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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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渤海是半封闭型内海，陆源污染是渤海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以海洋本身为空间范围进行

污染防治仍是末端控制的方法。以陆海统筹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理论为基础，将渤海污染

防治的空间范围延展到入海河流，构建流域−河口−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实行海陆一体化的污染防

治战略，有利于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可以从污染防治协调管

理、总量控制、科学规划和生态补偿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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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hai Sea is a semi-enclosed inland sea, and land-based pollu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Bohai Sea.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ith the ocean itself as the spatial
scope  is  still  the  method  of  terminal  contro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nd-sea  coordi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integrated marin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ecosystem, the spatial scope of the Bohai Sea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extended  to  the  rivers  entering  the  sea,  and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watershed-
estuary-coastal  waters  is  establish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pollution  control  strategy  on  land
and sea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Bohai Sea.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watershed-estuary-coastal  waters  can  be  designed  in  terms  of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tal control,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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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海洋管理部门等对渤海生态环境

问题的严峻形势都已形成了共识。近年来，渤海

水质环境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整体形势依然严

峻，重点海湾的污染仍未见好转[1]。2019年环渤

海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审计结果显示，渤海局部海

域生态环境问题仍较为突出，六大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仍处于亚健康状态，辽宁、山东渤海近岸海

域劣于四类水质站位比例由 2016年的 3.6%升

至 2018年的 16.1%[2]。因此，仍需不断完善防治

渤海环境污染、维护渤海生态系统健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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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渤海的自然性状及环境污染特点

渤海是一个半封闭型内海，独特的自然条件

使得渤海海水交换时间长、自净能力差，其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早在 2006年，《人民日报》就刊

登了题为《十年后渤海可能成“死”海》的文章，

文章指出，“陆源污染物大量超标、超量排放入

海，成为当前渤海环境状况恶化未能得到遏制的

根本原因”。以《陆源污染已成为渤海不堪承受

的最大“毒瘤”》《陆源污染：海洋不能承受之重

（渤海篇）》等为标题的报道从调查采访、数据分

析等多角度，指出渤海海洋环境污染主要来自陆

源污染[3]。另据《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
2020）》的数据，渤海海上污染源基本得到了控

制，污染物主要来自陆域（注入渤海的污染物中，

60%～70%来自 13个沿海市以外的区域，即来自

河流及其流域）。由此可见，渤海污染的来源主

要有两个：一是海上污染源，主要来自海水养

殖、油气开发、倾废等海上开发利用活动；二是

陆源污染，陆源污染物入海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即入海排污口排放和主要河流污染物入海。也

就是说，除了来自渤海沿岸 13个城市的陆源污

染，还有来自入渤海河流的污染，这些河流主要

有黄河、海河、大辽河、滦河等多条入渤海河流，

并且注入渤海的河流上游流域地区污染物排放

量约为下游沿海 13市排放总量的 3.5倍 [4]。为

加快解决渤海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

境部等多部门印发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该行动计划所确立的重点任务中，第一

个任务就是陆源污染治理行动，其中包括针对国

控入海河流实施河流污染治理，并推动其他入海

河流污染治理，整治直排海污染源等具体行动。

同时将“以入海河流环境治理、直排海污染源

规范管理等为突破口，带动陆海统筹的近岸海域

污染防治”作为行动计划的总体思路之一。经

过三年的努力，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入海河流

断面消劣等核心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陆源污染

治理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尽管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渤海生态环境问题具

有长期性、复杂性，陆源污染物入海量仍较大，

仍存在着近岸海域水质改善成效尚不稳固的

问题[5]。

从渤海作为内海的自然性状、主要污染来自

陆源污染的特点以及渤海综合治理的思路和重

点任务来看，仅以入海排污口为界，海陆分治的

污染防治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渤海的

污染问题。要真正最大限度地做到源头防治，有

必要将入海流域、沿岸陆域、近岸海域的污染防

治紧密结合，将每一条入渤海河流的流域作为渤

海环境污染防治这一大格局中的一个子系统或

单元。 

2   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的

优势

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关防

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制度、措施

主要包括达标排放制度、排污口管理制度、排污

申报制度和特殊污染物禁排制度等。虽然也注

意到了要加强入海河流的管理，但仅是规定“加

强入海河流管理，防治污染，使入海河口的水质

处于良好状态”，对于如何加强管理和防治污染

并没有具体的制度、措施规定。从以上法律规

定看，我们目前的海洋污染防治主要是以海洋本

身为空间范围，虽然也强调了要防治陆源污染对

海洋环境的损害，但也是以入海河口为界[6]。在

这种海陆分割的空间调整范围基础上设计的相

关污染防治制度、措施等本质上仍属于末端控

制的方法。可以说，现行渤海污染防治制度并没

有从根本上突破以海洋本身为空间范围的污染

防治模式。

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则是突

破海陆分治的污染防治模式，将渤海污染防治的

空间范围延展到入海河流全流域，实行海陆一体

化战略。渤海污染防治的这一模式是在充分认

识到陆海交互作用、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渤

海的特殊性基础上，架构符合半封闭型内海生态

规律内在要求的全渤海统一的污染联防联控制

度。因此，所谓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

治机制是指，为保护渤海海洋环境，科学考虑陆

海连贯性，创新陆海统筹的环境综合治理模式，

在流域、河口、近岸海域综合管理机构的统筹协

调下，所实施的陆域与海域生态系统联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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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规划、制度、政策和措施等。笔者认为，在

渤海污染防治中，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

防治机制较为突出的优势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推动海陆一体化治理，识别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针对渤海污染防治，流域−河口−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摒弃了“分而治之”的

传统防治思维，在空间范围选择上，突破海陆分

割模式，以尊重海陆两大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为

前提，以陆海统筹系统治理观为基本指导理念。

这对入渤海流域和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均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陆海统筹系统治理观指导下

的流域−河口−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实际上是

以陆海间关系最为密切的水治理领域为突破口

进行的统筹谋划和系统设计。那么流域与海域

的连接之处必然成为渤海污染防治的关键区域，

因此，要保持渤海水质健康，就要聚焦于河口、

海湾这些区域，控制最终汇入渤海海域的污染物

排放总量，如关注氮、磷等防控指标的衔接。由

此可见，该机制满足了渤海污染防治统筹兼顾海

陆两大生态系统的要求，并且对渤海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的捕捉以及主要防治目标的明确发挥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充分考虑渤海自然性状特征以及污染

特点，统筹海陆有针对性地进行污染防治。流域−
河口−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专门针对渤海的环境问

题，根据渤海环境承载力和主要污染源，按照海

陆一体的总体思路，将影响渤海环境的各种人类

活动以及从海洋到河流、从入海口到流域上游

地区的污染源控制纳入其污染防治范围之内，才

能为有效解决渤海污染问题提供保障。 

3   构建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

的理论基础
 

3.1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理论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理论代表了

当今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海洋管理的重要发展

趋势，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将区域海作为特定的

海洋生态系统，采取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

通过对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各种人类活动的管

控来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促进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第二，在

空间范围上跨越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需要协调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第三，基于生态系统

的海洋管理是一种海洋综合管理，主张对影响海

洋的各种人类活动进行综合管理来服务于海洋

保护目标。

渤海海域与近岸陆域、入海流域是一个环境

整体，在很多情况下，是这三部分的集合体才能

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为生态过程提供完整

的条件 [7]。在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完整的层面

看，渤海环境问题已不可能仅通过传统分散式的

海陆分离管理模式解决。渤海海域、近岸陆域、

入海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要

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就必须从综合

管理的视角出发，建立协调联动机制，从源头限

制人类陆源活动对海洋环境可能产生的不利

影响。

综上所述，要实现有效防治渤海环境污染的

目标，就需要以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视角，把渤海

海域、近岸陆域、入海流域看作一个完整的环境

单元进行管理。而流域−河口−近岸海域污染防

治就体现了这一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理念。 

3.2    陆海统筹理论

陆海统筹是由我国学者在 21世纪初提出的

陆海发展思想，现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体制，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十三五”规划

纲要中也提出“坚持陆海统筹”，科学开发海洋

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

一步强调了“坚持陆海统筹”。陆海统筹充分

考虑到陆地与海洋具有生态统一性以及二者间

复杂的相互作用。陆海统筹理论的出现改变了

传统的重陆轻海，有助于促进海洋的可持续

发展。

近岸海域是陆地和海洋的交汇之处，陆上流

域通过入海口汇入海洋，使海洋水和陆地水成为

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也使海洋成为污染物

的最终归宿。注入渤海的污染物中，有 60%～70%
来自河流及其流域，是造成渤海环境污染的主要

原因。从这一现实基础出发，仅防治渤海海域污

染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渤海环境问题的。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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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就是站在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整体性

保护角度上开展的顶层设计，以陆海间关系最为

密切的水治理领域为突破口进行统筹谋划和系

统设计，聚焦河口、海湾和近岸海域等重点区

域，强调防治措施的联动性和协调性 [8]。流域−
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就是在陆海统

筹理论指导下，统筹兼顾流域污染防治和渤海生

态环境保护的需求。 

4   构建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

的建议
 

4.1    以污染防治协调管理制度为基础

《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认为“渤海生态

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渤海环境保护工

作“尚未形成海陆一体、综合治理的机制，尚未

形成陆域、海域和流域联动的部门、地方间协调

机制和工作合力”。这说明将渤海污染防治与

入海河流污染防治分割的海陆分治模式不能有

效防治渤海环境污染。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

域污染防治机制就是要打破这种海陆分治的模

式，统筹海陆污染防治。在这种模式下，渤海污

染防治将会涉及更多的行政区域和部门。不同

地方和部门具有不同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在渤海

环境保护中会呈现出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因此，

不同地方、不同部门之间“协调”保护要比其

分头行动更有利于实现渤海环境保护的目标，而

如何建立有效的污染防治协调管理制度，也是在

构建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时

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构建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协

调管理制度的思路是在确定共同环境利益的基

础上，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并明确各利益主体的

义务。（1）确定共同环境利益。需要明确渤海沿

岸各地方和入渤海流域的众多利益相关者所要

保护的对象是渤海海洋环境，需要共同维护的利

益是海洋环境利益。海洋环境利益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应当优先于经济利益予以保

护。这一共同利益是环渤海各行政区以及入渤

海流域众多利益相关者可以同心协力的基础，也

是克服渤海管理中的“公地的悲剧”和渤海污

染防治中“搭便车”现象的动力。（2）建立一个

跨流域、跨行政区、跨部门的协调机构。正是因

为渤海环境保护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较多，这些主

体都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如果不能克服它们相互

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很难实现渤海环境保护行

动的一致性。为实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

其他主体之间行动的协调一致，必须有一个强有

力的跨流域、跨行政区、跨部门的协调管理机

构。这个机构负责领导、协调和组织实施渤海

管理工作，具体包括统筹协调跨地区、跨部门之

间存在的问题，对渤海污染防治情况定期调查评

估，组织指导渤海地区联合执法行动，促进不同

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等等 [9]。（3）湾长制和河

长制衔接联动。我国自 2016年开始推行河长

制，作为流域管理的重要手段。为建立健全陆海

统筹、河海兼顾的治理新模式，我国于 2017年开

展湾长制的试点。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

染防治机制在动态运行上，正是需要倚靠这两项

管理制度的紧密衔接。从本质上而言，河长制与

湾长制的衔接是实施基于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

理的重要抓手，有利于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综合施

策、精准治理。这两项制度的衔接，还能够有效

落实流域与海洋污染防治责任，让陆海统筹基本

指导理念有了现实的制度载体。 

4.2    以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为核心

渤海是有明确边界的半封闭型内海，其环境

容量是有限的，也是最有条件实施污染物总量控

制制度的。因此，构建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

污染防治机制应明确要在渤海实行入海污染物

总量控制制度，并将其作为流域−河口−近岸海域

污染防治机制的核心。

第一，这里的总量控制是以渤海纳污总能力

为依据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根据渤海海洋环境

质量监测、评估结果和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

按污染物类别核定渤海纳污总量[10]。依据流域−
河口−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一体化的原则，需统计

的排污总量包括：根据渤海入海排污口、入海河

流的监测、评估结果，统计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污

总量、主要入海河流排污总量；根据渤海海岸工

程、海洋工程污染物排放活动的监测、评估结

果，统计渤海海岸工程、海洋工程排污总量；此

外，倾废、采油、拆船等作业向渤海输送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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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受总量控制制度的限制。

第二，明确渤海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目标和

年度总量控制目标。为了保障污染物排海总量

控制目标的实现，需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目

标和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渤海地区各省市、在渤海地区作业的各企业

等均需执行渤海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目标和年

度总量控制目标。国务院根据渤海纳污总量和

渤海入海污染物总量，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目标和年度控制目标，并将这些目标分配到环渤

海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再将本区域总量

控制目标逐步分解到市、县和相应排污单位。

第三，为有效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应

在渤海地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度。2019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构建以排污许可为

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完善污染防治

区域联动机制和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为督促渤海地区各行政区、企业等采取

措施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应在渤海地区全

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度，以保障渤海污染物总量控

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基于陆海统筹理论，流域−
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下的排污许可

制度应明确要求：直接向渤海入海排污口和入海

河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

证；直接从海上向渤海排放污染物或倾倒废弃物

的，必须取得海上排污许可证。 

4.3    以渤海污染防治规划为依据

科学规划在渤海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作

用。用规划的方法防治渤海污染，可以发挥规划

的事先预防和安排作用。渤海环境容量有限，因

此，需要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理念，强调

在渤海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合理分配和利用渤海

环境。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规划事先明确渤海环

境保护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所应采取的措施，根

据渤海的承受能力决定对渤海的利用强度。

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中

的规划制度应包括渤海污染防治专项规划与区

域流域规划。污染防治专项规划是对渤海污染

防治的目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事前作出总体安

排。区域流域规划包括渤海地区省级人民政府

编制的本地区渤海保护规划和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水主管部门编制的渤海地区主要河

流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水资源管理规划。为

能实现渤海污染防治的目标，渤海污染防治专项

规划与渤海区域流域规划应是衔接协调一致

的。而协调一致主要靠一系列适应性管理制度

来实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规划的评估与调整。

比如，可以采取定期审查的方式评估现行规划的

合理性，对于两种规划不协调的部分加以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规划的调整主要是将渤海区域流

域规划与污染防治规划中不协调的部分加以修

改，这也是由渤海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4.4    以生态补偿制度为保障

生态补偿也被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概

念。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

定：“国家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是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利益，协

调海洋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

制度。

在渤海环境保护中，我们所要构建的流域−
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涉及沿岸陆域

和入海流域的诸多行政区域和监管部门，为了共

同的渤海生态利益，将会使有些地区和主体的经

济发展受到限制或者遭受某些经济损失。对此，

可以通过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来合理分散或

转移因保护渤海环境而造成的正当利益的损失，

从而调动相关主体保护渤海的积极性。如何建

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也是流域−河口−渤海近岸

海域污染防治机制构建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流域−河口−渤海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机制中

的生态补偿制度是对因保护渤海环境而遭受经

济损失或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地区所给予的

补偿。这里的生态补偿制度中的受偿主体是环

渤海及入海流域地区因保护渤海环境而遭受经

济损失或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县级人民政

府。县级人民政府在获得了生态补偿金后，按照

相关规定向本地居民和企业等分发补偿金。申

请补偿的依据主要是渤海入海河流各区段遵守

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目标和年度总量控制目标

以及其他为保护渤海而受到发展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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