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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改善渤海生态环境质量，2018 年，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以下简称攻坚战），经过三年治理，在陆源污染治理、海域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环境风险防

范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通过生态保护修复累计整治修复岸线 130 余千米，修复滨海湿地

8800 余公顷，有力推动渤海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本文从修复规模、修复类型等方面梳理了攻坚战

期间渤海海洋生态修复特点，分析总结了在滨海湿地、岸线岸滩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方面取得

的成效，探讨了在项目谋划、修复模式和资金来源方面的不足之处，从加强规划引领、提高技术水平、拓

宽资金渠道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渤海海洋生态修复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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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Bohai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n all-round way, in 2018 the
state  organ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hai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Battle,  after  3  years  of
governance,  in  the  land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sea  pollution  contro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other  aspects  have  made  breakthrough  progress,  including,  throug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cumulative repair of more than 130 kilometers of shore line, repair
of more than 8000 hectares of coastal wetlands, a strong impetus to the Bohai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continued to improve.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Bohai
During  the  Batt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toration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areas  of  coastal  wetlands,
shorelines an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al  value,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in project  planning,  restoration
mode  and  source  of  fund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Bohai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rom  strengthening  planning  leadership,  improving  technical  level  and  broadening  financial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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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是指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

力，或通过适当的人工辅助措施，使退化、受损

或毁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

来，海洋生态修复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

巨大作用，成为破解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解决人民亲海需求的重要措施[1]。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海，承接黄

河、辽河、海河三大流域 [2]，拥有天然海湾、河

口、盐沼湿地、海草床等多种典型生态系统，是

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3]，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东

北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保障，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区域之一。然而，环

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也给渤海带来了较

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导致海域富营养化程度高、

滨海湿地面积萎缩、自然岸线保有率不足、渔业

资源衰退、外来物种入侵、典型生态系统长期亚

健康等一系列问题[4]，严重影响了渤海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性。2010－2018年，“海域海岸带整治

修复行动”“蓝色海湾”等海洋生态修复行动

相继实施，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环

渤海省市（以下简称三省一市）以地方配套与中

央财政资金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投入大量资金用

于岸线整治、滨海湿地修复、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等方面工作[5]，渤海生态环境呈趋稳向好的积极

态势。2018年，国家实施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 [6]，以期通过三年治理，实现渤海生态环境的

明显改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作为攻坚战四大

重点任务之一，要求环渤海三省一市组织开展河

口海湾综合整治修复、岸线岸滩综合治理修复

等工作，并提出了滨海湿地整治修复规模不低

于 6900公顷、整治修复岸线新增 70千米的目

标，有力地推动了渤海生态环境改善。本文在梳

理总结攻坚战生态修复行动实施情况、特点与

成效的基础上，分析了渤海生态修复中的不足，

以期为渤海区域未来海洋生态修复方向做出有

益探索。 

1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生态修复情况
 

1.1    生态修复规模

攻坚战期间，三省一市共实施生态修复项

目 61个（图 1），国家财政支持资金投入约 33亿

元，远超 2010－2018年以来的项目总数（18个）

与资金总量（≤10亿元）[1，5]，是渤海区域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态修复工作。从地区分布

来看（图 2），山东省最多，共实施生态修复项目

29个，主要集中在潍坊和烟台两地；辽宁省共实

施项目 14个，均匀分布在沿海 5个城市；河北省

实施 13个项目，9个位于秦皇岛市；天津市实施

了 5个项目。为了能有效地解决河口海湾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典型生态系统生态功能，

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口、

双台子河口、滦河口、北戴河口、普兰店湾、复

州湾、莱州湾南岸等生态环境敏感的重点河口、

海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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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渤海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1.2    生态修复类型

攻坚战生态修复分为岸线修复、滨海湿地修

复和综合修复 3种类型，其中，岸线修复类项目

22个，滨海湿地修复类项目 20个，综合修复类

项目 19个（表 1）。从地区分布来看，山东省岸线

修复类项目与滨海湿地修复类项目数量相同，

为 12个；河北省岸线修复类项目为 7个，占比超

过一半；天津市不涉及综合修复类项目，而辽宁

省则几乎全部为综合修复类项目。

（1）岸线修复

岸线修复主要包括 3个方向：一是沙滩修复

养护，针对砂质岸线侵蚀、退化等问题，通过离

岸沙坝构筑、人工补砂等措施进行修复，修复典

型区域集中在辽东湾西岸，主要项目包括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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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唐子寨至海监基地岸线整治修复工程和葫芦

岛市芷锚湾岸线整治生态修复项目；二是海堤生

态化建设，一般包括新建生态化海堤或对原有破

损护岸（海堤）进行生态化改造，配合岸线后方绿

化、生态防护带建设等措施，提升防护能力的同

时增强岸线岸滩生态功能，修复典型项目包括天

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岸线生态修复项目、莱

州市三山岛吴家庄子海岸线整治修复工程、昌

邑市胶莱河入海口西岸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三

期）、龙口市岸线岸滩综合治理修复工程－东部

岸线；三是岸滩环境综合整治，通过拆除海上构

筑物、清理岸滩垃圾、修复破损海堤、人工补

砂、建设沿海防护林等措施，系统改善岸线、岸

滩生态环境，典型项目有莱州市太平湾朱旺村西

侧岸线、岸滩综合治理修复项目和蓬莱市渤海

海域岸线生态修复项目。

（2）滨海湿地修复

滨海湿地修复主要包括 4个方向：一是植被

种植与恢复，用于修复因植被退化或被破坏导致

生态功能降低的滨海湿地，种植品种一般为翅碱

蓬、芦苇、柽柳等北方典型耐盐滨海植被，修复

典型区域主要位于莱州湾南岸河口湿地；二是湿

地生境基底修复，通过退养还滩、清淤疏浚、潮

沟疏通、微地形改造等措施，解决因水文动力条

件改变而造成的滨海湿地生境基底退化，修复典

型项目有盘锦市大凌河口东侧整治修复项目、

滦河口北岸滨海湿地整治修复工程、永定新河

 

表 1    渤海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类型统计

Tab.1    Statistics on the typ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省 市
岸线

修复类

滨海湿地

修复类

综合性

修复类

项目

总数

山东 12 12 5 29

滨州 / / 2

东营 / 2 1

潍坊 2 10 2

烟台 10 / /

河北 7 4 2 13

秦皇岛 7 1 1

唐山 / 1 1

沧州 / 2 /

天津 天津 2 3 / 5

辽宁 1 1 12 14

大连 / / 2

营口 / / 3

盘锦 / 1 /

锦州 / / 4

葫芦岛 1 / 3

合计 22 20 1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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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渤海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数量统计

Fig. 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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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口左岸滨海湿地修复项目；三是互花米草清

理，一般采用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清除互花

米草，其中，物理方法主要为人工刈割、根系拔

除、水淹等，化学方法则是使用滩涂互花米草除

控剂，典型项目包括河北省滦南湿地人工岸线

（冀东油田 1号岛西侧段）生态修复项目和寿光

市老河入海口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四是海

草床修复，通过播种、植株移植等保育补植措施

修复受损或退化的海草床生态系统，还可以辅以

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生物资源修复措施，加强

物种多样性保护，典型项目有唐山市曹妃甸龙岛

西北侧海草床生态保护与修复（一期）项目和东

营市小岛河北侧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恢复项目。

（3）综合修复

综合修复是指运用多种修复措施，系统地修

复受损区域，全面解决生态问题。一般先通过退

围还湿、退堤还海等措施，恢复滨海湿地空间，

再通过清淤疏浚、地形改造、植被补植等措施，

改善滨海湿地生境，最后辅以岸滩垃圾清理、生

态海堤、人工沙滩等岸线修复措施，进一步提升

湿地和岸滩的生态功能。修复典型项目包括大

连市普兰店湾与复州湾生态修复项目、锦州原

四十集团军虾场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北戴河河

口海湾综合整治修复工程、东营垦东咸水沟区

域退养还湿海洋生态修复项目。 

1.3    生态修复成效

截至 2020年底，攻坚战生态修复项目已完

成 58个，完成率为 95%，滨海湿地修复目标与岸

线整治修复目标均超额完成，目标达成率分别

为 125%（图 3）和 190%（图 4）。攻坚战期间，三

省一市共完成滨海湿地修复面积约 8800公顷，

其中，修复海草床、翅碱蓬等渤海典型生态系统

近 2000公顷，恢复滨海湿地面积约 800公顷，全

面提升了滨海湿地生态功能，经估算，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每年新增约 11亿元 [7]。

在岸线岸滩整治修复方面，三省一市共修复破损

岸线约 130千米，进一步改善岸线岸滩生态环

境，渤海岸线自然化、生态化更加显著，自然岸

线保有率由 34%提高到了 35%，达到了全国平

均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沿海区域滨海湿地空间

得到了拓展，湿地生态功能得到了增强，近岸海

域的生态环境容量进一步扩大，实现了生态扩

容，对于渤海生态环境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2020年 ， 渤 海 近 岸 海 域 优 良 水 质 面 积 相 比

2018年增长了 16.9个百分点，达到 82.3%。在改

善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攻坚战生态修复也注重

人民群众的亲海需求与亲海体验，通过修复，环

渤海新增亲海区域 10余处，如营口珍珠湾、天津

东疆亲海公园等，有力地推动环渤海地区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攻坚战生态修复成效

显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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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渤海攻坚战滨海湿地修复目标完成情况

Fig. 3    Completion of the coastal wetland restoration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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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渤海攻坚战岸线修复目标完成情况

Fig. 4    Completion of shore repair target
  

2   渤海生态修复存在的不足
 

2.1    生态修复项目统筹谋划不足

本次攻坚战共实施生态修复项目 61个，平

均每 48千米岸线就有一个修复项目，但是项目

缺乏统筹规划，普遍呈小型化、分散化、碎片化

分布。一些项目对环境改善与生态功能的提升

效果不明显，对区域生态扩容、减污降碳以及整

体生态环境改善的贡献不高，如莱州湾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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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千米海岸线共布置了 14个生态修复项目，对

攻坚战谋划解决莱州湾长期处于亚健康状况和

核心问题帮助有限；部分地区存在“为了修而

修”的思想，盲目选择修复项目，对各种因素考

虑不足，影响项目实施，甚至一些项目无法得到

有效实施。 

2.2    区域性、系统性生态修复模式尚未形成

攻坚战生态修复未能充分体现“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自然恢复”的理念，在已

实施的项目中，大多按照单一生态要素或资源种

类开展，仍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

境中，尚未将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例如，

部分入海河流淡水供给严重不足，加上围海养殖

束窄河口，造成河口海域低盐区萎缩，致使植被

退化、海洋生物产卵育幼基础环境丧失，但在修

复时仅采取地块平整、垃圾清理、植被种植等周

期短、见效快的人工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生

态问题，生态修复的有效性难以体现；某些海岸

整治修复工程，在岸线修复时未考虑岸滩直排、

散排等污染治理，致使生态修复的实际成效大打

折扣。 

2.3    生态修复资金筹措缺少长效机制

据统计，2010年以来渤海地区累计投入近

45亿元用于生态修复，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资金

以及地方配套资金，资金来源单一。对地方来

说，海洋生态修复不仅有修复工程投入，还涉及

拆迁补偿、转产安置、陆海协同治理等多方面投

入，资金需求量大，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一旦

配套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就会影响生态修复工作

推进，甚至直接影响修复效果。目前，地方尚未

形成资金筹措长效机制，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资金

投入，多元化投入机制尚在探索阶段，社会资本

参与积极性不高，一定程度上掣肘了渤海地区的

生态修复工作。 

3   渤海生态修复建议
 

3.1    加强规划引领

加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查清区域典型

生态系统的分布与健康状况，识别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基础依据。以“美

丽海湾”建设为统领，将具有生态完整性的重点

海湾（湾区）作为修复单元，将修复重点放在黄河

口、辽河口、滦河口以及莱州湾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的海湾、河口，坚持区域化、一体化的思路，打

破零敲碎打的布局限制，以点连线，以线汇面，形

成整体修复大格局。对于跨行政区的海湾、河

口，建立完善生态修复联动机制，从系统性、完

整性的角度统筹规划，共同推进生态修复工作，

形成生态修复合力。同时，探索建立基于生态系

统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新模式，以海草床、翅碱

蓬、海湾、河口等典型生态系统为基本单元，将

海洋生态系统的上下游、左右岸作为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实施海陆一体化的海洋生

态环境管理[8]。 

3.2    提高技术水平

在问题识别、成因解析、方案设计、监测考

核等方面加强技术总结与创新，构建生态修复全

过程标准体系，制定技术标准，着力提高生态修

复技术水平，做到识别问题精准、成因分析深

入、方案设计科学。秉持综合治理理念，充分考

虑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特点与自然演化规律，以根

源性问题为导向，将陆源污染治理与海洋生态修

复相结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系统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全面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贯彻基于

自然解决方案的海洋生态修复理念，坚持“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减少人工措施设计

与使用，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增强

生态修复成效的长期性[9]。加强海草床、牡蛎礁

修复与互花米草治理等关键技术研究，尽快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修复治理模式，推动渤海

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 

3.3    拓宽资金渠道

切实转变生态修复资金筹措方式，建立以政

府资金为主导、社会资金参与的生态修复资金

保障长效机制 [3，10]。扩大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范

围，将养殖拆迁补偿、渔民转产安置等费用纳入

其中，减轻地方财政压力[11]。强化地方政府主导

作用，渤海三省一市将生态修复资金纳入财政预

算，完善生态修复资金投入监管。积极探索生态

修复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多元化投资渠道，按

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生态修复，制定针对生态修复的专项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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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充分运用减税降费、海域使用金减免等手

段，调动企业投资生态修复项目的积极性[5，8，12]。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分类管理，按照项目资金来

源、服务属性等进行差异化管理，为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应用创造条件。

渤海生态修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需

要统筹多学科、多领域、多主体的参与，我国海

洋生态修复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需要不断地进

行实践与总结，逐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提高技

术水平，保障资金投入，才能充分发挥出生态修

复的作用，全面提升生态修复成效，更好地助力

“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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