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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区划目的 

海洋功能区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的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制度

之一，是海域资源开发、控制和加强管理以及编制各类涉海规划的法

定依据。它通过调查分析，揭示各个海域的自然属性，结合经济社会

的发展需求，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

功能区，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提供依据，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实现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

海、依法用海，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海洋强国作出应

有的贡献。 

第二条  区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3年 12月 28日修改）；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09 年 12 月 26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00 年 10 月 31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 年 9 月 2 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0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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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 年 8 月 29 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 年 12 月 1 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林法》（1998 年 4 月 29 日修改）； 

11.《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7 年 3 月 1 日）； 

12.《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2012 年修改）。 

（二）相关区划、规划 

    1.《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2.《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3．《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 

4. 《广东省珠江河口滩涂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 

5.《珠江河口综合治理规划》；  

    6.《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7.《中山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纲要》； 

8.《中山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 2020)》； 

    9.《广东中山翠亨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2-2030 年）》； 

    10.《中山翠亨新区总体规划（2012-2020 年）》； 

    11.《广东中山翠亨新区区域建设用海规划》； 

    12.《广东中山翠亨新区产业规划》； 

13.《中山港总体规划》。 

（三）技术标准 

《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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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区划目标 

区划期限为 2013-2020 年，2012 年为基准年。 

总目标：通过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划，使国民经济发

展空间进一步拓展，海洋开发秩序进一步规范，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逐

步改善，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可持

续发展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 

（一）海洋开发利用目标 

以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业为基础，加快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和高端临海产业，重点保障国家和省重大项

目以及新区建设用海。规划到 2020 年围填海规模控制在 138 公顷以

内，海水养殖功能区面积不少于 2700 公顷，保留区面积不少于 12310

公顷。 

（二）海洋环境保护目标 

围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坚持海洋环境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

重，海洋环境整治与陆源污染防治统筹，提高海域生态系统保护水平。 

到规划期末，海洋基本功能区的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量和海洋生

物质量的达标率为 90%以上。 

（三）海岸线整治修复目标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大陆自然岸线不少于 2 公里（现有自然岸线

2 公里），整治修复海岸线长度不少于 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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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区划原则 

区划编制依据省海洋功能区划，做到功能区界线、管理要求和目

标等与省区划相一致，并遵循以下原则： 

自然属性为基础。按照海域区位、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等属性，

科学划定海域功能。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为准则。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统筹

安排各涉海部门、行业的用海需求。 

保护环境为前提。优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注重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国家安全为关键。保障国防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维护我国海洋

权益，保证军事用海需要。 

第五条  区划范围 

中山市海域北起横门岛北部海域，西经横门西水道，南至中山市

与珠海市海域分界线，东至珠江口伶仃洋广州市和深圳市分界线，以

及洪奇门水道中山部分水域，功能区划海域总面积约 159.63 平方千

米 1，大陆海岸线长 57.0 千米，大茅岛岛岸线长约 11.42 千米，横门

岛岛岸线长约 29.24 千米 2。 

                                                       
1 此为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工作范围面积，由于中山市与相邻市的海域勘界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准确

数据以勘界测定的为准。 
2由于目前广东省尚未正式发布海岛岸线，横门岛和大茅岛岸线是区划编制组根据海图和影像图自行

量测的工作范围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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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分类体系 

根据《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的分类体系，市、县

级海洋基本功能区划分 8 个一级类和 22 个二级类，分海岸基本功能

区和近海基本功能区。 

省级功能区划中的一类功能区为海岸基本功能区的，市、县级功

能区内所有二类功能区定为海岸基本功能区；省级功能区划中的一类

功能区划为近海基本功能区的，市、县级功能区内所有二类功能区也

定为近海基本功能区；省级功能区划未分海岸或近海功能区的，市、

县级亦不予区分，统一表述为海洋基本功能区。 

根据中山市海域实际情况，中山市海洋基本功能区不划分海岸和

近海基本功能区，划定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保留区 3 种

一级类功能区，其中港口航运区进一步划分为港口区和航道区，全市

共划定 6 个海洋基本功能区。 

第七条  区划成果 

（一）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文本； 

（二）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登记表； 

（三）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图（2013-2020 年）1：150000 图幅 1

张、1：80000 图幅 1 张、1：50000 图幅 1 张、1：40000 图幅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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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洋开发保护现状与面临形势 

第八条  地理概况和区位条件 

（一）地理概况 

中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理位置为北纬 22°11′~22°47′、东经

113°09′~113°46′，珠江口西岸，西、北江下游出海处；北接广州市和

佛山市，西邻江门市，东南连珠海市，东隔伶仃洋与深圳市、香港特

别行政区相望。北距广州市中心区 86 千米，东南至澳门 65 千米，由

中山港至香港 52 海里。辖区陆域面积 1783.67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约 159.63 平方千米。 

海域呈长条状，滩涂发育，属淤积区，水深最大 8 米，多数为 5

米以内，浅海面积狭小。大陆海岸线长 57.0 千米，全市原 10 个海岛

经围填海或连岛现存横门岛、大茅岛、石排岛和下沙岛共 4 个。 

（二）区位条件 

中山市位于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中南部前沿地带，是海洋

经济活跃发展区和粤港澳海洋经济合作圈地区，与广州、香港、澳门

的空间联系密切，在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等

建成后，中山市将成为连接珠三角入海口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

节点，交通方便，区位优越。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山市已取得了

跨越式的发展，现正向滨海城市转变，积极发挥东部海洋资源优势，

重点发展高端滨海旅游休闲产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产业，

加快建设美丽横门生态岛，科学建设翠亨新区，切实落实国务院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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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 

（三）不利条件 

海域面积小，滩涂发育，海域水深多在 5 米以内，港口交通的发

展受限制；海洋资源有限，主导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发展后劲不足；

基础设施偏弱，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第九条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一）自然条件 

1. 气象    中山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区，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冬季盛行东北风

或北风，夏季普吹偏南风；年平均气温 22.0℃，年平均降水量 1791.3

毫米，4 ~9 月为雨季，7 ~9 月为热带气旋盛期。 

2. 海洋水文    潮汐属不正规半日潮，多年平均低潮位 0.814

米，高潮位 1.354 米，平均潮差 1.08 米；潮流为往复流，属不正规半

日潮流，表层流速大于底层流速。夏季海水温度 21.85℃~30.09℃，

冬季 16.64℃~18.66℃。夏季海水盐度 8.03~34.37，冬季 24.72~33.85。 

3. 波浪    受外海岛屿阻挡，波高较小，最大 1.07 米~2.05 米，

年平均波高仅 0.2 米。 

4. 径流    西江由磨刀门出海，北江由洪奇门入珠江口，其间

汊道纵横交错。横门口多年平均径流量 365 亿立方米，输沙量 925 万

吨。 

5. 地形地貌    陆域地形中高四周低，平原占 68%，低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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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台地占 24%，河流占 8%，属珠江三角洲平原区。海域分布于市

域东部，滩涂发育。沿海有低丘台地，岸线较曲折，除横门大桥邻近

岸线属海崖山地海岸外，其余为平原海岸。大茅岛已扩围成南北向长

方形岛，横门岛南部浅海滩涂宜填海造地，提供土地资源。海岛属基

岩陆缘海岛，为平直的人工海堤形成人工海岸。 

6. 动力地貌    海域在径流和潮流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与海岸

平行偏西的滩槽相间的海底地形，在入海口门形成舌状突出的浅滩。

浅滩之间为横门、洪奇门的入海航槽，洪奇门水道深 5 ~7 米，横门

水道深 3 ~4 米，直接影响河口排洪及船舶通航能力。 

7. 海岸类型    大陆海岸线长 57.0 千米，经过围垦填海、修堤

坝、连岛、建港口泊位以及工程建设等，自然岸线全变成人工岸线，

量得长 54.68 千米，另有河口海域界线的连线长 2.32 千米。 

8. 地震    地质构造体系属华南褶皱束的粤中坳陷带，增城—

—台山隆断束的西南端，地震基本烈度Ⅶ度。 

9. 海洋灾害    主要海洋灾害有热带气旋及其风暴潮、咸潮入

侵、海雾。登陆或影响珠江口热带气旋年均 2 个，强台风风暴潮增水

超过 100 厘米，一般台风增水在 80 厘米以下。 

（二）自然资源 

1. 太阳能资源    年平均达 445155.4 焦耳/平方厘米。 

2. 水资源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748.7 毫米多。滨海地区可利用

潮差进行排灌。 

3. 矿产资源    主要有花岗岩、矿泉水、地下热水、砂料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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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黏土，地下热水可做温泉浴使用。 

4. 渔业资源    营养物质丰富，生物资源有鱼类、甲壳类和贝

类。 

5.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多姿多彩，主要景点有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纪念馆、孙文纪念公园、中山影视城、文化旅游步行街、中山

温泉、长江水库旅游区、詹园、泉林山庄、岭南水乡、紫马岭公园、

五桂山逍遥谷、翠竹园漂流乐园及革命历史根据地、逸仙湖公园、大

涌卓旗山公园及烟墩山古塔、西山禅寺、南山古香林、宋帝遗址、罗

三妹山、桥头小琅环等。适宜发展高端滨海旅游业。 

6. 滩涂资源    有滩涂面积约 8000 公顷，可通过填海造地，为

解决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提供宝贵的土地资源。 

7. 港口资源    中山港出海航程远、水浅，难以提高通航能力，

只有利用横门岛东岸和南部海域填海造地重新选建大型港口的码头

泊位。中山港现分中山港区、小榄港区、黄圃港区、神湾港区、横门

港区，只能供 3000 吨级以下船舶使用。 

（三）环境质量   

近岸海域和河口海域的环境质量近年变化不大。 

1. 2010 年    海水水质超过第四类标准，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

超过第一类质量，海洋生物牡蛎体内铜含量属第三类质量，工业和市

政的排污口废污水达标排放。珠江入海口海水的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含量为劣第四类标准；珠江各河口海域的环境质量处于亚健康状态，

直接影响到中山市海域的环境质量。海洋垃圾已成为海域污染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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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及到海洋生物的安全。 

2. 2011 年    海水水质超过第四类标准，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

和活性磷酸盐，沉积物保持第一类质量，工业和市政的 3 个排污口废

污水达标排放。海洋垃圾仍为海域污染物之一，危及到海洋生物的安

全。咸潮入侵比往年提早 1~2 个月。 

3. 2012 年    海水中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超过第四类标

准，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为第二类质量，且有升高之势，海洋生物多

样性指数较差—中等，工业和市政的排污口废污水达标排放。珠江口

各大口门携带入海污染物总量比 2010 年、2011 年有所减少。海洋垃

圾仍为海域污染物之一，危及到海洋生物的安全。 

总之，中山市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仍没有明显改善，与珠江口环境

质量差密切相关。必须提高海洋环保意识，加速环境监视监测能力建

设，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和能力建设，加强海域综合管理，提高海域预

报、预警、防灾、减灾、救助的应急能力。 

对比 2010、2011、2012 年中山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山市近

岸海域和河口海域海水中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均为劣第四类

标准，石油类为第三类标准；入海排污口尚处于影响较小程度。 

第十条  开发利用现状 

（一）项目用海类型有港口航运区的装备制造业专用码头泊位港

口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的填海造地和采砂区。自 2009 年以来，重

点项目用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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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口区项目有翠亨快线翠亨大桥用海 3 公顷、中山造船基地

一期工程用海 26 公顷、中铁南方工程装备生产建设用海 32 公顷、中

山梁厂装卸平台工程用海 20 公顷、中机建配套码头工程用海 3 公顷、

广船船舶工业基地一期工程用海 100 公顷，上述六项共用海面积 184

公顷。 

2. 工业和城镇用海区项目有大茅岛扩围区 368 公顷、横门岛南

部东五、六围海海区 276 公顷，上述两项共用海面积 644 公顷； 

3. 晨泰公司、横门滩东两处海砂开采共用海面积 233 公顷； 

4. 广新海事重工项目用海 6.16 公顷，占用岸线 778 米； 

5. 规划翠亨新区核心区围填海区 993 公顷。 

（二）国家和省在中山市没有重大项目用海。 

第十一条  面临的形势 

（一）2011 年 7 月 5 日国务院批复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

区发展规划》，以及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赋予珠三角“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

更为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海洋经济

发展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广东高度重视先进装备制造业的

发展，正在加快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中山市位于经济

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前沿地带，地处海洋经济活跃发展区，属于粤港澳

海洋经济合作圈地区，省政府将全力支持中航集团在中山等地的发展

战略，中山应积极融入和参与珠三角一体化的建设发展，并发挥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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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中山市应抓住机遇，在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向

滨海城市转变，实施翠亨新区发展规划，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区

域协调发展，加快海域资源的科学利用。但当前中山市海洋经济发展

项目仍较少，海域环境质量和保护压力较大。因此，科学编制并严格

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对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域资源，实现海域综合

管理，落实“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其他涉

海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二）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建议在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协调珠江口两岸城市整治珠

江口生态环境，改善海域环境质量； 

2. 编制中山市填海造地规划，解决土地资源需求，论证深水港

选址与建设横门生态岛的协调关系； 

3. 适当引进专业人才。



 

14 

第三章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和管理要求 

第十二条  总体布局 

（一）发展定位   

建成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人海和谐智慧用海试验区，历史文化

名城旅游观光区。 

（二）发展方向   

在维持中山市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发展协调性较好的前提下，积

极向滨海城市转变，坚定不移地走经济转型升级之路，在稳增长的同

时，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同时统筹协调推进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探索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

色的海洋发展道路。 

（三）开发与保护重点    

科学发展“翠亨新区”战略平台，加速中山市向滨海城市转变，

大力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产业，发展海洋生态和海洋文化

旅游，重点发展游艇旅游等高端滨海旅游业。保护海域生态环境和建

设横门生态岛。 

第十三条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概述 

中山市海域狭长，中间被横门岛阻隔，海域面积约 159.63 平方

千米，海岸线长 57.0 千米，横门岛岸线长约 29.24 千米，大茅岛岛岸

线长约 11.42 千米。海洋基本功能区不划分海岸基本功能区和近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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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区，划分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保留区 3 种一级类

功能区，并进一步划分二级类功能区，共划定 6 个基本功能区。 

第十四条  港口航运区 

指适于开发利用港口航运资源，可供港口、航道和锚地建设的海

域。包括二级类的港口区（含临港工业码头区）、航道区、锚地区。 

本次海洋基本功能区划定港口航运区 3 个，包括 1 个港口区和 2

个航道区，面积共 1387 公顷，涉及海岸线 42147 米（不包括河口海

域宽度），其中大陆岸线 16035 米，海岛岸线 26112 米。 

1. 横门岛港口区面积 1151 公顷，涉及岸线 42147 米； 

2. 中山港航道区面积 154 公顷，不涉及岸线； 

3. 横门西航道区面积 82 公顷，不涉及岸线。 

深化港口岸线的资源整合，完善港口码头、泊位布局，禁止在港

区内增养殖和捕捞，保障航道顺畅，切实保障码头、泊位的用海需求。

废污水须达标排海，执行港口水域水质第四类标准，沉积物和海洋生

物为第二类质量，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稳定，加强海域监

视监测管理。经调查和论证，可协调有关海域功能的其它项目用海。 

第十五条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指适于发展临海工业与滨海城镇的海域。包括二级类的工业用海

区、城镇用海区。 

划定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共2个，面积共2266公顷，涉及岸线3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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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中大陆岸线 26649 米，海岛岸线 13009 米。 

1.南朗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面积 695 公顷，涉及岸线 33458 米，其

中大陆岸线 26649 米，海岛岸线 6809 米； 

2. 横门岛南部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面积 1571 公顷，涉及岛岸线

6200 米。 

坚持海陆统筹，突出重点，优先保证国家和省重点项目用海；保

障中山翠亨新区区域建设用海，支持重要项目用海，优化空间布局，

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加快对围填海选址、填海方式、用海面积等合

理性比选分析和平面布置的优化。注重海域环境保护，防止海岸侵蚀，

执行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和海洋生物为第二类质量；加强海

域监视监测管理，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降低对海域生态系统的

影响。经调查和论证，可协调有关海域功能的其它项目用海。 

第十六条  保留区  

指为保留海域后备空间资源，专门划定的在区划期限内限制开发

的海域。 

划定伶仃洋（中山）保留区 1 个，面积 12310 公顷，涉及岸线

13543 米，其中大陆岸线 11999 米，海岛岸线 1544 米。 

严格限制保留区海域改变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开发利用活动不

能影响周边海域主导功能和防洪纳潮功能。废污水达标排海，保留用

海现状，执行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沉积物和海洋生物为第二类质量，

加强海域监视监测管理。经调查和论证，可协调有关海域功能的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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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海。 

第十七条  海洋功能区划管控指标  

1. 建设用围填海规模    省下达中山市规划期内建设用围填海

总规模控制在 138 公顷以内。中山市划定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2 个，即

南朗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横门岛南部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面积 2266

公顷，分别位于南朗镇沿岸和横门岛南部。规划到 2020 年前，围填

海主要集中在横门岛南部，因此省下达中山市的围填海指标主要安排

在横门岛南部的填海区。此外，横门岛沿岸均规划为港口区，若港区

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围填海，其指标由中山市统筹分配。 

2. 海水养殖功能区    省下达中山市规划期内海水养殖功能区

面积不少于 2700 公顷。中山市现状养殖用海主要分布在横门西水道

周边及伶仃洋海域，均在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划分的伶仃洋保留区范

围内，因此，市区划亦不再划分养殖功能区，明确在伶仃洋保留区中

保障养殖用海不少于 2700 公顷，以完成省下达的指标。 

3. 保留区    省下达中山市规划期内保留区面积不少于 12310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中山市保留区面积 12310 公顷，完成了省下

达指标。 

4. 大陆自然岸线    根据省下达指标，中山市大陆岸线现有自

然岸线 2 公里，在规划期内不允许减少自然岸线。根据省政府发布的

海岸线，中山市 2 公里自然岸线均为河流出海口连接线，因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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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口进行任何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开发活动，以保护中山市的河口

海域生态环境和自然岸线。 

5. 整治修复海岸线    省下达中山市规划期内整治修复海岸线

长度不少于 3 公里。南朗海岸线岸线主要是为保护农渔业生产安全的

人工海堤，随着翠亨新区的开发，南朗沿岸将整治改造成为中山市的

滨海景观带，因此市海洋功能区划规划在南朗沿岸整治修复的岸线 5

公里以上，以完成省下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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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山翠亨新区建设用海规划专题 

第十八条  概述 

为落实国务院赋予珠三角“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

中山市于 2010 年 10 月提出建设“翠亨新区”的设想，作为未来发展

新的重大战略平台。 

翠亨新区总体规划近期是 2012-2015 年，中期是 2016-2020 年，

远期是 2021-2030 年，海域使用面积 51.06 平方千米。翠亨新区区域

建设用海规划基准年是 2013 年，规划年限是 2014-2018 年，用海方

式为填海造地，规划建设用海总面积 993.01 公顷。 

第十九条  功能定位 

翠亨新区区域建设用海的功能定位为：中山市对外文化交流窗

口，翠亨新区以文化服务为龙头的示范区。《广东中山翠亨新区发展

总体规划》中将其定位为文化交流区，建设以文化产业、旅游休闲、

教育居住等为核心的文化引领区。 

第二十条  用海需求 

    （一）满足城市拓展空间需求 

积极向滨海城市转变，参与建设珠江口西岸城市走廊，全面融入

大珠三角的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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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利用近海资源，规划新增 993.01 公顷围填海，不仅满足项目发

展用地的需求，也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奠定基础。 

    （三）解决土地资源需求 

区域建设用海不仅可缓解城市转型升级带来的人地矛盾，也能改

善人居环境；不仅可加快区域融入珠三角经济圈，亦能缓解城市发展

空间不足带来的转型困难，对海域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十一条  空间布局 

（一）区域用海发展定位 

以商业商贸、文化创意、会议展览功能为主，打造国际商务会议

中心与文化娱乐中心互动发展的新区核心。 

（二）区域用海总体布局 

填海形成两个人工岛，其中北人工岛 651.65 公顷，南人工岛

341.36 公顷。填海不占用原有岸线，还可形成新的人工岛岸线。推动

高端产业、高端技术、高端人才的较大规模集聚。 

（三）功能区划分 

项目用海区位于横门岛南部海域至中山市与珠海市海域交界之

间，海洋基本功能区划分为横门岛南部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面积 1894

公顷，保障了工业用海区和城镇用海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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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管理要求 

（一）严格按照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的管理要求，科学实施围填

海，保护海岸线和岛岸线，保护海域生态系统安全； 

（二）做好施工中的环境保护工作，降低对海水水质、沉积物质

量和海洋生物质量的影响，必须执行先围堰后填料的实施方案； 

（三）成立新区规划实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立联席公议制

度，协调和指导新区规划的实施； 

（四）加强法制保障，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实施有效的执法监督措施； 

（五）落实资金投入，保障填海造地工程顺利进行； 

（六）通过调查和论证，协调海域功能的其它有关项目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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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施保障措施 

第二十三条  区划实施管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

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功能

区划是海域使用的依据，海洋产业的发展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

域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按照海域的功能实施管理，海域

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用海位置、范围、用途和使用期限。 

（二）对区划实施动态监管，从项目预审、设计、施工到竣工都

进行评估，有不符合功能区的应予调整； 

（三）养殖、交通、旅游等行业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 

（四）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涉及海域使

用的，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 

（五）对填海造地、海砂开采和重大项目用海应加强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内容，作为检查、验收的依据； 

（六）保证项目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是区划实施管理的核心； 

（七）做到海陆统筹，依规协调、主动配合，落实用途管制、用

海方式控制要求，保障海洋生态安全； 

（八）通过调查和论证，协调海域功能的其它有关项目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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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海域使用管理 

（一）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

（2013-2020 年）》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 

（二）《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是开发利用海域、

保护海域生态系统和综合管理海域的依据； 

（三）《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是海陆统筹、协

调用海、执法管理的依据； 

（四）用海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功能区的用途管制、用海方式控制

和海域整治要求，并符合所在功能区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五）完善项目用海审批和权属管理制度； 

（六）严格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对国防用岛、海洋自然保护

区内海岛及特殊海岛，依法实施管理； 

（七）促进海陆一体化开发，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

科技用海、依法用海； 

（八）制定事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防范对策措施，完善海域的监

测、监视、预报、预警、救助等应急保障体系； 

（九）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用海需求，实施海域、海岛、海

岸带综合整治。 

第二十五条  海洋环境保护 

（一）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二）坚持陆海统筹，严控污染源，实行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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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用海必须执行功能区管理要求中的海洋环境保护要

求，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等质量按功能区要求实施管理； 

（四）增加投入，提高人员素质，完善制度，制定工作计划方案，

明确要求，提高保护海域生态环境的管控能力； 

（五）增建城市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和工厂废污水达标排海，

船舶油污水和垃圾集中上陆处置； 

（六）建议成立珠江口海域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珠江口海域； 

（七）加强防护林建设，保护滨海湿地； 

（八）依据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保护海域生态环境。 

第二十六条  基础能力建设 

（一）树立科学开发利用海域，保护海域生态环境优先的理念； 

（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摸清海域状况，为海洋功能区划的修

编和实施提供依据； 

（三）建立结构完整、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海洋功能区划管理

信息体系； 

（四）适时开展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况评估，为修编海洋功能区

划提供有效的资料，提高海洋功能区划的科学性； 

（五）完善监管海洋功能区划的基础设施和档案建设； 

（六）适时发布实施海洋功能区划的工作公报，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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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监督检查与执法 

（一）将监管“项目用海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列入海监执法

的内容之一； 

（二）充分发挥海域动态监管中心的作用，参与海域使用管理，

提供实时资料，及时发现问题，使海域功能得到维护，使海洋资源得

到合理、科学的持续利用； 

（三）加大海洋执法力度，加大对海洋环境质量监管力度和海域

使用等违法案件的处罚力度； 

（四）强化海岛监督检查，依法保护海岛； 

（五）向社会和涉海部门、单位发布海洋功能区划工作公报，全

民参与，舆论监督，齐心协力实施《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 

第二十八条  宣传教育 

（一）宣传海洋功能区划有关法律法规，深入进行海洋科学知识、

海洋发展战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海洋功能区划

意识； 

（二）《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后，向社会公布，向相关部门、单位发放； 

（三）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一系列重

要讲话，宣传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建设海洋强国”的论述，提高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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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认识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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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区划效力 

《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

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第三十条  区划附件 

《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图》为《中

山市海洋功能区划文本》的附件，具有与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十一条  区划修改 

《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的修改，由原编制机关

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提出修改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进行修改，

修改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报国家海洋局备案。 

第三十二条  本文本由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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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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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海洋基本功能区索引表 

海洋基本功能区类型 
功能区名称 功能区代码 功能区序号 

一级类 二级类 

港口航运区 

港口区 横门岛港口区 A2-13-1 1 

航道区 
中山港航道区 A2-13-2 2 

横门西航道区 A2-13-3 3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 
南朗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A3-17-1 4 

横门岛南部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 
A3-17-2 5 

保留区 / 伶仃洋（中山）保留区 A8-1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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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图



 

37 



 

38 



 

39 



 

40 



 

41 
 


	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文本
	第一条  区划目的
	第二条  区划依据
	第三条  区划目标
	第四条  区划原则
	第五条  区划范围
	第六条  分类体系
	第七条  区划成果
	第八条  地理概况和区位条件
	第九条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第十条  开发利用现状
	第十一条  面临的形势
	第十二条  总体布局
	第十三条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概述
	第十四条  港口航运区
	第十五条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第十六条  保留区 
	第十七条  海洋功能区划管控指标 
	第十八条  概述
	第十九条  功能定位
	第二十条  用海需求
	第二十一条  空间布局
	第二十二条  管理要求
	第二十三条  区划实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海域使用管理
	第二十五条  海洋环境保护
	第二十六条  基础能力建设
	第二十七条  监督检查与执法
	第二十八条  宣传教育
	第二十九条  区划效力
	第三十条  区划附件
	第三十一条  区划修改
	第三十二条  本文本由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
	中山市海洋基本功能区索引表
	中山市海洋功能区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