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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新港 苑援 员远 溢油事件的公众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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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袁辽宁 大连 员员远园圆猿冤

摘摇 要院圆园员园 年 苑 月 员远 日中石油大连大孤山新港码头储油罐输油管线发生爆炸事故袁部分石油泄漏入海遥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 猿园 日袁开展了公众问卷调查遥 结果显示袁有 怨远豫 的受访者了解此次的溢油事件袁怨缘豫 以上的

公众有亲海愿望遥 受访者中总体认为溢油对生态环境野影响严重冶的占 缘苑豫 曰溢油后 关注的问题是野生
态恢复冶者占 远源豫 遥 认为养殖业尧旅游业受到野影响严重冶者分别达到 缘源豫和 源缘豫 遥 金石滩尧开发区城区尧
大连湾调查区域回答对养殖业野影响严重冶的占 愿园豫 以上遥 金石滩尧大连湾区域回答对旅游业野影响严

重冶的占 苑园豫以上遥 旅顺龙王塘的问卷调查多项结果显示袁基本没有受到溢油影响遥 对政府所采取的应

急处理措施袁公众基本满意度达到 愿圆豫 遥
关键词院溢油事件曰海洋坏境曰水产养殖曰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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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是地球的资源宝库袁人类在大规模开发

海洋的过程中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袁溢
油事故就是其中之一遥 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袁石
油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尧日本袁居世界第三位袁港口

石油吞吐量正以每年 员 园园园 余万 贼 的速度增长咱员暂 遥
近年来袁海上油污染事故频发袁如 圆园员园 年发生在

美国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的野深水地平线冶
平台漏油事件袁预计造成了约 源怨园 万桶原油的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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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袁给墨西哥湾当地的海洋环境及海洋经济带来

了灾难性后果袁已成为美国迄今为止历史上 严

重的海上漏油事故咱圆暂 遥
溢油作为一种灾害性事故袁具有突发性强尧波

及面广及危害大等特点遥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 员远 日袁大
连新港附近中石油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

火袁造成大量原油流入海中咱猿暂 遥 事故发生后袁政
府积极利用遥感技术对油污信息和清污效果进行

了监测遥 在大连野苑窑员远冶溢油事故应急处理中袁
公众参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袁公众参与已经成为

应对海洋污染突发事件的新途径咱源暂 遥 人与自然

环境都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相互依

存尧和谐共处尧共同促进的关系遥 海洋是自然生态

系统中 大的生态系统袁海洋生态文明是建立自

然生态系统文明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咱缘暂 遥 人类必

须注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海

洋生态文明观遥 溢油后对公众进行问卷调查袁不
仅可以掌握公众的心理意愿袁而且可以了解今后

开展环境恢复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取向袁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袁以创建和谐文明的社会遥
本文通过在 苑援 员远 溢油事故核心区及其周边区域袁
采用随机问卷的方法进行公众调查袁根据问卷调

查的统计结果袁以了解公众 关心的问题遥
员摇 调查内容与方法

员援 员摇 问卷调查的内容

员援 员援 员摇 选择题调查内容

渊员冤平时你愿意到海边游玩吗钥 渊粤 愿意 月
不愿意冤曰渊圆冤您是否对本次溢油事件已经了解钥
渊粤 了解 月 不了解冤曰渊猿冤您了解本次溢油事件的

渠道渊粤 报纸 月 网络 悦 电视 阅 耳闻目睹冤曰渊源冤您
认为溢油事件带来影响 大的是哪个方面钥 渊粤
生态环境 月 旅游 悦 水产养殖 阅 其它 冤曰渊缘冤目

前袁您及同事渊或朋友冤所生活海岸的环境质量如

何钥 渊粤 良好 月 一般 悦 较差 阅 很差冤曰渊远冤您认为

本次溢油事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钥 渊粤
无影响 月 影响较小 悦 影响较大 阅 影响严重冤曰
渊苑冤您认为本次溢油事件对该区域水产养殖的影

响如何钥 渊粤 无影响 月 影响较小 悦 影响较大 阅
影响严重冤曰渊愿冤您认为本次溢油事件对该区域旅

游的影响如何钥 渊粤 无影响 月 影响较小 悦 影响较

大 阅 影响严重冤曰渊怨冤对政府在本事件应急处理效

果的总体印象钥 渊粤 很好 月 较好 悦 不错 阅 不

好冤曰渊员园冤您认为溢油事件是否会对当地经济发

展及居民收入水平产生影响院渊粤 无影响 月 影响

较小 悦 影响较大 阅 影响严重冤曰员员尧您对溢油事件

关心的问题是院渊粤 安全管理 月 经济赔偿 悦 生

态恢复 阅 其它冤遥
员援 员援 圆摇 问答题调查内容

您见到过的受损害生物有院渊员冤死亡的曰渊圆冤
粘油的遥
员援 圆摇 调查区域和方法

采用随机问卷的方法袁于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 猿园 日袁
对淤金石滩尧于大连湾镇尧盂开发区城区尧榆大连

市区尧虞旅顺龙王塘鱼港尧愚旅顺龙王塘盐场等地

的居民尧商业者尧养殖业者尧游客等进行了问卷调

查遥 调查区域如图 员遥

图 员摇 关于溢油事件的公众调查区域

云蚤早援 员 孕怎遭造蚤糟 泽怎则增藻赠 则藻早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共发放了 员员缘 份问卷袁得到有效问卷 员园愿 份遥
圆援 员摇 公众的亲海意愿

受访对象中袁有亲海意愿的人员占 怨缘豫 遥
圆援 圆摇 对溢油事件的了解

受访对象中袁有 怨远豫的人员了解溢油事件遥
圆援 猿摇 了解溢油事件的媒体渠道

受访者中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溢油事件的结

果为院通过电视了解溢油事件的占 源缘豫 袁通过网

络的占 猿愿豫 袁耳闻目睹的占 圆猿豫 袁通过报纸的占

员怨豫 遥 渊总计不为 员园园豫 袁因为有多选的受访者冤
圆援 源摇 溢油事件影响的 大方面

受访总体人员中袁缘苑豫 的人认为溢油事件影

响 大的是生态环境袁员愿豫 的人回答为水产养殖

业袁员苑豫的人回答为旅游业袁其他占 愿豫 遥
各调查区域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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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袁如图 圆遥 主要原因推测为受溢油影响的程度

不同遥 大连湾镇区域认为水产养殖业影响排列第

一袁占 缘园豫 遥 金石滩尧大连开发区尧大连市区调查

结果显示袁生态环境的影响排列第一袁分别为

源缘豫 尧愿怨豫和 愿园豫 遥 其中金石滩调查区域中袁旅
游业的影响为第二位袁占 猿源豫 遥 旅顺龙王塘的调

查结果显示各方面所占比例均较低袁且较均衡袁表
明几乎没有受到溢油的影响遥

图 圆摇 各区域溢油影响主要方面的调查结果

云蚤早援 圆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 贼澡藻 皂葬蚤灶 葬泽责藻糟贼泽 燥枣 贼澡藻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早蚤燥灶泽

圆援 缘摇 对海岸环境质量的总体印象

关于对溢油后海岸环境质量总体印象袁总体

受访人员中袁有 猿员豫 的人员回答野很差冶袁圆员豫 的

回答野较差冶袁圆苑豫的回答野一般冶袁圆员豫的回答野良
好冶遥

对海岸环境质量的问卷调查袁各调查区域的

结果差异较大袁如表 员遥 从大连湾到大连市区和

旅顺龙王塘的受访者认为海岸环境质量良好的比

例逐步提高袁特别是旅顺龙王塘袁有 愿员豫 人员回

答海岸环境质量良好袁也就是说溢油没有对该地

区造成影响遥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袁溢油影响严

重区域在金石滩至大连湾之间遥
表 员摇 海岸环境质量各区域的问卷调查

栽葬遭援 员 粤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贼澡藻 择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糟燥葬泽贼葬造 藻灶鄄
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 葬枣贼藻则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早蚤燥灶泽

调查区域
你认为海岸环境质量如何 辕 渊豫 冤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金石滩 园 圆员 圆员 缘怨
开发区城区 园 猿猿援 猿 猿猿援 猿 猿猿援 猿
大连湾 员园 圆园 员园 远园
大连市区 员愿 猿远 猿园 员远
旅顺龙王塘 愿员 员猿 园 园

圆援 远摇 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问卷调查

总体受访人员中袁有 缘缘豫 的人员回答野影响

严重冶袁员苑豫的回答野影响较大冶袁回答野影响较小冶
和野无影响冶的分别为 员圆豫 尧员远豫 遥 各区域的调查

结果如图 猿袁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袁从金石滩到龙王塘袁呈现递减的趋势袁而龙

王塘几乎没有受到溢油的影响遥

图 猿摇 溢油对各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调查结果

云蚤早援 猿 粤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蚤皂责葬糟贼 蚤灶 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藻灶增蚤则燥灶鄄
皂藻灶贼 葬枣贼藻则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早蚤燥灶泽

圆援 苑摇 对水产养殖业的影响程度问卷调查

溢油对养殖业的影响程度调查袁总体受访人

员中袁有 缘源豫回答影响严重袁如图 源遥 各区域的调

查结果如图 缘遥
金石滩尧大连湾尧开发区的调查袁认为对水产

养殖业影响严重的均在 愿园豫以上渊图 缘冤遥

图 源摇 溢油对养殖业影响程度的问卷调查结果

云蚤早援 源 粤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蚤皂责葬糟贼 蚤灶 葬择怎葬糟怎造鄄
贼怎则藻 葬枣贼藻则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圆援 愿摇 溢油对旅游业的影响程度问卷调查

受访者总体中袁回答溢油对旅游业野影响严

重冶的占 源缘豫 袁回答野影响较大冶尧野影响较小冶和

野无影响冶的分别占 圆猿豫 尧员源豫和 员愿豫 遥
在各调查区域中袁金石滩和大连湾的受访者

认为对旅游业影响严重的比率 高袁分别为 苑远豫
和 苑园豫 渊图 远冤袁上述区域的许多土特产市场袁游客

寥寥无几袁商贩多于游客曰龙王塘的调查对象中袁
愿员豫的回答对旅游无影响袁反而感觉旅游人数相



猿圆园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图 缘摇 溢油对各区域养殖业的影响程度问卷调查果

云蚤早援 缘 粤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蚤皂责葬糟贼 蚤灶 葬择怎葬糟怎造贼怎则藻 葬枣贼藻则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早蚤燥灶泽

比去年较多袁主要是因溢油的影响袁其他区域环境

不佳袁而龙王塘并没有受到溢油影响袁游客相对集

中的原因所致遥

图 远摇 溢油对各区域的旅游影响程度的问卷调查结果

云蚤早援 远 粤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 泽怎则增藻赠 则藻泽怎造贼 燥枣 蚤皂责葬糟贼 蚤灶 贼燥怎则蚤泽皂 蚤灶鄄
凿怎泽贼则赠 葬枣贼藻则 燥蚤造 泽责蚤造造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则藻早蚤燥灶泽

圆援 怨摇 对政府应急处理溢油事件的总体印象

发生溢油事件后袁公众对政府所采取的应急

处理措施的总体评价调查显示袁源圆豫 的受访人员

回答野很好冶袁圆员豫的回答野较好冶袁员怨豫的回答野不
错冶袁回答野不好冶的只有 员远豫 袁圆豫 的回答野不清

楚冶袁也就是说袁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基本满意的

比率为 愿圆豫 遥 在溢油影响严重的大连湾袁有 苑园豫
的受访者回答野很好冶遥
圆援 员园摇 溢油事件对当地居民收入的影响调查

关于溢油事件对于当地居民收入的影响袁调
查结果显示袁猿园豫的人员回答野无影响冶袁回答野影
响较小冶尧野影响较大冶和野影响严重冶 的分别为

圆园豫 尧圆圆豫和 圆愿豫 遥 所有调查区域中袁金石滩受

访者回答野影响严重冶的 高袁达 远远豫 袁其他区域

在 圆园豫左右遥
圆援 员员摇 发生溢油事件后的 关心问题

对于发生溢油事件以后袁公众 关心的问题袁

调查结果显示袁远源豫 的受访者回答野生态恢复冶袁
回答野经济赔偿冶 和 野安全管理冶 的相同袁均为

员苑豫 袁回答野其他冶的为 苑豫 遥
圆援 员圆 关于看到溢油受害生物的问卷调查

受访者中有 圆园豫 的看到过因溢油导致生物

死亡曰有 员怨豫的受访者看到过粘油生物遥 主要集

中在金石滩尧大连湾和大连市区遥
猿摇 结摇 论

依据本次问卷调查袁得知 怨缘豫以上的公众有

亲海愿望袁对本次的溢油事件了解主要通过电视尧
网络和耳闻目睹等袁怨远豫 的受访者了解此次的溢

油事件遥
受访者总体中认为溢油对生态环境野影响严

重冶的排列第一袁占 缘苑豫 曰溢油后 关注的问题袁
排列第一是野生态恢复冶袁占 远源豫 遥 认为养殖业尧
旅游业受到野影响严重冶排列第一袁分别达到 缘源豫
和 源缘豫 遥 金石滩尧开发区城区尧大连湾调查区域

回答对养殖业野影响严重冶的占 愿园豫 以上遥 金石

滩尧大连湾区域回答旅游业野影响严重冶的占 苑园豫
以上遥 旅顺龙王塘的问卷多项调查结果显示袁基
本没有受到溢油影响遥 对政府所采取的应急处理

措施袁公众基本满意度达到 愿圆豫 遥
另外袁公众反映袁对溢油回收处理过程中的防

护知识宣传不够袁防护工具准备不足袁很多溢油回

收的渔民呈现头晕尧恶心尧乏力袁甚至昏厥等症状遥
公众 关心的问题是生态环境恢复袁并希望

在 短时间内完成袁十分理解即使赔偿也是十分

有限的行为遥 也热切盼望环境恢复后袁依靠市场

的力量来实现收入的增加袁恳切希望政府加强宣

传力度袁恢复旅游市场的野人气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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