实解决海岛地区的生态与民生问题,国
家海洋局海岛办要求各省级、直辖市制定地方海岛
整治修复规划,明确 2011 -2015 年规划期内的海岛
整治修复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内容,建立海岛整治修
复项目库,制定海岛整治修复年度计划。
按照国家海洋局的工作部署,根据福建海岛的
情况,结合规划期内海岛整治修复项目库的建立,编

2. 1摇 生态优先原则

以整治修复被破坏的海岛生态环境,遏制海岛

生态恶化趋势,改善海岛生态条件为首要目标,采取
工程和生物措施,重点对被破坏的岛陆植被、岛体、
海岸、淡水资源、珍稀生物、海岛周边海域等实施保
护和修复。

制《 福建省海岛整治修复规划》 及《 福建省海岛整治

2. 2摇 民生优先原则

修复年度计划》 。 本文对该规划的方法、内容做简

海岛,重点解决海岛居民的饮用水、电力供应,改善

要的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其它地区的海岛整治修复
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1摇 规划目标
在充分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海岛资源环境和生
态系统现状、海岛面临的主要生态和民生问题的基
础上,按照国家海岛整治修复的方向,选取典型海
岛,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治修复,使修复海岛重要
的生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植被、岛体、岸线、沙滩

对于偏远有居民海岛和基础设施落后的有居民

码头、道路等交通条件,保护民宅、道路、港口码头等
重要民用设施,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改善
民生条件,提高海岛居民的生活生产水平。

2. 3摇 统筹兼顾原则

根据海岛的生态破坏程度,海岛急需解决的民

生问题,各地区海岛的数量,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资
金等统筹兼顾,平衡各地区之间的项目数量、投资总
额、年度计划等,保证各地急需、重要的项目优先得
到实施,确保有限的整治修复资金得到充分、有效的
使用。

收稿日期:2011-11-01
作者简介:汤坤贤,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海岛保护与整治
修复等方面的研究。

3摇 技术方法
规划的编制首先是应了解地方海岛的状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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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和地方的需求,需要和省、市、县的海洋部门

海潮盛行。 福建沿海地区是台风袭击频繁岸段,海

和地方政府、海岛居民多方沟通,同时登岛察看现

岛首当其冲,灾情特别严重。 台风往往给海岛地区

场,了解情况,记录现场情况与存在问题;在全面了

带来大风、暴雨、风暴潮等,经常造成海岛的海堤溃

解该省海岛状况的基础上,确定海岛整治修复的主

决、码头损毁、海岸崩塌、道路损毁、房屋倒塌、海水

要方向和规划的主要内容;充分比对各个海岛的综

倒灌、农田淹没、渔船和滩涂养殖被毁等严重的灾害

合情况后,确定规划期内整治修复的海岛数量与名

事故。
(6) 海岛局部环境污染严重。 海岛普遍缺乏生

称,整治修复项目内容、实施时间、规模和资金;制定
海岛整治修复年度计划。

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散乱排放,造成海岛空气、地

4摇 调查分析

表水、地下水和周边海域的局部污染。 有的海岛建
有简易的垃圾场和闷烧炉,部分生活垃圾得到简单

通过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地方海岛的自

的处理,但仍由部分垃圾无法得到及时清运和处理,

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分析海岛面临的资源、生态

许多海岛无任何垃圾处理设施,垃圾在村中、村外、

与民生等主要存在问题,为海岛整治修复的项目筛

海边随处堆放,严重污染海岛环境和附近水域。

选和内容确定提供依据。 如经过调查分析后总结了
福建省海岛的主要存在问题有:
(1) 海岛交通相对滞后。 海岛道路等级普遍较

低,所辖建制村有 8% 只通机耕简易道路,有 22 个
行政村未通路,许多海岛只有简易人行小道。 海岛
交通码头普遍陈旧,一些海岛只有简易小码头,有的
海岛码头设施,上下船只能凭借堤岸、礁石或沙滩,
海岛居民出行不便且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2) 海岛淡水资源缺乏。 大部分海岛缺乏地表

水体 , 是 福 建 水 资 源 最 紧 缺 的 地 区 。 目 前 , 还 有

42. 9% 的乡镇级以上海岛政府所在地未通安全饮用
水;已有供水工程的海岛 60% 以上是依靠打井取地

下水获取水源,难以满足供水需求;很多地下水源面
临枯竭或海水倒灌已无法饮用,有的地表水也因污
染而影响使用。
(3) 海岛电力供应不足。 海岛的电力供应相对

不足,特别是偏远海岛,如台山岛、东西星岛、赤山岛
等,主要通过柴油发电机,岛上居民限时段供电,且
电价很高,给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

(7) 特殊保护对象遭受一定程度破坏。 海岛及

其周边海域的珍惜生物、重要自然景观、海岛珍贵文
物等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特
别是一些重要的旅游沙滩、海岛景观、红树林以及大
黄鱼、鲍鱼、厚壳贻贝的栖息地和珊瑚礁均遭到破
坏。

5摇 重点工程
针对海岛生态破坏状况、海岛居民面临的主要
民生问题、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制约因素、海岛上
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等,确定规划期内海岛整治修
复的重点工程,各重点工程的主要整治修复对象、目
标、内容以及实施的海岛和资金等。
根据福建省的具体情况,确定海岛整治修复的
重点工程共 12 个,各重点工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5. 1摇 海岸保护

采取工程或生物措施保护受破坏的海岛岸线,

减轻海岸侵蚀、崩塌对海岛和岛上设施的破坏,工程

(4) 局部生态破坏严重。 在海岛上从事的渔业

措施主要采用建设或加固护岸的方式,生物措施主

生产、港口建设、旅游开发、围填海工程等开发活动

要是在泥质海岸种植红树林等防浪固岸的植物。 重

对海岛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等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程度

点保护影响民房、道路、重要文物和自然景观等安全

的破坏,导致海岛基岩裸露、山体崩塌、植被退化、水

的受破坏海岸。 优先保护受侵蚀严重、导致海岛面

土流失、海岸侵蚀、沙滩破坏等现象发生,甚至是一

积明显缩小的泥质海岸;重要的沙滩旅游娱乐区的

些无居民海岛在修路、填海时被夷平,消失。 另外,

沙质海岸应慎重使用护岸工程,避免护岸工程建成

有些浅海养殖密度过大,缺乏科学规划,造成海岛周

后加剧对沙滩的侵蚀,尽量采用丁坝、潜坝等其它的

围水域局部污染。

方法减轻海流对沙滩的侵蚀,养育沙滩;被破坏的基

(5) 自然灾害频发。 岛陆面积狭小或者远离大

陆,丘岭起伏,岸壁陡峭,土壤粗疏,暴雨集中,大风

岩海岸如果岸边无重要的保护对象,本规划期内暂
不采用工程措施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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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摇 岛体保护与修复

5. 7摇 周边海域整治修复

人为采石、取土造成的山体破坏,海岛滨海平原上取

乱的现象,开展海上养殖清理整治工作,重点清理不

砂造成岛体破坏,自然因素造成岛体侵蚀、崩塌等类

合理的违章海上养殖,控制养殖密度和适宜的养殖

型,采用工程措施防止岛体进一步崩塌,部分或全部

量,保留足够的海上通道。 对海上养殖和陆源排污

恢复岛体原貌;或采用恢复植被等生物措施防止水

造成的海域富营养化,吊养龙须菜等大型海藻开展

土流失,阻止岛体侵蚀的加剧。

富营养化海区的生态修复,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同时

5. 3摇 岛陆植被修复

增加渔民收入。

针对自然因素或人为破坏造成岛体破坏,包括

针对人为破坏导致植被消失、减少,植物群落退

针对海岛周边海域海上养殖密度太大,布局混

5. 8摇 饮水工程

化;自然因素造成植被生长不良,物种单一等现象,

针对海岛淡水资源缺乏,居民饮水困难的海岛,

采用人工干预的方法直接栽培乔木、灌木、草等植

根据海岛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能力,选择适宜的方法,

物,恢复岛陆植被;或通过改善岛陆土壤、水分等生

建设海岛饮水工程,饮水工程类型主要包括地表水

境,改善植物的生长条件,促进植被恢复,改善岛陆

收集与处理、地下水开采利用、海水淡化、岛外引水

生态系统。

等。 地下水、地表水丰富的海岛应优先利用岛上的

5. 4摇 沙滩整治修复

由大陆供水方便的海岛可选用岛外引水的办法;淡

针对人为沙滩取沙,海岛附近海底抽沙,海流侵

蚀造成的沙滩蚀退、下降,根据沙滩的功能和水动力
条件,采用建设丁坝、潜坝等工程措施,阻止沙的流
失,促进沙的沉降,逐步养育、恢复沙滩;也可以采用
人工回填沙的方法修复沙滩,恢复沙滩功能;同时,
清理沙滩上的垃圾、杂物、违章建筑物,改善沙滩的
环境卫生,提高沙滩的服务功能。
5. 5摇 淡水资源保护

主要是对海岛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保护。 根据海

岛地形条件,修建小型水库、池塘、雨水收集水渠与
储水池、水窖等设施收集和储存雨水,增加地表淡水
的储量;在岛陆中高处降水容易水集中的地方挖掘
渗井、渗沟,在降水入海处修建拦水闸、截流墙等,既
截住海水入侵,又可蓄淡补源。 控制打井的深度和
地下水开采量,避免海水入侵;加强生活污水、生活

淡水资源;对于淡水资源缺乏的海岛,离大陆较近,
水资源缺乏,离大陆较远,或自来水管铺设距离太长
的海岛可选用海水淡化的办法。
5. 9摇 供电工程

针对尚无电力供应,或采用柴油机发电供电的

有居民海岛,建设海岛供电系统。 距离大陆较近的
海岛优先推荐建设海底电缆,从大陆供电;距离大陆
较远,岛上居民人口较少,铺设海岛电缆费用太高的
海岛,可建设风力、太阳能发电系统,为岛上居民提
供电力。
5. 10摇 交通工程

海岛交通工程主要包括码头和道路两方面。
针对尚无码头的海岛,或仅有简易码头,但已破

坏严重,危及交通安全的海岛,建设海岛简易码头。
重点建设或维修加固有居民海岛的简易码头,方便
居民上岛和出海;对于具有较大开发利用价值或重

垃圾的污染治理,减轻对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加

要保护意义的无居民海岛,也可建设简易的码头,促

强岛陆绿化,促进水源涵养。

进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便于无居民海岛保护与

5. 6摇 潮间带生态修复

管理。

针对潮间带被破坏的红树林、珊瑚礁等海岛典

针对岛上交通不便,如仅有土路,或硬化道路不

型生态系统和潮间带底栖生物等珍稀生物,开展潮

足,或硬化道路已损毁严重的海岛,修建硬化道路,

间带生态保护与修复。 清除海滩上米草等入侵生

或对损毁的道路进行维护。 重点建设码头与村庄之

物;恢复被破坏的珊瑚礁、红树林、底栖贝类的生境

间、村庄与村庄之间、村庄与居民重要的劳动或活动

和种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防止人为盗采珊瑚礁、

场所之间的道路。

砍伐红树林、采撷受保护的珍稀生物;在海岛宜林滩

5. 11摇 污染处理工程

涂或被破坏的红树林区人工栽培红树林;人工增殖、
放流海洋珍稀生物。

海岛污染处理工程主要包括海岛生活污水和生

活垃圾处理工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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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包括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
理设施两部分,污水处理后需要继续回用的还需要
配套污水回用设施。 优先采用低成本、易管理、少维
护的工艺,如厌氧池、生物塘、人工湿地等处理技术。
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尽可能回用,可用于农业灌溉、景
观绿化、地层回灌等方面。

为 20 个,其中,宁德市 4 个,福州市 4 个,平潭综合

实验区 2 个,莆田市 3 个,泉州市 3 个,漳州市 4 个,
涉及的海岛数量为 24 个。 20 个项目中,无居民海
岛项目 8 个,有居民海岛项目 12 个。 有居民海岛项
目中,3 个为偏远海岛项目,9 个为生态破坏的有居
民海岛。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到专门的垃圾处理场所,根

按照项目的规模,重要性等将项目分为国家级

据海岛具体情况采用堆肥、焚烧、卫生填埋的一种方

和省级两种级别。 福建省的 20 个项目中,国家级的

法或多种方法组合处理。 垃圾场的选址应距离村庄
一定距离,且尽量避免在村庄的上风向,垃圾堆放和

项目有 16 个,省级项目有 4 个。

然后,确定每个重点项目的海岛基本情况、现状

填埋场地应进行防渗处理;应避免垃圾渗滤水对环

和主要存在问题、目标、项目内容、实施时间、投资估

境造成污染。 清理和妥善处置无居民海岛的海漂垃

算。 为下一步编写整治修复项目库或编写项目的申

圾。

报书和实施方案提供基本的内容和材料。

5. 12摇 特殊保护对象

重点保护海岛上的领海基点、海岛或海洋珍稀

生物、重要的历史文物、重要的自然景观等。

7摇 年度计划
根据福建省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紧迫性、重要
性,各地市之间的合理分配,项目投资额的有机组

6摇 重点项目

合,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之间、国家级与省级之

在对本地区海岛调查、论证、比对的基础上,按

间的合理搭配,制定海岛整治修复项目的年度计划。

照解决海岛生态问题、民生问题优先的原则,统筹兼

福建省 的 海 岛 整 治 修 复 年 度 计 划 除 已 经 实 施 的

顾,合理分配,确定本规划期内的海岛整治修复重点

2011 年外,其余每个年度安排 5 个项目,一般国家

项目。 如福建省规划期内的海岛整治修复重点项目

级的备选项目 4 个,省级的备选项目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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