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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濒临杭州湾，与浙江宁波隔海相望，大陆

海岸线约 23.3公里，海洋功能区划面积约 445平方公

里。辖区海域内拥有上海市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

保护区，是上海唯一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保护区

依法实施封闭管理，仍保留着较好的半原始状态的生

态环境和生物物种资源。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区海洋局

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发展的“四个转

变”要求和区委区政府提出的打好“海洋

牌”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国家海洋督察为

镜，进一步强化海域使用监管、推进海洋

生态修复、加速海洋经济转型、提升海洋

综合管理水平，海洋工作始终走在全市前

列，全区海洋事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在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

用。

加强用海监督，规范海域使用管理
加强用海项目监督管理，确保项目依

法依规开展，是发展海洋经济和科学合

理利用海洋资源的保障。区海洋局始终

把规范用海项目放在海洋工作的首位，

坚决杜绝和严禁违法违规用海项目。一

是配合市局做好用海审批和在建用海项

目的批后监管工作。严格落实规范用海

和合法用海准则，新建、改扩建用海项目

全部取得海域使用权证，金山新城东部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获得国家海洋局批

复。二是做好海域巡查工作。根据国家海洋局的统

一部署及时完成金山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系统建

设，成立金山区国家海域动态监管中心，定期开展海

域海岛巡查工作。三是积极落实海洋督察整改。根

据国家海洋督察组反馈上海的督察意见，针对我区

存在的问题，积极制定整改方案并落实各项整改措

施，确保整改到位。四是开展历史遗留用海问题处

置。根据自然资源部严控围填海的相关要求，积极

配合开展区内围填海现状调查工作，指导并督促区

内相关用海单位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围填海管控的具

体要求。

注重环境保护，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以来，我区积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海洋国土观念和海洋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海洋生

态修复行动等不断推进，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开展

海洋生态整治修复。2014、2015年连续两年成功申报

了国家海域海岛保护资金项目，用于开展海洋生态整

治修复。其中城市沙滩西侧综合整治及修复工程（即

鹦鹉洲生态湿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杭州湾潮滩湿

地景观，对上海市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具有示范意义。

鹦鹉洲生态湿地既是海洋科普教育、海洋生态示范基

地，又是群众体验海洋风光、享受发展成果的生态空

间。目前项目已建成并正式免费对外开放，获得了很

好的社会反响。二是强化保护区监管。将金山三岛

自然保护区全部划入海洋生态红线范围，依法开展生

态保护。联合市局完成了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

护区功能分区选划。启动金山三岛保护区保护规划

编制和界址界标勘定工作。实施了大金山岛保护与

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和大金山岛非核心区生态整治修

复工程，推进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管理水平。

创新绿色发展，加快海洋经济提速转型
发展海洋经济，是金山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

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一

是滨海地区发展日益成熟。金山城市沙滩已成为金

山滨海地区的一张名片，年平均游客接待量在 150
万人次以上，每年举办各类大型活动，社会影响日益

突显。金山嘴渔村发展日趋完善，渔村民宿受到追

捧，“海鲜文化节”深受市民喜爱，2018 年成功创建

国家 4A 级景区，已逐渐成为金山滨海旅游的新亮

点。二是加强顶层设计，绘制滨海蓝图。2015 年区

政府开展了金山海岸地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

整合滨海地区 7.2 公里生活岸线，统筹滨海地区整体

开发利用和保护，努力打造一条具有金山特色和国

际影响的滨海生态旅游带。三是金山新城东部区域

建设用海规划顺利实施。作为未来金山滨海地区发

展的核心与延伸，2016 年 4 月金山新城东部区域建

设用海规划获得国家批复。2017 年 12 月，正式启动

区域建设用海项目实施，未来该区域将建设成为集

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商务会展和户外运动为一体的

生态型滨海旅游度假区。四是海洋经济统计工作扎

实推进。全面完成金山区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

查，形成我区海洋产业涉海名录。组织开展海洋经

济统计、核算和评估工作，进一步完

善了我区海洋基础经济信息，为我区

科学谋划海洋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

础。

加强能力建设，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
金山区始终以提升海洋综合管理

能力为重要出发点，为海岸带保护与

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有力保障。一是

依法开展行政审批。按照市海洋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区县海洋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编制统一规范的海

洋行政审批《办事指南》、《业务手册》

等工作制度，主动公开审批信息，积极

开展政策解读。二是夯实海洋基础数

据。稳步推进海洋基础调查工作，完

成金山区近岸海域水下地形测量,完成

大金山岛植被岛陆调查和大金山岛生

态容量调查，开展海洋环境监测，不断

完善和积累海洋基础资料，为海洋综

合管理决策提供支撑。三是加强海洋防灾减灾能

力。配合市海洋局完成《上海市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

区划（金山区）》编制，启动实施金山区海洋减灾示范

区建设，开展海洋灾害信息统计和海洋风暴潮灾害演

练，构建区统一协调的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四是

开展海洋文化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好“6.8 世界海洋

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组建“小贝壳”志愿者服

务队伍，开展“海洋环保月”志愿者净滩活动，引导社

会公众积极参与海洋公益活动，在全区营造良好的宣

传氛围。

金山依海而生，依海而建，未来也必将因海而

兴，因海而荣。金山区将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要求，对照打造“三区”

“五地”和“滨海花园城”的发展目标，找准差距，理

清思路，抓住新时代赋予海洋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

战，注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助推海洋经济转型发

展，强化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全力打造“海洋金山”

新名片。

为合理利用杭州湾北岸滩涂和岸

线资源，推动金山滨海地区建设、促进

滨海旅游产业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2011 年起，金山区开始启动龙泉港西侧

围填海项目申报工作。2016 年 4 月《上

海市金山新城东部区域建设用海规划》

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复，按照一次规划分

期实施的原则，2017 年 12 月区域建设用

海规划范围内围填海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规划范围东至龙泉港，北至沪杭公

路，西至城市沙滩东侧大堤，南至拟填

海边界，围堤总长度 4820 米，总投资约

26 亿元。规划范围内拟建滨海文化娱

乐中心围填海项目、滨海综合会展中心

围填海项目、滨海商务中心围填海项

目、休闲渔港城围填海项目、滨海生态

湿地围填海项目、滨海度假村围填海项

目和滨海文创中心围填海项目。

围填海项目的规划实施是金山区打

好“海洋牌”的需要，也是建设海洋生态文

明的重要载体，更是打造国际滨海旅游度

假区、滨海花园城的重点区域。2015，金
山区开展了金山城市海岸国际征集方案

活动，描绘了滨海地区的发展蓝图。未来

该区域将突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商务

会展和户外运动等功能，通过引进度假酒

店、会展中心、游艇俱乐部等多样化旅游

产品，形成全季旅游模式，为我区海洋经

济发展增添新动力。项目也将充分发挥

生态涵养功能，通过打造生态海堤和大型

滨海生态湿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广阔的

生态和亲海空间，为我区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打好基础。

依法保护海洋资源 打造“海洋金山”新名片

扬 帆 海 洋 拥 抱 未 来
编者按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也是“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我国“世界海洋日”宣传主题为: 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上海市宣传

主题为：扬帆海洋，拥抱未来。为切实增强全民海洋意识，普及海洋知识、保护海洋环境，营造“人海和谐”的社会氛围，区海洋局特刊登此专版，

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海洋、认识海洋、关爱海洋，为推动金山海洋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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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滨海项目建成后效果图

金山区开展纪念2019年
“世界海洋日”系列宣传活动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为增

强全民海洋意识，普及海洋知识、保护海洋环境，金山

区结合实际开展了设摊咨询、海洋科普进湿地、海岛净

滩、海域联合巡查等系列宣传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来

关注海洋、认识海洋、关爱海洋。

海洋宣传进社区：集中设摊咨询

6 月 6 日上午，区海洋局围绕“扬帆海洋，拥抱未

来”主题在金山嘴渔村开展设摊宣传活动。志愿者们

围绕宣传主题，向市民们宣传海洋法规、普及保护海洋

环境、珍爱海岛生态等知识，并发放了宣传册。作为上

海最后的一个渔村，这里的居民世代以海为生，很多沿

海居民纷纷表示，这样的宣传活动非常好，作为沿海居

民，更有义务和责任加入到保护海洋、保护海岛的行动

中，成为保护海洋观念的传播者、宣传者。

海洋保护重巡护：党建联建签约和海域联合巡查

6月 5日，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四支队党支部与区

海洋海塘管理所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联建，护海兴

海”结对共建暨海域执法巡查活动。

会上，双方党支部书记围绕“护海兴海”党建品牌

创建进行研讨，并就“党建联建，护海兴海”结对共建进

行了签约；对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及大金山

岛开展了海域执法检查，同时对金山海域和用海项目

进行了巡查。

双方一致认为，要把“党建联建”与海域海岛执法

工作相融合，共同提升双方业务水平；要把“党建联建”

与“护海兴海”党建品牌建设相融合，做到党建共联，品

牌共创；要把“党建联建”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做到工作

制度化，活动项目化。

海洋保护我先行：海岛净滩活动

6月 4日上午，区海洋局联合市海洋局相关单位前

往大金山岛开展“珍爱海岛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公益

净滩行动。

上午 10:00，随着船鸣声的渐渐远去，30 余位志愿

者都已整装待发，齐聚大金山岛码头。在领队的安

排下，志愿者们各自分好小组，领取了夹子、手套、垃

圾袋等装备，按照小组的分工吹响了活动号角。很

快，一个个蓝色的身影便已分散在滩涂沿岸，开展地

毯式垃圾清理，有的在用夹子拾捡，有的干脆直接上

手，还有专人记录着垃圾的种类与数量。“今天让我

最惊讶的是大金山岛的垃圾数量还是比较少的，这

也说明了我们的公益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对于呼

吁全社会共同保护海洋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名

志愿者如是的说。

海洋宣传进校园 ：“爱海洋，爱金山”湿地科普宣传

5 月 25 日，区海洋局联合市海洋局、东方网、华东

师范大学开展“走进近岸湿地，拥抱美丽海洋”科普活

动，以此让孩子们探索鹦鹉洲生态湿地，感受“人海和

谐”的自然氛围。

活动共邀请了漕泾中学 30 余位学生和 21 组爱海

护海的亲子家庭参加。活动中，华师大的老师们以鹦

鹉洲生态湿地的复合生态净化技术系统，即“生态前置

库”—“苇草型表面流人工湿地”—“清水涵养塘”为

路线，逐一向大家介绍了华师大团队在鹦鹉洲生态湿

地开展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国际最前沿的蓝碳研究、

湿地水质理化指标监测、浮游动植物调查等，并为小朋

友们提供了亲身实验操作的机会，深刻感受海洋自然

生态之美。

通过海洋科普进湿地活动，进一步引导小朋友们

从小树立海洋保护意识，从而达到“动员一个学生、带

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共同加入到宣传

生态意识、保护海洋的志愿者活动中去。

103.7米，是大金山岛的高度，也是上海境内自然制高点。

大金山岛，状似菱形，最长处963米，最宽处437米，数百年

来风云变幻，这座孤悬海上的岛屿，与小金山岛、浮山岛并称

“金山三岛”。站在岛屿顶端登高望远，低谷幽深，林木掩映，作

为上海市唯一的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置身于此，如临世外仙

境。在公布的第一批上海市重要湿地名录里，金山三岛正式划

归到“岩石海岸类”湿地。

最原始的古树群落

1999 年夏天，正值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成立 7 周

年，一批刚大学毕业的青年，入职金山区海洋海塘管理所，其中

一个就是杜运才，20年过去了，这群人多数各奔东西，步入中年

的杜运才仍坚守在岗位上，于他而言，金山三岛的一草一木记

录了他全部的青春。

据史料记载，大金山岛本是陆上的孤丘，后因海面上升、海

岸侵蚀后退而矗立于汪洋中，从此与陆地隔绝。在保护区成立

之前，1990年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环境监测中心与上海自然博

物馆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研。

之后的 2002 年、2012 年，上海市海洋局先后对金山三岛组

织了两次大调查，并对调查报告深入研究分析，此后，更加系

统、全面的调查来自于2017年—2018年。

“我们将全岛划分成了 50块网格，逐一调查这

些区域内的植物特征、群落结构，建立样地和长期

监测机制，研究植物群落演替及发展趋势。”杜运

才介绍，金山三岛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因人为干扰

极少，对动植物繁衍生息十分有利，在高度发达的

长三角地区早已绝迹的原始植被群落，如今在岛

上保存完好。

调查结果显示，大金山岛共有被子植物 72 科

267 种，其中 60 多种为重点保护植被；另外还有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舟山新木姜子、野生香樟和普

陀樟。此外大金山岛还有一些十分珍贵的古树

资源，特别是一株胸径为 3.28 米的古树鸡桑树，

华师大植物专家认为树龄有四五百年以上；另一

株朴树，胸径最细 3.14 米，地径更粗，树龄也有几

百年。经统计，这里基本保留了 13 种上海地区最大的古树资

源，以及华东地区唯一完好的红楠古树群落。

根据最近一次调查，大金山岛上鸟类共 51 种，隶属 8 目 24
科，其中赤腹鹰、黑耳鸢、鹗等为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土壤动物

原尾目 9种，它的发现，证明了岛上土壤十分洁净；另外，钝尾两

头蛇出现在大金山岛，刷新了上海新记录物种，而在此之前，上

海有 15种蛇，包括赤链蛇、王锦蛇、乌梢蛇等。由于岛屿自然生

态系统相较陆地更为脆弱，对于一些不能跨海迁移、种群相对

孤立的动物，保护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划出生态红线

严格保护、科学保护，一直是金山三岛的保护准则。

据 1989 年《金山县志》记载，大金山岛岛屿面积为 0.3 平方

公里，而在 2012 年国家海岛普查中，实测面积仅剩 0.23 平方公

里，缩小幅度达 23.3%。为了保护岛体，应对海蚀，2014 年大金

山岛保护与开发利用示范工程，被提上日程。2014 年到 2017
年，历时 3 年，金山争取到国家海域使用金 9000 万元，建成东

部 1.109 公里防波堤、封岛管理的哨卡，修缮码头、管理房及修

复 1206 米环岛巡查道路，并建成验潮站、大气监测站等科研设

施。

目前，保护区采取封闭式管理，派专人值守，严禁游人未经

批准私自上岛。由于是离岸远程管理模式，金山海洋海塘管理

所开展了“人防+技防”的全方位无死角监管，一方面委托负责

任的保安公司，安排四个守岛人严格按照制度执行，2 人一班，

轮流守岛，一旦发现非法采砂、私自上岛等可疑情况，立即向管

理所报告。如发现违规，一次换保安，三次换保安公司。杜运

才说，正是严格的责任明确到人，才确保了金山三岛的保护落

到实处。

另一方面，实施保护区勘界定标，主要是划出生态红线，在

边界上设置浮标，明确保护范围，制定保护区规划，用规划引领

工作。近两年，随着防波堤的建设，以往因海上冲刷侵蚀造成

岛体塌方现象，基本消失；西端码头建设，上下山栈道修整，排

除了安全隐患；而哨卡建设及封岛养护，更为岛上珍稀动植物

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演替环境。

鹦鹉洲湿地：申城郊区的“世外桃源”

古诗有云“芳草萋萋鹦鹉洲”，可见鹦鹉洲大抵代表美好湿

地的形象。事实上，金山古称除了比较有名的海盐、柘湖、康城

等，还有一个别称——鹦鹉洲。2016 年，金山区利用国家海域

使用金，投资了 9200余万元，在金山城市沙滩西侧，建起了一座

集生态修复与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潮间带盐沼湿地——鹦鹉洲

湿地。

鹦鹉洲湿地东起金涛路，西至卫二路，北到大堤路，南临杭

州湾，总面积约 23.2万平方米，相当于 3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步行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湿地项目管理员告诉记者，鹦

鹉洲内按照“无裸土”要求进行了植被全覆盖，引进了香樟、东

方杉、落雨杉、湿地松等十几种树种，等到 6月，满园勃勃生机将

一览无余。

别看鹦鹉洲其貌不扬，其地上地下大有学问。据了解，因

金山滩涂不适合种植绿化，鹦鹉洲地下全部使用一种特殊“营

养土”，这种土专门从外省运来，不仅能预防病虫害，还含有多

种矿质营养，疏松通气，保水保肥能力强。

地面上，鹦鹉洲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水质净化和生态修复

系统。主要分三个区域，湿地净化展示区、盐沼湿地恢复区、自

然湿地引鸟区。如何净化水质？管理人员说，在外围，鹦鹉洲

与城市沙滩二期水上活动区相连，两个区域用堤坝隔开的同

时，北侧角和南侧角分别留有一处泵站。北侧泵站进水，南侧

泵站出水，通过“生态前置库”的芦苇、香蒲植物复氧沉淀、滤掉

各类杂质，接着再到“表流人工湿地”通过微生物复合作用深度

净化、去除氮磷，最后到“清水涵养塘”通过投加

藻类微生物，布置自然能造流系统层层过滤净

化。

鹦鹉洲的建成，对市民来说，也是一处亲近

自然风光及科普教学的好去处。例如，在湿地净

化展示区，有一处大型圆形大草坪，可供露营、休

憩；在大草坪旁边，还有三处圆形单体温室玻璃

阳光房，主要利用开顶式保温技术，探究培育从

浙江温州、台州北移而来的红树科秋茄在杭州湾

北岸种植的可行性，未来可用于开展各类科普研

究活动。

而在金山区朱泾镇，全长约 9.74 公里的中官

塘，作为贯穿朱泾的重要河道，也借鉴鹦鹉洲经

验，建起了综合涵养塘，通过处理污水厂排水的

有害物质，释放出含氧量，经过光合作用，调节气候质量，切实

改善河道水环境，增强区域防汛除涝能力。

金山区水务局局长赵云表示，鹦鹉洲湿地作为金山打造国

家海洋公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已初显成效，接下来除了在科普馆

建设上发力之外，还将更注重正在建设的龙泉港西侧围填海项

目。“在海上生长出 3866 亩土地，40%保持生态用地，预计 2019
年 12 月底完成围内吹填，基本完成工程。”赵云表示，该工程圈

围成陆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今后，连同鹦鹉洲湿地公园、金山

城市沙滩、金山三岛保护区以及金山正在建设国家级海洋公园

等，共同打造成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商务会展等为一体

的生态型滨海旅游度假区。 （摘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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