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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全球性的生态浪潮中ꎬ资源环境因素在临港经济区建设中得到高度重视ꎬ生态安全成为共同的目标

诉求ꎮ 在中国境内ꎬ很多临港经济区产业层级偏低、然而建设规模宏大ꎬ对所在区域的生态安全构成了挑战ꎮ 该文
首先分析了典型的沿海港口及相关活动对生态环境或将造成的负外部性ꎬ以及由此引发的区域生态安全演化状
态ꎬ然后提出旨在释放生态压力的综合性政策响应ꎬ最后以曹妃甸为实例说明调控大型临港经济区生态安全的设
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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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港经济区生态安全问题的关注显得非常紧迫ꎮ 因此
在上述背景下ꎬ构想和谋划具有环境友好特征的生

近些年ꎬ由于近海及海洋开发强度不断加大ꎬ临

态型临港经济区ꎬ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对大型临港

港经济区的生态问题日渐凸显ꎬ破坏性开发已见显

经济区的生态安全演化和调控展开专门研究ꎬ取得

露ꎬ生态安全态势较严峻ꎮ 国内的很多临港经济区

实效性的研究成果ꎬ将有利于维护和保障以港口为

表现出规模体量庞大、依靠填海造地扩展面积、重化

核心的临港经济区生态系统的长期安全ꎮ

工业导向等共性特征ꎬ已经威胁到区域生态安全ꎮ

２

目前ꎬ大型临港经济区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有:空气
和水污染严重ꎬ湿地减少ꎬ生物多样化指数下降ꎬ入

文献述评
生态安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是指生态环境处

海陆源污染物增加等ꎮ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提出的全

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ꎮ 维护生态安全主要是

球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中就明确包括港航活动ꎬ并

防止环境低劣和自然资源的退化削弱经济可持续发

将其作为环境整治的重要部分ꎮ

展的支撑能力ꎬ这成为大型临港经济区建设的必然

近几年ꎬ很多西方国家的传统港口城市兴起了

选择ꎮ 在学术研究方面ꎬ临港经济区的生态问题逐

重塑城市景观、营造美好环境的浪潮ꎮ 例如在澳大

渐得到较多关注ꎮ 黄国柱等( ２０１５) 测算评估了天

利亚 墨 尔 本 港ꎬ 制 定 出 « 生 态 可 持 续 发 展 指 南 »

( ＥＳＤ) ꎬ提出通过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进港口
开发ꎮ 在国内ꎬ当前全社会的资源和环境觉悟也都
在空前提升ꎬ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ꎬ强化对大型临

津临港经济区人工生态湿地建设的综合效益ꎮ 陈挚
(２０１３) 以汉堡港口新城为例ꎬ介绍了城市更新中的
生态策略ꎮ 张成考( ２０１３)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前提
下ꎬ应用进化博弈论对生态型港口物流园区的演化
机理进行了研究ꎬ提出进化稳定策略ꎮ 王栋和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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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 集体
行动框架下的临港产业共生机理与模式研究” ( ＢＪ２０１４０８２) ꎻ２０１５ 年

芳(２０１３) 剖析了河北省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的
生态问题ꎮ 刘翠莲等( ２０１２) 利用 ＤＰＳＩＲ 模型评价
了辽宁省生态港口群建设ꎮ

总体观察ꎬ目前的相关成果虽然不少ꎬ但主要是
针对港口、港口群或者整个港口城市的ꎬ而从特定区

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一带一路’ 战略框架下的河北省国际

域层面展开的生态安全演化评价及调控机制研究还

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 Ｇ２０１５２０９２６２)

成果中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素材和现象表述ꎬ但没能

物流体系重构研究” ( ＨＢ１５ＹＪ０３３) ꎻ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临港

很缺乏ꎮ 已有的涉及到临港经济区生态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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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安全的视角做出凝练和提升ꎮ 所以ꎬ在生态

系统建设仍然滞后ꎬ船舶压舱水生物灭活技术储备

安全和大型临港经济区建设之间还缺少紧密契合ꎮ

不足ꎬ这都使得规模庞大的散货码头面临着很大的

下面本文将首先明晰大型临港经济区的生态安全景

环境风险ꎮ 而且由于项目后评价的缺失ꎬ港口建成

象ꎬ分析生态安全归因及调控需求ꎬ然后以曹妃甸作

后累积的环境影响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缺乏清晰的处

为代表性大型临港经济区ꎬ提出维护生态安全的全

理要求ꎮ

方位调控建议ꎮ

３.１.３

３

大型临港经济区建设的生态安全演化归

因与调控需求

临港重化工业威胁生态安全

港口在转运大宗货物上的巨大优势决定了重化

工业一直是大型临港经济区的产业发展侧重方向ꎬ
很多原来布局在内陆的资源产地附近的企业逐渐迁

在五种现代运输方式中ꎬ水运最为遵循可持续

移到沿海临港地区ꎮ 在中国的大型临港经济区ꎬ钢

原则ꎮ 很多地方依靠自然优势ꎬ选择深水地域建港ꎬ

铁、石化、电力等重化工业项目分布密度高ꎬ各种污

随后出现活跃的港口经济圈ꎬ并进而辐射整个区域

染排放的综合强度相当大ꎬ与陆域及近岸海域维护

发展ꎮ 但若不强调港口及临港经济区的生态保护ꎬ

生态安全的要求存在明显矛盾ꎮ 这些临港重化工业

必将危及所在地域的生态平衡ꎬ干扰邻近居民的生

排放的大量污水、废气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

活空间ꎮ

生态平衡ꎬ超出了可以自然修复的功能极限ꎬ生态安

３.１

全形势面临巨大压力ꎮ

大型临港经济区生态安全的渐变演化

３.１.１

港口建设与近岸海域生态的冲突加剧

中国近岸海域生态安全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原

３.２

大型临港经济区生态安全的调控需求
港口处于海陆两大自然地理互为衔接的过渡

因便是港口开发建设占用大量滩涂、天然林等自然

带ꎬ是海洋能量与陆地能量相互缓冲或迭加的动态

用地ꎬ以及大体量填海引发的沿海湿地受损ꎮ 为了

空间ꎮ 临港经济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共

满足船舶大型化的深水要求ꎬ新建港区往往位于外

同体ꎬ不同的发展理念和策略选择都会影响到临港

海地域的原有自然岸线基础上ꎬ对于水生物种、潮汐

经济区的生态安全ꎮ 功能良好的临港经济区生态系

环境等都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例如在 １９７４ 年 － １９９３

统以稳定、持续ꎬ结构有序和可恢复为特征ꎮ 然而对

年间ꎬ在天津唐山沿海共有总计 ３１３ 平方公里的潮

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ꎬ将会引致生态系统朝着不

约 ４５０ 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天津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

举措即为通过填海造地提供临港产业和城市建设的

间滩涂被用作盐池ꎮ 在之后的 １９９４ 年 － ２０１０ 年ꎬ有

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化ꎮ 沿海地区海洋战略的一大

甸区围填ꎬ其中包括 ２１８ 平方公里的潮间滩涂ꎮ 根

空间承载ꎬ继而引发滩涂占用与湿地保护的矛盾加

据发展规划ꎬ预计两地在“ 十三五” 期间还要占用更

剧ꎮ 客观来讲ꎬ大规模吹填必然破坏滨海生态系统

多的潮间滩涂ꎮ 这些吹填造地活动使得渤海湾湿地

提供的污染净化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及气候

面积锐减ꎬ很多鸟类的栖息地和觅食地不复存在ꎬ区

调节功能等生态服务ꎮ

域生态服务价值显著降低ꎮ
３.１.２

规模庞大的散货码头增加环境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旺盛港口需求条件下ꎬ客
观上面临港口活动增长与维护生态安全之间的两

由于中国港口货种结构的限制和散货的自然特

难ꎮ 如果经济利益驱动的过度开发超出临港经济区

性等原因ꎬ规模庞大的散货码头对生态安全既有日

的生态下限ꎬ使追求增量目标的经济功能挤占以稳

常损害、又有潜在重大隐患ꎮ 目前ꎬ煤炭和铁矿石等

定性为标志的生态机能ꎬ而且过量的经济开发的负

干散货码头粉尘污染、油品等液体散货码头的油气

外部性得不到补偿ꎬ就会出现生态退化ꎮ 当前ꎬ生态

无序排放、散货船压舱水外排等环境污染情况比较

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民众的共同诉求ꎬ负责任地维护

严重ꎮ 靠近海域、临港布局的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

大型临港经济区的生态安全成为必然选择ꎮ 为此ꎬ

及仓储设施有潜在溢油风险ꎬ如果出现陆域溢油大

必须遵循港口的不同功能类型和当地的实际环境来

量入海或船舶溢油事故ꎬ必然严重损伤生态安全ꎮ

确定相应的要求和重点ꎬ制定修复大型临港经济区

目前在国内ꎬ干散货码头粉尘污染治理虽已取得一

生态功能的规划和要素配置原则ꎬ通过展开全面调

定成效、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ꎬ油品码头油气回收

控来阻滞生态安全趋向紧张的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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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曹妃甸临港经济区建设的生态安全演化

与调控

９

纳潮量、泥沙冲淤的变化ꎬ填海造地还会破坏植被和
原有地貌ꎬ危及生物种群ꎬ降低水体污染扩散速率ꎬ
并使污染物在海底沉积ꎮ 因此ꎬ曹妃甸临港经济区

河北省位于环渤海经济圈核心区ꎬ拥有规模快

选择围绕原来的天然小岛大规模造地ꎬ而不是将多

速扩张的沿海港口群ꎮ 作为沿海后发地区的河北省

数产业项目摆放在陆地滩涂上ꎬ势必不利于生态安

近些年积极发挥新兴港口优势、大力推动临港产业

全ꎬ也不利于项目用地降低成本ꎮ

发展ꎮ 尤其是在国务院批复« 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 后ꎬ河北省的临港经济区建设更是被纳入了更

４.１.２

海域污染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位于渤海湾深部ꎬ水体循环

高的平台ꎮ 作为大型临港经济区的代表ꎬ曹妃甸的

和自净能力弱ꎬ并且重化工业集中布局ꎬ污染物排放

开发建设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启动ꎬ在十多年时间已累计

量大ꎬ近海海域污染已较严重ꎮ 目前ꎬ曹妃甸的海域

速聚集ꎬ港城建设稳步推进ꎮ

水、洗舱水、生活垃圾等ꎻ工业企业排污进入近海海

投入 ３ ０００ 多亿元ꎬ基础设施日臻完善ꎬ主导产业快
但是由于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高端要素瓶
颈等多方面原因ꎬ曹妃甸集聚的临港产业大多表现
为资源依赖性较强的重化工业ꎬ节能减排的压力很

污染主要有以下主要来源:进出港船舶排放的压舱
域ꎬ火电厂冷却用海水的循环污染等ꎮ
４.１.３

陆域污染

曹妃甸临港经济区陆域污染源众多ꎬ例如在空

大ꎬ对渤海海岸带脆弱生态的威胁也很大ꎮ 经济活

气污染方面包括:船舶、港口机械和临港工业企业燃

动的频繁使曹妃甸临港经济区的生态安全面临严重

煤燃油产生的烟尘及尾气排放ꎻ煤炭、铁矿石等干散

威胁ꎬ沿海地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明显下降ꎮ 目前ꎬ

货装卸及短途倒运造成的粉尘污染ꎻ陆路运输中的

曹妃甸的主要的临港产业及骨干企业如下表所示:

货物洒落和二次扬尘ꎻ工程施工中的搅拌扬尘等ꎮ
这些陆域污染都已经严重危害了曹妃甸临港经济区

表１

曹妃甸临港产业及骨干企业

序号 主导产业

骨干企业

１

钢铁制造

首钢京唐钢铁公司

３

港口物流

曹妃甸港务实业公司

电力能源

华润电力( 唐山曹妃甸) 有限公司

装备制造

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２
４
５

４.１

的生态安全ꎮ
４.２

基于生态安全压力的曹妃甸临港经济区综合

性政策响应

４.２.１

旨在加大治污力度的微观措施

结合曹妃甸海域条件和环境承载力ꎬ加大治污

力度ꎬ缩减污染物排放量ꎬ防止港口近岸海域生态质
量继续恶化ꎮ 加强港区陆域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ꎬ
加强船舶压舱水、洗舱水和生活污水的集中接收处

曹妃甸临港经济区建设触发的生态安全问题

理ꎮ 制定区域噪声管控方案ꎬ给港机设备加装消声

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临港经济区而言ꎬ港口

装置ꎬ严禁夜间鸣笛ꎮ 综合推进石化码头废气回收

疏浚和运营、靠港船舶排污、临港产业和滨海城市建

治理ꎬ设置回收装置ꎮ 加强干散货作业防尘的措施

设等因素都会危害周边的生态环境和海岸带情势ꎮ

落实ꎬ加快粉尘治理新技术工艺的引进或研发ꎮ 按

曹妃甸临港经济区坐落于渤海湾西岸ꎬ近年来迅猛

照最严格的安全标准ꎬ对液体化工码头的危险品作

增加的港口及临港产业活动对生态安全的威胁已经

业进行全面督查ꎮ

显现ꎬ沿海经济隆起带存在变成沿海污染集中带的

４.２.２

可能ꎬ部分生态敏感地点已必须进行修复ꎮ 下面首

强化临港经济区环境准入机制

参照曹妃甸沿海区域的海洋功能区划和企业清

先梳理近些年曹妃甸临港经济区建设已经触发的生

洁生产水平ꎬ制定临港经济区环境准入政策ꎬ严格执

态安全问题ꎮ

行环境准入门槛ꎮ 科学制订或调整曹妃甸临港经济

４.１.１

填海造地

区产业发展规划ꎬ改变重化工业比重过大、过于集中

曹妃甸临港经济区建设中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引

的现状ꎮ 港口建设及临港产业发展要尽量避免大规

致的生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ꎬ填海工程会改变所处

模填海造地ꎬ统筹规划好项目用地需求和建设进度ꎬ

海域的潮流运动特性ꎬ破坏现有海岸结构ꎬ引起海岸

严格控制吹填规模ꎮ 对于曹妃甸比较丰富的沿海滩

１０

李南等:大型临港经济区建设的生态安全演化与调控———以曹妃甸为例

涂资源ꎬ也要审慎利用ꎬ严格考察拟进区项目的投资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影响力和约束力ꎬ为评估累

强度、技术含量、排放标准等ꎬ在高敏感区划定生态

积风险提供科学依据ꎬ并与后续项目审批挂钩ꎮ

安全红线ꎮ
４.２.３

架构生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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