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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黄金线”,具有重要的生态

功能和资源价值。 开展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研究,对贯彻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促进岸线资源的

节约集约利用、实现海岸线保护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海岸线占补平衡

制度产生的背景、内涵、意义及相关管理实践,并借鉴国内外耕地和湿地占补平衡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
提出对我国实施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建议,以期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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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astlin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land,which has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re-
source value,so called the “lifeline” and “golden-line” of marine economy development. Study on the coastline requi-
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system would be of significance that it is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
ural coastline preservation rate system,the promotion of intensive and economical utilization in coastline resources,and
the achievemen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marine economy. In this dissertation,
some advice of implementing coastline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system in China is proposed for reference in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y-making,based on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connotation and related manage-
ment practice of the system,by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in cultivated land and wetland requisi-
tion-compensation balanc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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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海

洋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黄金线”,具有重要的

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海岸线和近岸海域开发强度不断加大,港

口开发、临海工业、城镇建设大量占用海岸线,导
致自然岸线资源日益缩减,海岸景观和生态功能

遭到破坏,海岸线保护与利用形势严峻。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印发《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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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行动计划》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正式提出建

立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要求将自然岸线保

护纳入沿海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国家海洋局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 年)》提出

“围绕湿地、岸滩等典型生态系统开展‘南红北

柳’湿地修复,‘银色海滩’岸滩整治,‘蓝色海湾’
综合治理等修复工程”。 2017 年《海岸线保护与

利用管理办法》出台,提出严格保护自然岸线,整
治修复受损岸线,实现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
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岸线格局,并将整治修复后

具有自然海岸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纳入

自然岸线管控目标管理。 近两年来国家不断加大

围填海管控力度,先后印发了 《围填海管控办

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及系列配套管理文件,在严格管控

围填海的同时,强调了对海岸生态环境的保护与

修复,并明确了海岸线节约利用和生态化建设的

有关要求。 综上,海岸线尤其是自然岸线的保护,
已经成为当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管理的重

中之重。
为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广东、浙江

等沿海省纷纷提出建立海岸线占补平衡机制。 广

东提出占用自然岸线的按占 1 m 补 1. 5 m 的比例

进行修复整治,恢复岸线的自然和生态功能,探索

建立先补后占机制。 浙江提出围填海项目确需占

用非禁用自然岸线的,所在地市、县(市、区)政府

要按照“占用与修复平衡”的原则,占用大陆岸线

的应修复大陆岸线,占用海岛岸线的应修复海岛

岸线,主导开展同址修复或异地修复。 但海岸线

占补平衡机制在实际操作层面还存在着法律法规

体系和配套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关责任主体

不明确、岸线占用方式和补偿标准界定不清晰、岸
线生态修复历时较长、后续监管难度大等诸多

问题。
关于海岸线尤其是自然岸线管理的研究,国

内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海岸线遥感提取、岸
线变迁及其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1-4],针对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管理制度研究略显不足。 近

年来,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基于陆

海统筹管理思维的海岸线管控制度研究得以进一

步深入[5-7]。 但在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方面的研

究国内尚属空白。 占补平衡制度实施多见于耕地

和湿地保护领域。
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耕地和湿地占补平衡的

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结合我国海岸线管理实际,
提出对我国实施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建议。

1　 海岸线占补平衡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1. 1　 海岸线占补平衡的内涵

根据海岸线内涵,结合广东、浙江等省提出的

海岸线占补有关要求,可以认为海岸线占补平衡

是指建设项目占用海岸线导致岸线自然形态、功
能发生变化,应按一定原则进行岸线修复,恢复岸

线的自然和生态功能,达到岸线占用与补偿修复

相平衡的目的。
海岸线占补平衡理论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涵:数量平衡、质量平衡、生态平衡、区域平衡、
结构平衡和时间平衡。 其中,数量、质量和生态平

衡是岸线占补平衡的基本要求。
数量平衡指岸线长度的平衡,即修复岸线长

度不应小于占用岸线长度。
质量平衡指岸线质量的平衡,即应遵循“占

优补优”的原则开展岸线占补,确保修复岸线的

品质不低于占用岸线品质。
生态平衡指海岸生态环境的平衡,即占用岸

线不应造成所在区域海岸生态环境的失衡,修复

岸线应有利于改善所在区域整体生态环境、维护

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
区域平衡指岸线的占用和修复应尽可能在同

一环境区域进行,以确保区域整体生态环境的

平衡。
结构平衡指岸线修复后的功能应尽可能与占

用岸线的功能相一致,如占用砂质岸线的优先考

虑修复砂质岸线,占用生物岸线则修复生物岸线。
时间平衡指岸线占用造成的生态损害时间与

岸线修复的生态恢复时间应尽可能保持一致。 由

于岸线修复作用时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实

施“先补后占” 可以在一定程度保障时间上的

平衡。
海岸线占补平衡的实施一般包括占补方案制

定、方案实施、目标考核(或效果评估)等三个主

要阶段。 数量平衡和质量平衡指标明确,是岸线

占补平衡方案制定和目标考核的首要内容。 生态

平衡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指标,在方案制定、实施和

考核的全过程中均应作为重点内容加以考虑。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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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时间平衡也被提到了优先

位置,即“先补后占”。 区域平衡、结构平衡则是

在满足前面四个平衡的基础上尽量兼顾。
1. 2　 海岸线占补平衡的重要意义

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

生态用海用岸门槛,倒逼建设项目不占用或少占

用海岸线,促进岸线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通过

实施岸线生态修复工程,提升岸线的生态化水平,
恢复岸线的生态功能,有力保障了自然岸线长度

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目标。 岸线修复工程实践

的深入开展,还将带动海岸整治修复工程技术及

相关管理制度研究的发展,促进投入资金多元化

和监管常态化,从而不断完善海岸整治修复体系,
实现海岸线保护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此,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提出,符合当前

我国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实施海岸生态修复、
促进海岸线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要求,是贯彻落

实自然岸线保有目标、构建科学合理自然岸线格

局、促进陆海统筹与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重要保障,
是推动海岸整治修复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抓手。

2　 耕地、湿地占补平衡实践及对海岸线管理的

启示

2. 1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管理实践

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自

1999 年起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目前已形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主体,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占补平衡制

度、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相结

合的耕地保护体系[8]。 耕地占补平衡是指非农

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要按照“占多少,垦多

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

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

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缴纳耕地开垦

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

善,从“重数量轻质量”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从“占多少,垦多少”到“占优补优”
“提质改造”“补改结合”,耕地占补平衡的理念趋

于具体化、科学化,对耕地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

面临着耕地“质量平衡”缺少长效监管和激励机

制、耕地开发过程缺少生态环境保护影响评价机

制、补充耕地过分倚重后备资源开发、过度开发耕

地导致区域生态风险等诸多问题[8-10]。 2000—
2010 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 437. 3 × 104 ha,新增耕

地 425. 8 × 104 ha,耕地面积总体上能够大致保持

占补平衡[9]。 但通过比较 2009 年与 2015 年的耕

地质量等别数据发现,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从

9. 80 变为 9. 96,耕地质量等别下降了 0. 16 等,低
于平均等别的耕地占比明显上升,表明耕地质量

未能达到占补平衡[8]。
为适应耕地保护新形势,我国大力推进耕地

占补平衡机制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转变补充耕地方式;扩大补充耕地途径;建
立补充耕地储备库,实行指标分类管理;实行指标

核销制;建立省域内统筹的补充耕地指标调剂平

台;拓宽资金渠道,加大补充耕地投入;强化监测

监管,改进耕地占补平衡考核等。
2. 2　 国内外湿地占补平衡机制研究及管理实践

湿地保护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问题之一。 为了促进湿地保护和恢复,美国于

1989 年开始采用湿地“零净损失”原则[11],该原

则是指开发活动如果损害了湿地,则需要通过恢

复、创建或增强等措施对湿地进行补偿,以保证湿

地面积、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的净损失为零。
湿地补偿率(恢复、创建或增强的湿地面积

与湿地占用面积的比值)是贯彻湿地“零净损失”
原则的重要指标[12]。 湿地补偿率的确定主要依

据补偿措施、湿地类型、湿地功能和价值、地理位

置、时间、湿地补偿的成功率或失败率等因素[13]。
目前,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采用的湿地补偿率多为

经验值,或者具体案例具体协商,建议范围一般在

1∶ 1 至 10∶ 1 之间[14-15]。
湿地补偿机制方面,美国主要有湿地缓解银

行、湿地替代费补偿( in-lieu fee mitigation,ILF)、
湿地被许可人自行补偿(permittee-responsible mit-
igation,PRM) 三种机制[16-17]。 除了补偿实施主

体、补偿方式、补偿时间各有不同以外,三种机制

都强调了对湿地的长期保护。 其中,应用最广泛、
效果最好的是湿地缓解银行机制,该机制是指在

湿地开发者对湿地造成破坏之前,通过购买湿地

信用进行补偿,交易完成后,由发起人负责湿地的

长期保护。 灵活多样的湿地补偿机制在美国的湿

地保护中发挥了强大而持续的作用,湿地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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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 18. 5 × 104 ha (1955—1975 年)下降到 0. 56
× 104 ha(2004—2009 年) [18-19]。

我国湿地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

垂直模式进行,此外还有对环境服务付费的市场

模式[20]。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湿地保护越来

越重视,提出建立湿地保护制度,探索建立湿地生

态效益补偿制度。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提出建立退化湿地修

复制度,规定经批准征收、占用湿地并转为其他用

途的,用地单位要按照“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的

原则,负责恢复或重建与所占湿地面积和质量相

当的湿地,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 2018 年福建省

率先出台了《福建省湿地占补平衡暂行管理办

法》,进一步明确了湿地占补平衡的总体要求、原
则、工作程序和方式、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职责等,
并提出建立新增湿地储备制度。
2. 3 　 耕地、湿地占补平衡对我国海岸线管理的

启示

2. 3. 1　 充分认识海岸线与耕地、湿地保护的区别

和联系

从国内外耕地、湿地保护的管理实践可以看

出,耕地、湿地占补平衡制度作为生态补偿的重要

手段,有效缓解了自然资源束紧、生态环境退化的

压力,促进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海岸

线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与耕地、湿地一样,是人类

生产和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具有资源数量

有限性、整体系统性、地域差异性和功能多样性等

特点。 因此,充分借鉴吸收耕地、湿地占补相关理

论和实践经验,对于建立健全海岸线资源占用和

生态补偿的平衡管理模式,有效推动海岸线的保

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耕地保护中

提倡的“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及湿地

保护的“零净损失”原则,均体现了占补平衡的基

本内涵,可作为海岸线占补的指导性原则。 国内

耕地保护关于转变补充耕地方式、扩大补充耕地

途径、建立补充耕地储备库等举措,以及美国湿地

补偿的三种实施机制,为海岸线占补平衡机制的

实施提供了具体路线指引和方法启示。
然而,同时应清醒认识到,由于海岸线空间地

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在管理范围、方式、难度上

与耕地、湿地有着明显的差别。 原因在于:海岸线

作为陆海分界线,一直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海洋

和陆地上的开发活动都可能对其造成短期或累积

的影响,导致其监管范围和难度较大;不同类型的

海岸线自然属性差异较大,需采取的管理方式可

能截然不同;此外,海岸线涉及的管理部门和行业

众多,存在多方利益的博弈。
因此,海岸线占补平衡应在充分借鉴吸收耕

地、湿地占补平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海岸线管理

的特点,在体制机制上积极寻求突破和创新。
2. 3. 2　 加强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法律保障

实施陆海统筹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是建立海岸

线占补平衡机制的基础。 但与欧、美、日、韩等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海岸带管理立法进程较为滞后,
目前涉及海岸线管理的法律规章较为繁杂分散,
且在海岸带管理权限上存在交叉和冲突,尚未有

专门的海岸线保护法律,岸线占补平衡机制缺乏

必要的法律保障。 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明确

海岸线保护的管控范围、管控机制和社会责任,建
立海岸线保护和利用的社会行为准则,明确海岸

线占补平衡机制的法律地位。 参照耕地、湿地占

补机制,建议以“先补后占”、“占优补优”、“自然

岸线零净损失”等作为岸线占补平衡的基本原

则,以实现海岸线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作为基本目标,通过恢复、创建或增强等措施对

海岸线进行补偿修复;根据岸线占用范围、占用方

式及对岸线形态、生态功能的影响程度,以及岸线

修复的类型和方式,合理确定补偿系数。
2. 3. 3　 加强规划引领,构建科学的海岸线保护与

利用空间格局

科学的海岸线规划是保障海岸线合理利用,
实现海岸线开发与环境相协调,保证区域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海岸带管理领域

采取多部门交叉管理的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部
门间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海岸线空间

布局的不合理和低效利用。 2018 年自然资源部

的组建,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

海岸线综合管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建议在

自然资源部门主导,港口、旅游、环保、住建、农业

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下,编制实施综合的海岸带保

护与利用规划,基于海岸带地区资源利用、经济发

展以及生态安全,构建科学的海岸线保护与利用

空间格局,实施海岸线分级分类管控,促进海岸线

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及区域协调发展。
2. 3. 4　 实施严格的海岸线治理顺序

借鉴湿地保护“避免、最小化、补偿”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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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确立严格的海岸线保护治理顺序,以有效避

免不必要的海岸线损失。 如在申请用海时首要考

虑避免占用海岸线的方案;若无法避免或者仅能

部分避免不利影响,应将对海岸线的损害最小化,
并充分论证占用海岸线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对于

无法避免且已最小化的不利影响,需通过岸线生

态修复补偿措施来抵消对海岸线占有造成的损

害。 通过加强对岸线占用和生态补偿的审核和管

制,提高补偿交易的准入门槛,确保补偿的合规

性,杜绝滥用补偿购买环境破坏权的现象。
2. 3. 5　 探索海岸线占补多样化机制

借鉴美国湿地补偿机制的做法,海岸线占补

可以考虑采取岸线被许可人自行补偿、岸线替代

费补偿机制、岸线指标有偿使用三种机制。 按照

“先补后占”的原则,三种机制中的海岸线修复补

偿均实施在岸线使用者对自然岸线造成破坏之

前。 区别在于:岸线被许可人自行补偿是岸线使

用者自行开展岸线修复补偿,并对其长期负责;岸
线替代费补偿是岸线使用者投入一定的资金,委
托政府机构或非盈利组织创建的第三方基金,由
第三方进行岸线保护或修复,并负责岸线长期保

护;岸线指标有偿使用与美国湿地缓解银行机制

类似,是政府建立岸线修复项目库和交易平台,组
织专业机构或人员对已完成岸线修复的项目进行

验收和指标评定,岸线使用者通过交易平台向项

目发起人购买自然岸线指标进行补偿,交易完成

后,由项目发起人负责岸线的长期保护。
参考耕地占补平衡机制,按照“区域平衡”的

原则,海岸线占补应建立以县域(或市域)自行平

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的

制度。 省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岸线修复项目库的指

标调剂规范管理和交易平台的监管,在市场化的

交易机制尚未健全之前,由政府综合考虑补充岸

线修复成本、资源保护补偿和管护费用等因素,制
定调剂指导价格。
2. 3. 6 　 严格落实责任,建立后评估和长期监管

机制

按照《环境保护法》提出的“坚持保护优先、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

则”,海岸线使用单位应当承担岸线占补的主体

责任,履行岸线修复或损害付费的义务。 海岸线

作为公共性的自然资源,其占用和生态修复工作

应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实施,因此各级地方政府

应承担岸线占补的监督管理责任。 对于主导实施

岸线修复的地方政府,还承担修复的主体责任。
为严格落实责任,建议将岸线占补执行情况纳入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范围。
海岸线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借鉴

美国湿地的长效保护机制,建立后评估和长期监

管机制,明确长期保护、监管责任单位和工作机

制,开展岸线修复工程的后评估,加强对岸线修复

工程的长期追踪和永续管理,以确保其生态效益

的长久有效性。
2. 3. 7　 加强基础调查和评价,建立健全海岸线生

态修复和效益评价体系

开展详尽的海岸线现状基础调查,全面掌握

海岸线资源利用和受损现状,制定系统、全面、长
期稳定的海岸线生态修复计划;建立健全海岸线

生态修复和效益评价制度,完善岸线生态修复和

生态效益评估技术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科学指

导岸线生态修复的选址、工程建设、验收和后评

估,定期对海岸线生态环境现状及修复情况进行

全面评价并发布评价结果。
2. 3. 8　 建立海岸线生态补偿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我国海岸生态修复资金来源目前主要以政府

公共财政为主,应逐渐由政府为主导的单一化投

资向多元化融资格局过渡。 市场化的岸线生态修

复机制需要引导各方资本的积极参与,以实现常

态化运行。 建立市场激励机制,通过立法增强政

策稳定性。 积极推广 PPP 模式,探索公私合营的

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本,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的海岸线生态补偿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3　 结　 语

本文介绍了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研究背

景、内涵、意义及国内相关管理现状,指出海岸线

占补平衡机制对于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

度、构建科学合理自然岸线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占补平衡机制作为生态补偿的重要手段,在耕地、
湿地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海岸线保

护方面相关理论和实践都较为欠缺。 因此,本文

通过研究借鉴国内耕地占补管理实践、国外湿地

占补平衡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从加强法律保障、强
调规划引领、严格岸线治理顺序、探索占补多样化

机制、建立后评估和长期监管机制、加强基础调查

和岸线整治修复体系建设、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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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实施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

具体路径。
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深入推进,海岸线的综合开发与保护将面临更

大挑战,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作为协调保护与开

发、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其理论

体系和实施机制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及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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