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入海排污口分类分布特征及监督管理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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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广东省现有入海排污口清单的基础上, 将入海排污口划分为 4 类, 研究分析了入海排
污口的数量、类型和分布情况。研究表明, 广东省共有入海排污口 1 436 个, 东西两翼数量多于珠三角,
区域和地市差异明显。结合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和排污口分布特征, 针对性提出了推进入海
排污口规范化设置与备案、分类推进各类排污口污染治理, 提升入海排污口监管能力建设等监管措施,
为分类实施污染防治措施、强化重点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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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河流和入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海是当前近岸

横琴岛、湛江东海岛等接近大陆的有居民海岛。针

海域污染的主要源头, 加强入海排污口污染管控是

对河海交界面, 存在入海河流监测断面的, 以地

[1]

防治近岸海域污染的重点工作 。广东省近岸海域和

表水和入海河流国考断面为界; 无入海河流监测

海岸资源开发强度大, 部分河口海湾水质长期处于

断面的, 以大陆海岸线的河口岸线为界。调查基准

劣四类状况, 珠江口海域污染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

年为 2019 年。 

制, 湛江港 [2]、汕头港 [3]等海湾水环境状况亟待改善,

1.2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广东省“一
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构建, 将粤东、粤西
打造成新增长极, 与珠三角城市群串联成链, 形成
沿海经济带, 解决海域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
愈发迫切。
近年来省、市虽已多次组织开展入海排污口排
查工作, 但由于排查的最终目的不明确、入海排污口
定义模糊、排查规范不统一、排查边界不清, 造成了
排查成果不完善, 在监督管理上可运用程度低, 严
重制约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鉴于此, 在现
有入海排污口清单的基础上, 对广东省入海排污口
进行重新分类和补充调查, 明晰全省入海排污口数
量、分布等特征, 有针对性地提出分类监督管理措施,
为强化重点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改善和维护近岸
海域环境质量、打造“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鸥
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奠定基础。

1
1.1

研究方法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为沿广东省大陆海岸线直接向海域

排放污染物的污水排放口, 包括汕头南澳岛、珠海

分类方式
受入海排污口定义不明确、类型不统一的影响,

以往各次排查对入海排污口的归类也不尽相同, 现
有入海排污口分类方式详见表 1。从加强入海排污口
监督管理和分类施策的需要出发, 按照产生污染、需
要治理和抓住重点的原则, 结合广东省入海排污口实
际和以往多次排查结果情况, 将入海排污口分为 4 类:
第一类入海排污口: 主要指责任主体明确的工
业、企业(含发电厂、温排水)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入
海排污口和以工业、城镇污水处理厂为主的入海排
污口。
第二类入海排污口: 主要指镇村生活污水入海
排污口和以生活污水为主的混合污水排放口。
第三类入海排污口: 主要指畜禽养殖、水产养殖
排污口(含规模化养殖场、农业生产作坊)、农业面源
入海排污口和以农业源为主的混合污水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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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有入海排污口分类方式
Tab. 1 Existing classification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序号

分类方式

文件依据

1

污水直排口、排污河、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放口

陆源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环境监测与评价
技术规程(试行)[4]
渤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工作方案

3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技术规范 [5]

工业排污口、市政排污口、综合排污口、排污河

2

污水直排口、排污河、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放口、养殖排水口、
排涝泄洪口

4

工业废水排污口、生活污水排污口、混合污废水排污口、其他

5

(污水处理厂、农村生活污水、城镇生活污水、工矿企业污水、畜

黄海、东海和南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方案
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海洋与渔业污
染源普查工作

不再对排污口进行分类, 但须填报疑似污染来源:
渤海地区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禽养殖、水产养殖、盐田排水、雨水汇流、地表径流、地下渗水)
6

第一类入海排污口、第二类入海排污口、第三类入海排污口、第
四类入海排污口

本次研究

第四类入海排污口: 主要指存在污染物排放,

由于珠三角地区城市水产养殖等农业活动少 [6],

但污染源和排污主体分散、无明确责任主体的纳污

且河网密度和水面率相对较高, 对降水的水文响应

沟(渠)。

较快, 水系调蓄能力相对较好, 因而第三类和第四

2
2.1

入海排污口与海域环境状况分析

牧业、水产养殖业等直接以自然物为生产对象的产

总体情况
本次研究全省入海排污口总数为 1 436 个, 分布

情况见图 1。从整体上看, 入海排污口呈现出东西两翼
数量多于珠三角, 区域和地市差异明显的分布特征。按
分类情况, 全省 4 个类型入海排污口数量占比排序为:
第三类入海排污口(511 个, 35.59%)>第四类入海排污
口 (402 个 , 27.99%)> 第 二 类 入 海 排 污 口 (352 个 ,
24.51%)>第一类入海排污口(171 个, 11.91%)。
2.1.2

水养殖比例较高, 结合《2019 年广东统计年鉴》 [7],
广东省第一产业(泛指农业, 包括种植业、林业、畜

入海排污口状况

2.1.1

类入海排污口数量相对较少。而粤东、粤西地区海

区域分布特征
从地区各类入海排污口的组成占比(图 2a)上看,

业)占比较高的沿海城市几乎均为粤东、粤西地区地
市, 平均占比达到 11.93%, 广东省海水养殖面积多
年来持续维持在 250 万亩左右[6, 8], 集中分布在东西
两翼地区, 故其第三类入海排污口数量相对较多。同
时, 根据《2017 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9]和《2018 年
广东省水资源公报》[10], 全省年降雨量的高值集中在
阳江—江门、汕头—汕尾一带(图 3), 故粤东、粤西
地区第四类入海排污口数量也占有一定比例。

2.2

海域环境状况

粤东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差异性较大, 珠三角地区以

根据近 5 年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数据形成

第一类入海排污口和第二类入海排污口为主, 粤东

的近岸海域年均变化趋势(图 4)显示, 全省优良海水

地区以第三类入海排污口和第四类入海排污口为主,

面积和劣四类海水面积占比呈小幅波动, 大体上基

粤西地区各类入海排污口占比相对均匀, 均在

本保持稳定。2019 年全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如

20%~28%, 比例相差很小。从各地区各类入海排污

图 5 所示, 年均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和

口平均数量(图 2b)上看, 广东省第一类入海排污口

劣四类的海水面积分别为 48.1%、39.1%、4.9%、1.6%

和第二类入海排污口数量分布较为均匀, 地区平均

和 6.3%[11], 年均优良海水(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

差异并不大, 而第三类入海排污口和第四类入海排

标准)面积比例为 87.2%; 非优良海水相对集中分布

污口则呈现出较大的数量差异, 表现出明显的地区

在珠江口、深圳湾、柘林湾、汕头港、广海湾、镇

特性。

海湾、海陵湾、水东湾、湛江港、雷州湾等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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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Fig. 2

图 1 广东省入海排污口分布情况
Distribution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 2 珠三角地区和东西两翼入海排污口分布特征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wage outfal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ts east and west wings
a. 各类入海排污口的组成占比; b. 各类入海排污口平均数量

海湾, 其中, 劣四类海水主要分布在粤东地区的汕

策的需求, 以 4 类入海排污口为重点, 推进构建全责

头港、粤西地区的湛江港和珠三角地区的珠江口等

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海污染排放监管体

局部海域, 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系。其中, 第一类入海排污口重点要压实主体责任,

该些区域主要是河口区一定范围的海域以及部分水

严格落实排污口全面达标排放; 第二类入海排污口

动力较弱、水交换条件较差海湾的局部区域

3

[12]

。

重点要因地制宜推进污水截污纳管建设, 确保污水有
效收集处理; 第三类入海排污口重点要推进非法养殖

监督管理措施建议

清理, 规范养殖行为; 第四类入海排污口要实施“一

根据广东省入海排污口环境监督管理和分类施

沟一策、一渠一策”, 统筹推进入海沟渠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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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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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东省年降雨量分布特征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nual rainfall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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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一步推进入海排污口规范化设置与
备案

3.1.1

研究明确河海分界
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 从河海自然交界面、近岸

海域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管理、海陆联系和管理需
求综合研究划分“河海”“陆海”界限, 进一步界定
图 4 广东省近 5 年近岸海域水质年均变化趋势
Fig. 4 Annual average change trends in coastal water quail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last 5 years

Fig. 5

3.1.2

入海排污口界限管理范围, 为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
备案和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构建统一协调的河海区
域管理体系。

图 5 2019 年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
Marin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9

建入海排污口备案、已建排污口补充备案、已审批

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
进一步明确入海排污口设置规范, 细化入海排

排污口转备案。充分利用备案制度, 从严控制“两高

污口设置论证技术要求, 在海洋自然保护区、重要渔

一资”产业在沿海地区布局, 依法淘汰沿海地区污染

业水域、海滨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

物排放不达标或超过总量控制要求的产能 [14], 倒逼

域, 不得新建入海排污口。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根据海

珠三角地区和东西两翼加快沿海产业布局优化和绿

洋功能区划、海水动力条件和海底工程设施等情况,

色发展转型升级。

选择将排污口深海设置, 科学利用海洋纳污能力,
实行污水集中处理离岸排放 [13]。
3.1.3

3.2

分类推进各类排污口污染治理

3.2.1

建立完善入海排污口备案制度
适时出台入海排污口备案技术指引、备案方法

指南等指导性文件, 指导各地依法规范统一开展新

第一类入海排污口

3.2.1.1

严格实施工业企业污水达标排放

全面排查工业入海排污口污染物排放情况,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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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落实排污许可制管理要求和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

殖示范创建, 推广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集约高效、

排放计划, 严格执行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 加强沿

质量可控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动用水和养水相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

结合, 实行养殖区域或养殖品种轮作, 降低传统养

工区等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鼓励企业开展清洁化

殖区水域滩涂利用强度。

升级改造和中水回用, 提高企业清洁化生产水平。

3.2.4

3.2.1.2

3.2.4.1

重点提升城镇污水厂脱氮除磷能力

第四类入海排污口
明确重点整治名录

突出氮、磷控制, 科学优化和合理调整污水处理

加强入海河流及沟渠水质监测, 以汇入海域环

设施工艺与运行参数, 按照“先优化运行、后工程措

境质量改善要求为导向, 以直接排入珠江口、深圳

施, 先内部碳源、后外加碳源, 先生物除磷、后化学

湾、柘林湾、汕头港、广海湾、镇海湾、海陵湾、

除磷

[15]

”的技术原则, 大力提升污水处理设施脱氮除

水东湾、湛江港、雷州湾等河口海湾的入海河流及

磷效果。强化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 确保水质稳

沟渠为重点, 遴选和建立重点整治名录。

定达标排放。

3.2.4.2

3.2.2

第二类入海排污口

3.2.2.1

统筹推进入海沟渠综合整治

研究制定“一沟一策”、“一渠一策”整治方

加快完善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系统

案, 加快推进重污染排污沟和纳污排涝泄洪渠治理,

加 快 推 进 城镇 污 水 处 理设 施 及 配 套管 网 完 善 ,

系统开展入海河流水体达标治理, 因地制宜地采取

强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

工程和管理措施, 着力削减入海污染负荷。鼓励汇

集。离城市较近的乡镇或具备条件的乡镇, 要加快生

入同一片海洋功能区的临近河流或沟渠开展连片

活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污水输送管网的统一规划、

整治。

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尽可能将生活污水纳入城市管

3.3

网处理 [16]。

3.3.1

3.2.2.2

3.3.1.1 加快推进重点排污口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有序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大力提升入海排污口监管能力建设
大力完善监测体系

根据沿海农村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情况, 因地制

优先完成规模以上(指日排废污水 300 立方米或

宜采取合理的污水治理方式和技术。对城镇周边的

年排废污水 10 万立方米以上)入海排污口在线监测

村庄生活污水优先纳入城镇污水系统统一处理, 较

设备安装, 并与环保部门进行联网。加强在线监测设

偏远的村庄因地制宜选择集中式或分散式污水处理

备和数据的维护, 确保设施稳定运行。

设施, 鼓励相邻自然村合并建设和共享建设污水处

3.3.1.2

理站。
3.2.3

科学制定入海排污口监测方案, 以汇入重点河
第三类入海排污口

3.2.3.1

加大常规监测力度

口海湾、入海污染通量较大、对邻近海域环境污染

强化海水养殖空间管控

和生态影响较大的入海排污口为重点, 持续开展入

全面落实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禁养区内禁止从
事水产养殖活动, 依法取缔现有水产养殖排污口,

海排污口监测, 系统掌握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
3.3.1.3

建立定期巡查制度, 坚决制止非法养殖的回潮反弹;

加强监督性监测

鼓励入海排污口使用单位开展自行监测, 强化

禁养区以外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

各类入海排污口监督性监测, 适当加密工业与城镇、

产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依法申领《水域滩涂养殖证》

规模以上入海排污口的监督性监测频率, 根据入海

后方可从事养殖生产。

排污口污染类型及排放规律, 优化差异性监督性监

3.2.3.2

测方案, 适当增测特征性指标。

加大养殖尾水治理力度

结合全省气候、环境、养殖模式、排放尾水方

3.3.2

严格入海排污口执法监管

式和海域使用功能要求等, 在现有海水养殖尾水相关

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 完善海洋环境保护信息

标准和排放要求基础上, 研究出台适宜广东省的海水

共享机制, 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下达整改通知,

养殖尾水地方标准。加强养殖尾水水质监测, 对不达

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 依法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建立

标的尾水开展综合整治, 确保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常态化执法巡查机制, 加强重点入海排污单位污水

3.2.3.3 推广集约化、高效成片的生态养殖模式

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的巡回检查, 严厉打击偷排、漏

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大力开展水产健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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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超标排放、私设暗管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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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现有入海排污口清单的基础上, 对沿全

省大陆海岸线直接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污水排放口
进行了补充调查, 分析了各类入海排污口的现状分布
情况, 全省共有入海排污口 1 436 个, 其中, 第一类入
海排污口 171 个、第二类入海排污口 352 个、第三类
入海排污口 511 个、第四类入海排污口 402 个。入海
排污口数量呈现出东西两翼数量多于珠三角的分布
特征, 不同区域和地市入海排污口的主要类型差异
明显。
以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为导向, 遵循“查、测、
溯、治”总体路线, 坚持陆海统筹、以海定陆, 实行
分类指导、分类控制, 从进一步推进入海排污口规范
化设置与备案、分类推进各类排污口污染治理、大
力提升入海排污口监管能力建设三方面提出广东省
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措施, 推进构建全责清晰、监控
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海污染排放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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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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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st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study divided these
sewage outfalls into four categories for analysis of their number, type, and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1436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in the whole province. The number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located in the east and west wings is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loca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re are
distinct regional and urban differences. Combin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coastal wat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the article proposes targeted supervision measures, like impelling the standardized establishment and filing of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promoting the pollution treatment of
various sewage outfalls by classification, and establishing improved supervision capacity for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classified implementation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key sewage outfalls into the sea.
(本文编辑: 谭雪静)

58

海洋科学 / 2021 年 / 第 45 卷 / 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