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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 

法人代表 姓名 洪再展 职   务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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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方晋辉 职   务 技术人员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3909 号 

 
 

海

域

使

用

项

目 

项目名称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 

项目性质 公益性 √ 经营性  

投资金额 1852 万元 用海面积 0.2193 公顷 

用海期限 40 年 

占用岸线 0m 新增岸线 0m 

用海类型 路桥用海 

各用海类型/作业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透水构筑物 0.2193 公顷 道路工程 

   

1 概述 

1.1 论证工作由来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位于翔安区欧厝村的厦门市工作船翔安基地内，根据《厦门市工

作船基地规划方案》，厦门市规划建设 4 个工作船基地，分别位于海沧（2 个）、翔安、

五通。其中翔安工作船基地规划在刘五店港区的南部，为厦门港提供综合配套服务，同

时保障福建省周边海域的海上执法、安全监管、海上搜救和执行应急反应任务等快速反

应能力，弥补厦门东海域工作船基地的空白。 

厦门翔安工作船基地（也称“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用海单位主要涉及浮标、海

事、航标、救助等四家单位，水工结构采用透空式桩基梁板式结构和桩基墩台结构，一

期布置平台面积 5.77 公顷，共布置 7 个泊位，长约 790.6m，港内水域约 9.33 公顷；预

留平台约 1.35 公顷，2 个泊位，长约 240m；航道利用已建欧厝避风港进港航道，布置在

支持系统口门东南侧。根据“厦门刘五店港区工程建设指挥会议纪要﹝2019﹞17 号”，  



 

2 

原则同意该方案，要求各项目业主单位抓紧推进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厦门翔安工作船基地内的厦门浮标管理中心建设单位为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

报台，为提升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的海洋观测能力、保障浮标维护工作，拟投入一

艘 3000 吨级浮标船，现该浮标船已基本建造完成，与浮标管理中心相配套的码头及

回旋水域也已完成海域使用申请，并于 2020 年 10 月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 

与浮标管理中心码头相配套的公共道路原计划待厦门港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内

其他三个共建工程——厦门海事工作船码头、厦门航标基地和东海救助基地开工建

设时，共同建设港区公共道路，故在 2020 年 5 月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工程开展

海域使用论证时未包含公共道路部分建设内容。2021 年浮标中心码头区动工前经自

然资源部东海局慎重研究认为，工作船基地其他三家共建工程前期工作进展不一，

为避免将来出现沟通协调问题，要求厦门海洋预报台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同步建设

码头区段公共道路。据此，厦门海洋预报台在上报的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中新增了

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建设内容，并于 2020 年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批复。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长 140m，宽 15m（另含 10m×9m 调头

区，），以满足 3000 吨浮标码头物资装卸需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等相关规

定，厦门港刘五店南部港区港口支持系统工程应进行海域使用论证，根据“厦门刘

五店港区工程建设指挥会议纪要﹝2019﹞6 号”，4 个项目总平位置相对独立，各项

目业主根据设计院优化后的总平面布置和各单位进度要求，分别开展项目立项、审

批、建设等相关前期工作。为此，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开展对厦门浮标管理

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的海域使用论证工作，并在收集资料、现场踏勘和相关

专题报告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等海域使用论证相关法律

法规，编制完成《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送

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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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1.2.1 用海项目建设内容 

用海项目名称：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 

用海申请者：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 

海域使用类型：交通运输用海之路桥用海 

用海位置：本项目位于翔安区新店镇欧厝村南部海域，具体地理位置图见图 1.2-1。 

 
图 1.2-1 工程地理位置图 

用海面积： 

拟申请用海总面积 0.2193 公顷，均为透水构筑物用海，拟申请 40 年的用海期限。 

建设规模： 

拟建公共道路位于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西侧，是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港区公共

道路的一部分，建设宽度与整个支持系统其它段道路宽度保持一致。平面尺寸为

140m×15m（另含 10m×9m 调头区），工程总投资约 1852 万元，与浮标码头同步施工，

施工总工期计划 24 个月。 

 

公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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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平面布置和主要结构、尺度 

1.2.2.1 总平面布置 

厦门翔安工作船基地（也称“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共有 4 家用海单位，分别为

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预报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事局、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

心厦门航标处、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采用透空式桩基梁板式结构和桩基墩台结构，

平台约 7.1 公顷，码头泊位长约 1030.6m，港内水域约 9.33 公顷，共布置 9 个泊位，航

道利用已建欧厝避风港进港航道，将口门布置在东南侧。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位于支持系统的南侧，采用透空式桩基梁板式结构和桩基

墩台结构，拟建 1 个 3000 吨级浮标船泊位，码头平台长 210m，宽 24m，标高 8.6m（厦

门理基），码头平台分为两段，东段 131m 为码头区，为码头靠泊的作业区，泊位长度

131m；西段为近岸区，本次申请用海的公共道路与码头区西侧连接，拟建公共道路长

140m，宽 15m。 

 
图 1.2-2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鸟瞰图 

1.2.2.2 水工结构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水工结构采用高桩梁板式（无纵梁）结构，平

面尺寸为 140m×15m，含 2 结构分段，顶面高程 8.6m。排架间距 7.4m，共 20 榀排架，

每榀排架下设 3 根 φ1000mm 灌注桩。上部结构采用现浇横梁加叠合板形式。 

公共道路 

浮标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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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水工主体水下 C40约 6750m³，现浇构件 C40约 5356万 m³，预制构件 C40约

3312m³，钢筋约 3312吨。 

1.2.3 项目主要施工工艺和方法 

1.2.3.1 施工依托条件 

本工程施工场地开阔、水陆交通方便，施工条件良好，施工用电、施工道路、施工

场地依托西侧三航预制厂搬迁工程，施工场地位于本工程的西侧，三航预制厂搬迁工程

的东南侧，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1.2.3.2 项目主要施工工艺、方法 

按施工计划，本公共道路工程与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将同步施工，因此整个工程分为

二个施工区域：（1）码头区和平台区部分；（2）公共道路区部分。，主要施工机具、船

舶包括：履带吊、拖轮、挖泥船、泥驳、运输驳、起重船等。 

根据本工程特点，施工区域分为码头区和平台区部分和公共道路区部分。考虑本工

程项目均为海上作业，故在岸侧需设有对应的施工区域，宽度约 15 米（考虑混凝土浇

筑及吊车作业面范围），长度为 170 米。内部道路利用场内现有道路。项目部现场办公

驻地占地为 1200m²。生产用地：本工程钢筋加工总量约 3000t，项目部不另设钢筋棚，

钢筋加工委托预制场集中加工制作，钢筋安装由现场班组安装。 

根据施工条件，工程量及施工特点，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将与码头

区同步施工，总工期计划 24 个月，其中公共道路工期 12 个月，由于在整个工程竣工前，

港区公共道路不具备独立验收投产的能力，故公共道路将待码头区工程竣工后一同验

收。 

1.3 论证工作等级、范围 

1.3.1 论证工作等级 

依据《海域论证技术导则》和《海域使用分类》的相关规定，本项目的用海类型为

“交通运输用海”中的“路桥用海”， 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中的“透水构筑物”，

用海面积 0.2193 公顷，长 140m。本项目各项用海方式的论证等级判定依据见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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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本项目论证等级为三级论证。 

表 1.3-1  本项目论证等级判定依据 

一级

用海

方式 

二级 
用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

海域

特征 

论证

等级 
本项目 
用海规模 

本项目 
论证等

级 
构筑

物用

海 

透水构筑

物用海 

构筑物总长度≤400 
m；用海总面积≤10 

公顷 

所有

海域 三 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

0.2193 公顷，长 140m 三 

1.3.2 论证范围 

依据《海域论证技术导则》（国海发﹝2010﹞22 号）中“一般情况下，论证范

围以项目用海外缘线为起点进行划定，一级论证向外扩展 15km，二级论证 8km”的

规定，同时结合本项目用海情况、所在海域特征及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等实际情

况，确定本项目论证范围见图 1.3-1，论证范围以本项目用海外缘线为起点，向北以

岸线为界，向西北以五缘湾口门东角（A）与刘五店（B）连线为界，向东北以翔安

蔡厝村盐田（C）和金门古宁头连线（D）为界，向南以金门岛古宁头（D）、五沙

角（E）和厦门何厝村（F）连线为界，其它以海岸线为界。东西长约 15km，南北

长约 11km，其面积约 87.8km2。 

 
图 1.3-1 论证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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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申请用海情况 

本工程拟申请用海总面积 0.2193 公顷，均为透水构筑物用海，申请 40 年的用

海期限。本工程宗海位置图见图 6.3-1，宗海界址图见图 6.3-2。 

1.5 项目用海必要性 

1.5.1 项目建设必要性 

为了加强台湾海峡及其毗邻海域、巴士海峡等进入太平洋重要战略通道的海洋

观测，东海区拓展了浮标的布放范围，布防区域将拓展为第二岛链以西海域，由近

海向中远海推进，阵列式布放。拓展后，浮标的维护范围拓展、维护数量大幅度增

加，在新形势下，东海区基地不足问题尤为凸显：台湾海峡地理环境、海洋气象特

殊，秋、冬季节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浮标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维护保障；浮标布放二

期工程建设后浮标维护保障内业工作量较一期大幅度增加，东海区仅上海一个浮标

基地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保障任务。为解决以上问题，东海区拟建设东海区综合浮

标业务保障基地厦门浮标管理中心子系统，建成后，厦门浮标管理中心与东海综合

保障基地（上海）浮标维护工作实行分区管理，主要负责东海区温州以南台湾海峡

及其邻近海域、巴士海峡等海域的浮标维护保障业务化工作，并对西北太平洋海啸

浮标进行管理和维护。从而实现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浮标就近快速维修，解决秋、

冬季节该海域维护不及时的问题，同时与上海基地共同承担东海区浮标维护保障工

作，确保东海区浮标维护保障业务顺利进行。 

目前，厦门浮标管理中心基地（办公楼等）已在翔安区欧厝村建设，与基地相

配套的浮标码头也已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并处于待建状态，为码头建成后的浮标等

物资装卸便利，需修建连通浮标码头的进场公共道路（140m*15m），以保证东海区

浮标维护保障业务的顺利进行。 

因此，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1.5.2 项目用海的必要性 

为了提升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的海洋观测能力，保障浮标维护工作，解决厦门

浮标码头物资装卸运输问题，拟在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西侧修建连通码头区的

公共道路一条，公共道路采用透空高桩结构，需要一定面积的海域用于修建桩基和

路面，因此，本工程用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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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2.1 开发利用现状 

2.1.1 社会经济概况 

2.1.1.1 厦门市社会经济概况 

根据“2020 年厦门市政府工作报告”，2019 年厦门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5995.04 亿元，增长 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财政总收入 1328.5 亿元，增长

1.7%，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768.3 亿元，增长 1.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高于经济增速;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3%;完成年度节能减排任务。 

2.1.1.2 翔安区社会经济概况 

翔安区于2003年10月19日正式挂牌成立。全区现有四个镇（新店、马巷、新圩、

内厝）和一个街道（大嶝街道）、一个农场（大帽山农场），现有人口42万。翔安地

处沿海，区内刘五店港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港口，旅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众多，

祖籍地翔安的台胞有近40万人。 

根据“2020年翔安区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厦门市翔安区预计全年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663.8亿元，增长9.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6.2亿元，增长10.4%；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9.5%；财政总收入66.95亿元，增长6.3%；区级财政收入20.9亿元，增

长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9亿元，增长12.4%；限额以上批发零售额267亿元，

增长25.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968元，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2467元，增长10.8%。11项对标赶超指标增幅均超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6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市前两位，其中，地区生产总值、限额以上批发零售额

等2项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4

项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二。 

2.1.1.1 新店镇社会经济概况 

新店镇位于厦门市翔安区东南沿海突出部，东与南安市石井镇相邻；东南与大

嶝及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厦门岛相瞩；西临东咀港；西北、北衔马巷镇；东北

与内厝镇接壤。新店镇依山临海，全镇总面积118.29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83.40

平方公里，占70.50%；滩涂面积18.67平方公里，占15.78%；围垦面积16.22平方公

里，占13.71%。辖莲河、霞浯、沙美、霄垄、珩厝、东园、茂林、大宅、吕塘、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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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陈塘、祥吴、湖头、东坑、洪前、洪厝、炉前、下后滨、下许、安山、刘五店、

东界、钟宅、鼓锣、浦园、西滨、澳头、欧厝、彭厝、前浯、浦边、后村、蔡厝33

个行政村和新兴、新店2个社区，共有108个自然村，其中沿海村23个。 

2018年财政总收入预计完成14.8亿元，其中镇本级收入0.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总产值27亿元，同比增长1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63元，同比增长

8.7%；合同引进内资63亿元，同比增长7%，合同利用外资9836万美元，增长48%；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7亿元，位居全区各镇街首位。 

2.1.1.3 周边村庄简介 

工程周边的行政村主要有欧厝村和澳头村，都属于翔安区新店镇。其中，欧厝

村全村五千多人。澳头村全村一千多人。 

2.1.2 海域使用现状 

项目所在海域周边海洋开发活动有：工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养殖用海等。

项目所在海域的海洋开发利用现状见图2.1-3（略）。 

2.1.2.1 工业用海 

中交三航局厦门分公司预制厂搬迁工程（以下简称“三航预制厂”）  

2.1.2.2 交通运输用海 

（1）厦门港刘五店南部港区澳头交通码头搬迁工程 

（2）刘五店航道一期工程 

（3）对台渔业基地进港航道 

（4）灯塔 

（5）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 

2.4.2.3 渔业用海 

（1）欧厝避风坞 

（2）厦门对台渔业基地欧厝避风港工程 

①欧厝避风港 A 段 

②对台渔业基地 B 段： 

2.4.2.4 保护区用海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1.3 海域使用权属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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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工程周边确权用海主要有中交三航局厦门分公司预制厂搬迁工程、厦门港

刘五店南部港区水产品加工区工程、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厦门对台渔业基地、

厦门港刘五店航道一期工程、五通码头至金门航道（厦门段）等，其具体的确权情

况（包括用海类型、方式、面积、期限等）见表 2.1-1，位置见图 2.1-3（略）。 

表 2.1-1 本工程区相邻用海项目的权属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申请用海单位 用海类

型 
用海方

式 

申请用海

面积（公

顷） 

申请用海起

止日期 

1 
中交三航局厦

门分公司预制

厂搬迁工程 
  

   
   
   
   

2 厦门港刘五店

航道一期工程      

3 厦门浮标管理

中心码头区   
   

   

4 
五通码头至金

门航道（厦门

段） 
     

5 

厦门对台渔业

基地欧厝避风

港 B 段一期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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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3.1 项目用海环境影响分析 

3.1.1 海域水动力环境影响分析 

刘五店码头支持系统内码头、疏浚、公共道路等同步建设，数模综合考虑港口

支持系统港池及航道整体疏浚对水动力的影响，本节参考数模研究结果，需要指出

的是，本工程采用灌注桩桩基结构（钢护筒），桩基施工影响很小；拟申请的公共道

路用海不涉及疏浚，其所造成的水动力变化小于该数值模拟方案的影响。 

根据《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2021 年）

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航道连接段疏浚引起流速变化较大的特征点主要为疏浚范围

内 21~26#点，涨潮平均流速减小约 0.08m/s，变化幅度为 12.6%~70.2%；落潮平均

流减小约 0.05m/s，变化幅度为 22.3%~71.2%。疏浚区东侧 10#点，涨潮平均流速增

加约 0.01m/s，增大幅度约 2.7%；落潮平均流速增加约 0.01m/s，增大幅度约 6.7%；

其他疏浚区附近流速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平均减少约 0.01m/s，减少幅度约

1.9%~5.6%。由此可见，支持系统工程引起流速变化较大区域主要分布在疏浚区范

围周边 600m 内，工程对疏浚范围以外的环境敏感目标流速影响较小。 

表 3.1-1 工程前后各对比点涨、落潮平均流速变化(大潮，单位：流速 m/s) 

点号 
工程前 工程后 

涨潮 
流速 

落潮 
流速 

涨潮 落潮 
流速 流速变化 变化率（%） 流速 流速变化 变化率（%） 

1 0.03 0.02 0.01 -0.02 -69.0 0.01 -0.01 -68.4 
2 0.06 0.03 0.02 -0.04 -70.2 0.01 -0.02 -71.2 
3 0.15 0.09 0.07 -0.08 -54.8 0.04 -0.05 -55.2 
4 0.19 0.11 0.11 -0.08 -40.8 0.06 -0.05 -43.7 
5 0.23 0.15 0.18 -0.05 -22.3 0.12 -0.04 -25.0 
6 0.11 0.06 0.10 -0.01 -12.6 0.05 -0.01 -22.3 
7 0.19 0.12 0.19 0.00 0.0 0.12 0.00 0.0 
8 0.27 0.19 0.27 -0.01 -2.0 0.19 0.00 0.0 
9 0.20 0.15 0.20 0.00 0.0 0.14 -0.01 -3.4 
10 0.22 0.15 0.23 0.01 2.7 0.15 0.01 6.7 
11 0.23 0.16 0.23 0.00 0.0 0.16 0.00 0.0 
12 0.30 0.22 0.29 -0.01 -1.9 0.22 0.00 0.0 
13 0.26 0.20 0.26 0.00 0.0 0.20 0.00 0.0 
14 0.02 0.01 0.02 0.00 0.0 0.01 0.00 0.0 
15 0.10 0.07 0.10 0.00 0.0 0.07 0.00 0.0 
16 0.19 0.13 0.18 0.00 0.0 0.13 0.00 0.0 
17 0.30 0.24 0.30 0.00 0.0 0.24 0.00 0.0 
18 0.35 0.30 0.35 0.00 0.0 0.30 0.00 0.0 
19 0.31 0.27 0.31 0.00 0.0 0.27 0.00 0.0 
20 0.32 0.28 0.32 0.00 0.0 0.28 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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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34 0.29 0.33 0.00 0.0 0.29 0.00 0.0 
 

 
（a）工程前平均流速图 

 
（b）工程后平均流速图 

图 3.1-1 计算海域工程前后平均流速图（单位：m/s）  

3.1.1.2 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影响分析 

数模采用刘家驹公式对工程建设导致的年冲淤强度变化作出估算。： 
2

1 1 2 1

0 1 2

(1 ) 1K S t V dP
V d

ωψ
γ

  
 = + −  
     

泥沙回淤强度变化见表 3.1-2。支持系统工程建设引起的冲淤变化范围主要在疏

浚区周边，计算特征点年最大回淤量出现在工程区港池内部西侧的疏浚区（1#）附

近，最大回淤量约 52.86cm/a。整个港池和航道疏浚范围内，泥沙回淤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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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cm/a~52.86cm/a。工程区西侧的最大回淤量（6#）约 8.62cm/a，工程区东侧的

最大回淤量（9#）约 1.61cm/a。由此可知，工程引起回淤变化主要分布在疏浚区范

围周边 600m 内，对疏浚范围以外的环境敏感目标的回淤环境影响较小。工程实施

后，泥沙年回淤量将逐渐减少，直至达到冲淤平衡状态。 

表 3.1-2  工程区附近泥沙年回淤强度  
泥沙计算点 年淤积强度增量(cm/a) 泥沙计算点 年淤积强度增量(cm/a) 

1 52.86 12 0.88 
2 52.39 13 0.00 
3 51.51 14 0.60 
4 45.40 15 0.40 
5 31.31 16 0.46 
6 8.62 17 0.30 
7 1.23 18 0.00 
8 1.06 19 0.00 
9 1.61 20 0.00 
10 1.04 21 0.00 
11 0.69   

3.1.2 施工期海域水质环境的影响分析 

（1）桩基施工引起悬浮泥沙浓度增加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道路及码头为高桩结构，桩基施工采用灌注桩钢护筒桩基施工，灌注桩

钢护筒插打等作业活动在作业点位产生局部水体底部扰动而浮起底泥，造成局部水

体中泥沙悬浮物增加，但仅对作业点位表面产生少量淤泥扰动，且此类作业时间很

短，底泥浮起有限，桩基施工泥沙入海量甚少，水体中悬浮泥沙影响范围和程度一

般不大。钻孔作业限制在钢护筒内进行，不与钢护筒外水体发生关系。钻孔泥浆和

钻渣经筛滤沉淀后再由人工配制而成的钻孔泥浆返回护筒内循环使用，筛滤沉淀出

来的钻渣收集后运至岸上处理，对海域水质基本没有影响。 

（2）疏浚施工引起悬浮泥沙浓度增加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根据数模研究结果，支持系统工程疏浚对海水水质造成的影响范围约为 1.63km2

（浓度≥10mg/L），沿涨落潮方向最大长度约为 2.8km，垂直潮流方向最大宽度约为

1.7km。总体上，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港池航道连接段及附近海域。 

表 3.1-3  港池和航道疏浚悬浮泥沙影响包络线 

类别 ≥10mg/L 影响面积
（km2） 

≥100mg/L 影响面积
（km2） 

≥150mg/L 影响面积
（km2） 

全部疏浚工况 1.63 0.3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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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公顷） 

支持系统工程建设引起的悬浮泥沙在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

保护地带（文昌鱼）南线至十八线海域的最高浓度增量约为 2mg/L，在厦门珍稀海

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白海豚）同安湾口海域的最高浓度增量约为 73mg/L，

在养殖区的最高浓度增量约为 52mg/L，可以看出施工期悬浮泥沙会对中华白海豚自

然保护区和附近的养殖造成一定的影响。 

  
①涨急时刻                    ②高潮时刻 

  
③落急时刻                      ④低潮时刻 

（a）港池内侧疏浚代表点悬浮泥沙浓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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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部疏浚悬浮泥沙浓度分布图 

3.1-2 施工期悬浮泥沙总影响范围（>10mg/L）图（按全部疏浚 32.4 公顷） 

（3）施工期船舶污水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施工船舶含油污水约 6.09t/d，施工船舶生活污水约 6.4m3/d。建设单位应

严格遵守相关要求，落实施工船舶舱底含油污水、船舶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接收处理。

在落实上述措施的情况下，施工船舶污水不会对海水水质造成影响。 

（4）施工期生活污水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浮标码头施工高峰期生活污水最大日产生量约 3.8m3/d，主要含有 

CODCr、BOD5、SS、NH3-N 和动植物油以及粪大肠菌群等污染物。施工借用三航

预制厂南侧用于构件堆放的空地建设现场临时设施，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三航预

制厂生活污水处理排放系统处理，港口支持系统 4 家码头施工高峰期生活污水最大

日产生量共约 15.2 m3/d，三航预制厂生活污水最大日产生量约 216m3/d，两者最大

日产生量总计约 231m3/d，仍处于三航预制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处理能力 240 

m3/d 范围内。因此，施工期生活污水不直接排入周边海域，不会对海水水质产生影

响。 

3.1.3 运营期海域水质环境的影响分析 

本公共道路工程运营期不产生污废水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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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海域沉积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对海域沉积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疏浚、灌注桩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

扩散和沉降，颗粒较大的悬浮泥沙直接沉降在工程区内，形成新的表层沉积物环境，

颗粒较小的悬浮泥沙迁移扩散，最终覆盖工程周边海域原有表层沉积物，引起局部

海域表层沉积物环境的变化。 

调查资料表明，本工程所在同安湾口海域的海洋沉积物质量良好；施工期间，

悬浮泥沙浓度增量超过 100mg/L 范围仅 0.30km2。由于工程区及其周边海域沉积物

的环境背景值相近，一般况下，疏浚、灌注桩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扩散与沉降对工

程区及周边海域既有沉积物环境的影响甚微。在落实环保措施的情况下，悬浮泥沙

扩散和沉降不会引起海域总体沉积物环境变化。 

营运期，本公共道路工程无污染物入海，不会对项目附近海域的沉积物环境造

成影响。 

 

3.2 项目用海生态影响分析 

3.2.1 入海泥沙对海洋生态影响与评价 

（1）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施工过程产生的入海泥沙对浮游生物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悬浮泥沙入海将导致海

水的混浊度增大，透明度降低，不利于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对浮游生物的生长起

到抑制作用，降低单位水体内浮游植物的数量。此外还表现为对浮游动物的生长率、

摄食率、丰度、生产量及群落结构等的影响。 

（2）对鱼卵仔鱼的影响 

施工期间，高浓度悬浮颗粒扩散场对海洋生物仔幼体会造成伤害，主要表现为：

影响胚胎发育、堵塞生物的鳃部造成窒息死亡、造成水体严重缺氧而导致生物死亡、

悬浮物有害物质二次污染造成生物死亡等。根据渔业水质标准要求，人为增加悬浮

物浓度大于 10mg/L，会对鱼类生长造成影响。 

（3）对游泳生物的影响 

海水中悬浮物过多时将导致水的混浊度增大，透明度降低现象，不利于天然饵

料的繁殖生长，也会使游泳生物特别是鱼类造成呼吸困难和窒息现象。 

由于成鱼具有相对较强的避害能力，在海水混浊时，成鱼一般会自动避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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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蟹类因其本身的生活习性，大多对悬浮泥沙有较强的抗性，因此施工悬浮泥沙对

该海域游泳生物的影响不大。 

（4）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疏浚、灌注桩施工等过程对底栖生物的直接影响为施工范围内的底栖生物及其

生境被彻底损伤破坏。此外，疏浚所引起的悬浮泥沙增量高于 10mg/L 的范围约

1.63km2，悬浮泥沙扩散与沉降会对底栖生物产生一定影响，施工结束后，工程区及

附近海域的底栖生物群落会逐渐恢复、重建。 

3.2.2 对珍稀海洋物种的影响 

本节内容主要引自 2020 年 2 月福建海洋研究所编制的《厦门港刘五店南部港区

港口支持系统工程（福建海事局厦门刘五店海事工作船码头工程东海航海保障中心

厦门刘五店航标基地建设工程东海救助局厦门刘五店救助码头工程）对中华白海豚、

文昌鱼及其栖息地影响专题评价报告（送审稿）》。 

3.2.2.1 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 

本工程位于同安湾口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白海豚）的北

侧约 335m，不占用同安湾口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白海豚）。 

（1）施工期水下作业对中华白海豚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中主要涉及的水下作业为桩基施工，以及施工期间船舶行驶可能对

中华白海豚造成直接伤害。桩基施工在护筒中进行，对中华白海豚造成直接伤害的

可能性较小 

（2）施工期悬浮泥沙对中华白海豚影响分析 

本工程仅在桩基施工时会产生悬浮泥沙，桩基在护筒内进行，引起悬浮泥沙扩

散的影响较小，一般不超过 50m。 

施工期悬浮物的增加对中华白海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大。虽然施工造成的水体

悬浮物的增加不会对中华白海豚的正常活动造成直接影响，但是疏浚水域局部水体

悬浮物浓度增加会使水体透光率有所下降，影响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使渔业

资源的生产力有所下降，中华白海豚的饵料来源将会间接受到影响，因此，在施工

中应采取相关防范措施，选择合适的施工时间段，严格控制悬浮物的扩散。 

（3）施工噪声对中华白海豚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主要水下噪声为桩基施工（钢护筒埋设、灌注桩成孔）噪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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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噪声对中华白海豚产生的影响与伤害主要包括行为与听觉两个方面。 

①钢护筒埋设噪声对中华白海豚影响评价 

钢护筒埋设不用进入中风化凝灰岩，埋设时间很短，单根钢护筒埋设仅需 15～

20 分钟，埋设强度小，因此在做好中华白海豚观测的前提下，钢护筒埋设产生的水

下噪声对中华白海豚听觉的影响较小。 

②灌注桩成孔噪声对中华白海豚影响评价 

桩基施工在钢护筒中进行，预测本工程桩基施工噪声源强为 196dB，在自然保

护区（中华白海豚）边缘的噪声将衰减至约 139dB；并且此噪声预估数据按桩基直

径为 1200mm 计算，港口支持系统工程桩基直径主要为 1000mm，因此，桩基施

工产生的水下噪声会比实际预测的更低。另外，港池北侧和东侧的海事、航标和救

助码头工程区域水深很浅，低潮时露滩，桩基施工若在低潮时进行，将大大降低桩

基施工产生的水下噪声。 

总的来说，由于声波在传播中随着距离的增加成反平方规律衰减。同时根据工

程量推算，同一时间施工桩基噪声叠加量最大约为 14dB，因此噪声传入海域的能

量有限，低于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NOAA）现行采用的过渡性保护鲸豚类的脉

冲式噪声可对动物产生行为妨害的门限值 160dB，不会造成对中华白海豚的直接危

害。 

虽然齿鲸类哺乳动物一般利用较高频率的声音（大于 10kHz）进行觅食及沟通

（Goold and Jefferson，2004），但当桩基作业噪声长时间出现，或产生的部分低频噪

声具有较高的能量，工程施工仍有可能影响到中华白海豚的正常生活，很有可能引

起它们行为改变、沟通受到干扰以及生理和器官的损伤等。 

综上，施工中桩基的成孔噪声对中华白海豚有一定影响，必须严格控制持续施

工时间，尽量在低潮时段施工，同时从必须做好中华白海豚活动观测，确保工程区

附近没有中华白海豚活动的迹象，才能开始桩基作业，一旦发现在工程区附近有中

华白海豚出现必须立刻停止施工。 

（4）施工船舶航行对中华白海豚影响 

船舶航行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①船舶的撞击和螺旋桨致死致伤；

②船舶通行时产生的水下噪声可能会干扰到海豚的回声定位系统和声通讯信号。 

根据《厦门市中华白海豚保护规定》，所有进出港的船舶速度均不能超过 10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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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小时，而中华白海豚的游泳速度可达 12 海里/小时，在受到惊吓或是感受到危险

时，其逃避时的速度会更快。如果船舶速度过快，中华白海豚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反应，被船体或是螺旋桨撞伤或是致死；如果船舶速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如小于

10 海里/小时），让中华白海豚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可以采取适当的逃避行为以避开

船舶。因此，应密切注意观察施工船舶周围海域是否有中华白海豚出入，若发现中

华白海豚，应进行驱赶后再施工，避免抓斗机突然开动对中华白海豚造成惊吓，以

及螺旋桨对中华白海豚的直接击伤等；泥驳船航行时应密切观察海面，一旦发现有

中华白海豚活动应立即停航，待中华白海豚离开后方可航行，航速不能超过 10 海里

/小时。 

此外，根据保护区专题报告中船舶航行噪声分析，以及结合厦门大学对五缘湾

和珠海海域施工期的船舶噪声监测的结果，一般的货运船舶航行时，在高于 5kHz

以上时，总体上的噪声谱级都已低于 100dB；在海洋背景噪声的声压谱级为 55-60dB

（较低的背景噪声下），游艇等船舶噪声的声压谱级为 70-90dB，相比背景噪声提高

约 15-30dB，同时随着螺旋桨转速的提高，船舶噪声的幅值和声压谱级均明显增大；

对于大型的货运船舶，噪声源级在 1kHz 左右低于 150dB；在 2kHz 的声压谱级低于

130dB，在距离船舶 50m 处，2kHz 频点声压谱级将低于 100dB，已和海洋环境背景

噪声相当，同时由于中华白海豚的 Whistle 通讯声信号主要在 3kHz 频率以上。因此，

施工期船舶航行等所产生的水下噪声在 50m距离外基本上不会对中华白海豚带来影

响。 

综上，在将所有施工船舶船速控制在 10 海里/小时以内，并确切落实好船舶航

行时的白海豚观测，本工程的船舶航行对白海豚影响不大。 

（5）施工期环境污染物对中华白海豚影响评价 

施工悬浮泥沙进入水体中，其中颗粒较大的悬浮泥沙会直接沉降在疏浚区内，

形成新的表层沉积物环境，颗粒较小的悬浮泥沙会随海流漂移扩散，并最终沉积在

疏浚区周围的海底，将原有的表层沉积物覆盖，引起局部海域表层沉积物环境的变

化。由于施工期间产生的悬浮泥沙来源于附近海域表层沉积物，一般情况下疏浚对

沉积物的改变大多是物理性质的改变，对沉积物的化学性质改变不大，对工程区既

有的沉积物环境产生的影响甚微，不会引起海域总体沉降环境质量的变化。此外，

本工程施工期均采用了相关的水环境保护措施，污水均不排入海域，不影响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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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物中污染物释放特别是汞等重金属的释放对海水污染物的贡献是很小的。因此，

在做好相关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较小。 

（6）施工期对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影响评价 

施工期对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影响主要从生态环境整体的角度出发，考虑工程

对海域水文、沉积物、海洋生态（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渔业资源）等栖息地要素

的影响给中华白海豚活动及觅食带来的间接影响。 

①施工期对栖息地海域水文动力及冲淤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数模研究结果，支持系统建设引起的冲淤变化范围主要在公用航道和回旋

水域疏浚区周边，工程引起回淤变化主要分布在疏浚区范围周边 600m 内，计算特

征点年最大回淤量出现在疏浚区内，最大回淤量约 52.86cm/a。工程实施后，泥沙年

回淤量将逐渐减少，直至达到冲淤平衡状态，疏浚后约数年恢复到工程前冲淤状态。

因此支持系统疏浚工程所引起的最大水文和冲淤环境变化的区域在疏浚区周边，对

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影响不大。 

②施工期对栖息地水环境影响评价 

灌注桩施工在作业点位产生局部水体底部扰动而浮起底泥，造成局部水体中泥

沙悬浮物增加，但仅对作业点位表面产生少量淤泥扰动，且此类作业时间很短，底

泥浮起有限，桩基施工泥沙入海量甚少，水体中悬浮泥沙影响范围和程度一般不大。 

此外，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施工船舶污水及施工固体废弃物统一集中收集处

理，均不会对海水水质造成影响。不会引起保护区海域总体沉积环境质量的变化。 

④施工期对栖息地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 

A、对浮游生物影响分析：根据数模预测结果，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增量超过

10mg/L 的面积约 1.63km2，会对区内的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产生一定的干扰，导致

生物量下降，但悬浮泥沙最多在持续 6-7 小时后基本落淤完毕，持续影响时间不长。

每天停止作业后，由于潮汐作用，会将外海的浮游动植物带入工程区及其附近海域，

使工程区浮游动植物得以补充。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入海悬浮泥沙不会对浮游生物

造成长期、显著的不利影响。 

B、对底栖生物影响分析：此外，疏浚所引起的悬浮泥沙增量高于 100mg/L 的

范围约 0.30km2，悬浮泥沙扩散与沉降会对底栖生物产生一定影响，主要影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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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周边 100m 左右范围。施工结束后，工程区及附近海域的底栖生物群落会逐渐

恢复、重建。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入海悬浮泥沙对底栖生物的影响较小。 

C、对鱼卵仔稚鱼和游泳动物影响分析： 

首先，工程施工作业泥沙入海引起海水悬浮物增加，在悬浮微粒过多时将导致

海水的混浊度增大，透明度降低，不利于天然饵料的繁殖生长，可能将对游泳鱼类

的正常生理行为产生影响，由于海洋生物的“避害”反应，施工区附近海域自然生

长的游泳动物也将变少。其次，水中大量存在的悬浮物也会使鱼类造成呼吸困难和

窒息现象。若海水中悬浮物浓度过大，当大量悬浮物沉积下来，可引起双壳类动物

的外套腔和水管受到堵塞致死，从而造成渔业生产的损失。因此，必须加强施工过

程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所规定的施工工艺方法，尽量减少泥沙散落入海。 

此外，本工程施工期所产生的水下噪声高于在鱼类的 AHT 值（鱼类能感受的

阈值），而低于 AWRT 值（鱼类出现生理反应的阈值），并且水下施工造成水下声

压高于 AHT 的水域面积较小，主要局限于施工区域及其周边。但海域中某些海洋

生物对噪声比较敏感的鱼类，如作为中华白海豚饵料生物之一的石首鱼科的鱼类可

能因为施工产生的水下噪声而受到一定影响。因此需要在工程施工过程增加一些有

效的减噪措施，并同时进行施工噪声的监测，以更好的减少施工对中华白海豚栖息

地的影响。 

3.2.2.2 对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文昌鱼对环境的要求较为严格，既要有适合其居住的底质环境和生物饵料，又

要有清洁的环境条件。因此文昌鱼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极为敏感，工程建设导致的生

态环境的变化，如水环境质量下降、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对文昌鱼饵料的影响

等，将对文昌鱼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1）施工期对文昌鱼活动区域的干扰 

本工程航道疏浚范围距离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

（文昌鱼）南线至十八线海域约 1044m，工程施工期悬浮泥沙、水动力冲淤条件变

化、底质变化和饵料变化等方面将对文昌鱼造成影响。根据数模预测结果，施工悬

浮泥沙浓度大于 10mg/L 不会影响到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文昌鱼）南线至十

八线海域，其在外围保护地带（文昌鱼）南线至十八线海域的最高浓度增量低于 

2mg/L，可能会对文昌鱼的饵料藻类产生些许影响，但预计影响不大。文昌鱼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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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动物，头索动物主要特点是脊索向前延伸至脑前部，没有特殊发达的感觉器官，

因此施工噪声对文昌鱼几乎没有影响。 

（2）施工期对文昌鱼栖息地影响评价 

本工程施工过程对栖息地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桩基施工对水文环境的影响以及相

应的悬浮泥沙污染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①施工期对栖息地海域水文动力及冲淤环境影响评价 

港口支持系统工程疏浚施工所引起的最大水文和冲淤环境变化的区域在疏浚区

周边，不会影响到文昌鱼的外围保护地带，对文昌鱼栖息地影响较小。 

②施工期对栖息地水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建设对周边海域海水水质造成的影响范围约为 1.63km2（浓度≥10mg/L），

在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文昌鱼）南线至十八线海域

的最高浓度增量低于 2mg/L，根据海水水质现状调查结果可知，南线至十八线海域

悬浮物浓度均值约为 10mg/L，可以看出施工期悬浮泥沙扩散对文昌鱼栖息地造成的

影响不大。 

此外，灌注桩施工在作业点位产生局部水体底部扰动而浮起底泥，造成局部水

体中泥沙悬浮物增加，但仅对作业点位表面产生少量淤泥扰动，且此类作业时间很

短，底泥浮起有限，桩基施工泥沙入海量甚少，水体中悬浮泥沙影响范围和程度一

般不大。钻孔作业限制在钢护筒内进行，不与钢护筒外水体发生关系。钻孔泥浆和

钻渣经筛滤沉淀后再由人工配制而成的钻孔泥浆返回护筒内循环使用，筛滤沉淀出

来的钻渣采用泥浆船收集后运至岸上处理，对文昌鱼栖息地水质基本没有影响。 

施工生产废水、施工船舶污水及施工固体废弃物等统一集中收集处理，疏浚物

外抛至福建东碇临时性海洋倾倒区，均不会对文昌鱼栖息地海水水质造成影响。 

③施工期对栖息地海洋沉积物环境影响评价 

在落实环保措施的情况下，悬浮泥沙扩散和沉降不会引起文昌鱼栖息地海域总

体沉积环境质量的变化。 

④施工期对栖息地文昌鱼栖息地饵料生物影响评价 

施工过程产生的入海泥沙对浮游生物的影响首先主要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悬浮泥沙入海导致附近海区的海水浊度增大，透明度降低，不利于浮游植物的光



 

23 

合作用，对浮游生物的生长起到抑制作用，降低单位水体内浮游植物的数量，并对

浮游动物的生长率、摄食率、丰度、生产量及群落结构等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悬浮物的浓度增加在 10mg/L 以下时，水体中的浮游动植物不会受

到影响，而当悬浮物浓度增加 50mg/L 以上时，浮游动植物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特

别是中心区域，悬浮物含量极高，海水透光性极差，破坏浮游动植物的生理功能，

以致浮游动植物基本上无法生存。当悬浮物的浓度增加量在 10～50mg/L 时，浮游

动植物将会受到轻微的影响。根据数模预测结果，本工程施工悬浮泥沙扩散不会影

响到文昌鱼的外围保护地带，会对整个栖息地的其它位置有较小的影响，因此本工

程施工期对文昌鱼的饵料生物不会造成长期、显著的不利影响。 

3.3 项目用海资源影响分析 

3.3.1 对岸线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工程拟建高桩道路，道路内侧衔接中交三航局预制厂搬迁工程已形成的人工

岸线，因此在三航预制场填海区东侧建设 140m 长的公共道路，是对岸线资源的有

效利用，由于工程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因而也未形成新的人工岸线。 

3.3.2 对渔业资源资源影响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 

（1）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①底泥挖除导致底栖生物损失量分析 

桩基施工导致的底栖生物损失量=0.03t 

②悬浮泥沙导致的底栖生物量损失 

施工所引起悬浮泥沙导致的底栖生物量损失(全部疏浚)= 2.29t 

（2）悬浮泥沙导致的其他生物损失量 

结合现状调查资料，本项目施工期海洋生物资源一次性平均损失量和持续性损

害受损量见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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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悬浮泥沙导致的海洋生物资源受损量 

项目 
超标 
面积 
(km2) 

各类生物平均损失率(%)及生物资源密度 

鱼卵 仔稚鱼 成体 浮游动物 浮游植物 

各类生物损失率 
（Bi≤9） 0.24 25% 25% 10% 25% 25% 

各类生物损失率 
（Bi＞9） 0.04 50% 50% 20% 50% 50% 

生物资源密度 —— 67.2 
ind/100m3 

6.05 
ind/100m3 

301.26 
kg/km2 

100.36 
mg/m3 

28.33×103 

cells/L 
一次性平均受损量 —— 1.08×105个 9.68×103尾 9.46kg 16.06kg 4.53×1012cells 
持续性损害受损量 —— 5.16×106个 4.65×105尾 462.74kg 770.76kg 2.18×1014cells 
注：Bi 为悬浮泥沙浓度超过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倍数，平均水深取 2m。 
悬浮物质浓度增量影响面积为数模各计算点最大值。 
污染物浓度增量影响的持续周期数（以年实际影响天数除以 15）为 48。 

3.4 项目用海风险分析 

本项目用海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地震灾害风险；②工程稳定性风险；

③台风影响；④溢油风险分析。 

3.4.1 地震灾害风险分析 

按照区域地质构造，本区位于闽东南近岸海域间歇活动区之西北侧，属于厦门

－同安、南安缓慢间歇上升区，区内构造相对稳定。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01）有关标准评价，拟建工程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区，拟建场地在

7 度地震作用下有产生震陷的可能。根据国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有关规定划分，拟建工程场地属对建筑抗震不利地段。因此，应对软弱土层和液化

砂层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后，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3.4.2 工程稳定性风险分析 

拟建工程区分布有淤泥及淤泥质粘性土土层，具有含水量高、孔隙比大、压缩

性高、渗透性差、抗剪强度低，触变性及流变性强的特征，工程性能不良，物理力

学性质极差，容易发生塌陷等现象。下卧层岩土具有浸水后会软化、崩解、强度降

低的不良特性，基桩施工中易出现坍孔等问题，将给桩基施工带来很大困难。建设

过程中，应根据道路荷载、水文动力、地质条件等情况，选择合适桩型和持力层。

本工程西侧紧邻三航预制厂直立式护岸，在施工过程和工程完工后，还应加强对岸

堤稳定性监测，及时掌握工程质量状况，保证基础稳定和堤身安全。 

3.4.3 台风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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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受台风影响较为频繁，每年 7-9 月是台风活动季节，对施工比较不利。台

风期间往往伴随大浪和风暴潮增水，具有较大的破坏性。若项目施工过程中，遇台

风正面袭击，未完工的基础，受台风浪和风暴潮袭击，可能发生部分水工结构受毁。

本项目施工需跨越台风期，应在台风来临前对未完工的水工工程进行加固防护，做

好区域防台抗台工作，以保证施工安全，避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对周围海域环

境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运营期间，水工结构还受海浪、潮汐冲刷力等作用，存在较大危险，如发生

风暴潮，将会对区内的设施和人员安全产生较大的威胁。 

3.4.4 溢油风险分析 

由于本道路工程不涉及疏浚，施工场地也主要依托西侧已成陆的中交三航

局预制厂陆域，极少会使用船舶进行施工。而疏浚和码头区施工的溢油风险已

在码头区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中进行详细分析，因而本报告表不再单独分析

公共道路施工的溢油风险。



 

26 

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4.1 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 

根据项目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项目用海特点及其实施对海域资源环境影响

预测结果，本项目实施将主要对工程周边工业用海（三航预制厂），交通运输用海（支

持系统进港航道）等海域开发利用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1)海事、航标、救助码头不作为利益相关者 

海事、航标、救助码头公共道路与本项目各码头工期间和营运期间均存在施工

时序衔接、共用道路的问题，相互造成一定影响,但同为支持系统内码头，各业主不

互相作为利益相关者，但应注意积极沟通、加强管理、统筹安排，制定科学合理的

施工方案，尽量减少重复建设，共同推进港口支持系统工程的建设。 

(2)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作为利益相关者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和有效的应急预案

的情况下，对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及其栖息地影响程度较小，因此不列为利益相关

者，但项目建设过程中应按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加强施工管理，采取环保工

艺、控制航速等措施，尽可能避免或者减轻对保护区物种资源和栖息地的影响。 

4.2 利益相关者界定 

根据项目用海对周边开发活动的影响分析，确定本项目利益相关者为：①中交

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交三航局预制厂搬迁工程业主）。 

中交三航局预制厂位于本工程西侧，本工程拟建高桩码头与三航预制厂东护岸

相衔接。本工程施工期间应加强对三航预制厂东护岸的变形监测和海底地形监测，

避免桩基施工对已建护岸的安全稳定性造成影响。本工程施工期水电、施工场地（0.2

公顷）依托三航预制厂，工程建设进场道路依托三航预制厂。关于本项目对三航预

制厂的影响，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已出函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期管理，减少对三航预制厂的影响。 

4.3 项目用海对国防安全和国家海洋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用海位于翔安南部海域，地处我国内水海域，对国家权益没有影响。项

目建设不占用军事用地，没有占用和破坏军事设施，不影响国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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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和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5.1 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性分析 

5.1.1 项目所在区域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分布 

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本项目位于“刘五店港口航运区”

（见图 5.1-1），其周边海域的海洋功能区主要有 “大嶝特殊利用区”、“厦门湾保

留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海洋保护区”等。工程所在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分

布表和登记表分别见表 5.1-1（略）和表 5.1-2（略）。 

表 5.1-1 项目所在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分布表（2011-2020 年）（略） 

表 5.1-2 项目所在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登记表（2011-2020 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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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项目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区划图（《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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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用海项目对海洋功能区的影响分析 

5.1.2.1 对“刘五店港口航运区”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用海均位于“刘五店港口航运区”，“刘五店港口航运区”的用途管制

为“保障港口用海，兼容不损害港口功能的用海”；用海方式要求为“填海控制前

沿线以内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然属性，以外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性；控制填海规模，

优化码头岸线布局，尽量增加码头岸线长度”；海岸整治要求为“加强海岸景观建

设”；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为“重点保护港区前沿的水深地形条件，优化港口布局，

禁止含油污水排入海域，保护白海豚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执行不劣于第四类海水水

质标准、不劣于第三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不劣于第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本项目拟建道路，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中的“路桥用海”，符合该海

洋功能区的用途管制；本工程采用透空桩基结构，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符合其用

海方式要求；本工程不影响海岸景观建设，与其海岸整治要求不冲突；本工程桩基

采用灌注桩钢护筒桩基施工，悬浮泥沙影响范围很小，对周边的海洋环境和水动力

条件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符合“刘五店港口航运区”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5.1.3 与功能区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本项目透水构筑物用海位于“刘

五店港口航运区”，项目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中的“路桥用海”，项目建

设促进其主导功能的发挥，符合其用途管制要求；公共道路采用透空高桩结构，符

合其用海方式要求；桩基采用灌注桩钢护筒桩基施工，对周边的海洋环境和水动力

条件影响较小，符合其海洋环境保护要求。因此，本工程符合《福建省海洋功能区

划（2011-2020 年）》。 

5.2 与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5.2.1 与《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符合性分析 

根据《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厦门市的城市职能为“建设“两

大基地，四大中心”，即把厦门建设成为高新技术生产研发与创新基地、对台交流

合作先行先试基地和国际航运物流中心、金融商贸中心、旅游会展中心和文化教育

中心。”根据其中关于港口的规划，厦门港作为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

和集装箱运输的国际性枢纽港，以外贸物资运输为主，兼顾客运、旅游、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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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等功能，为区域航运物流中心和多功能、综合性国际化港口，包括东渡港区、

海沧港区（含海沧南港池作业区）、招银港区和翔安港区。其中，翔安港区的所属

岸线为生产岸线，以港口、码头、工业以及物流聚散为主要功能。 

根据《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的“用地布局图” （详见图 5.2-1）， 

本工程位于“翔安港区”的东南侧，用地类型为“公共设施用地”、“河流水系”，

本工程拟建码头区的公共道路，与翔安港区的主要功能一致；公共道路作为码头区

的配套设施，与规划“公共设施用地”的用地类型一致。因此，本项目符合《厦门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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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项目所在区域在《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位置图

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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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与《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 年）》（2019 年 6 月）的符合性

分析 

根据《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 年）》（2019 年 6 月），项目所在翔安港区主导

功能定位为“以承接东渡港区石材、散杂货和内贸集装箱运输功能搬迁起步，逐步

发展成为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兼顾散杂货运输，并积极拓展保税和现代物流等功

能”，规划形成“南部散杂货泊位区、北部集装箱泊位发展区的格局”。 

根据《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 年）》（2019 年 6 月）的“翔安港区规划图”，本

工程位于规划的“港口支持系统”（图 5.2-2），本工程为浮标码头的配套道路，为

厦门港刘五店南部港区港口支持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位于支持系统工程的南侧，本

工程位置与规划一致。 

综上，本工程位于“港口支持系统”，与其功能、位置一致，项目符合《厦门

港总体规划（2035 年）》（2019 年 6 月）。 

本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1-2020 年）》、《厦门珍稀海洋

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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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6.1 用海选址合理性 

（1）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选址 

目前，厦门浮标管理中心基地（办公楼等）已在翔安区欧厝村建设，为保障浮

标维护工作，3000 吨级浮标船码头也已确定选址并取得海域使用权证。 

本工程作为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的配套道路与码头西侧对接，同时本公共道

路工程也是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港区公共道路的一部分，其选址具有唯一性。本公

共道路工程的建设利于厦门浮标管理中心基地的管理，有助于东海区浮标维护保障

业务顺利进行。而且所在海域波浪掩护条件较好，地质条件适宜，工程建设后对潮

流场及纳潮量变化影响很小，与周边用海活动可以协调。 

（2）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工程选址 

根据《厦门市工作船基地规划方案》（厦门市政府以“厦府﹝2014﹞253 号”文

进行批复），厦门市规划建设 4 个工作船基地，其中翔安工作船基地规划在刘五店港

区的南部，为厦门港提供综合配套服务，同时保障福建省周边海域的海上执法、安

全监管、海上搜救和执行应急反应任务等快速反应能力，并填补厦门东海域工作船

基地的空白。根据经专家及相关行业评审过的厦门市工作船基地规划，厦门浮标管

理中心码头及道路位于支持系统工程的南侧，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

工程选址与该规划相符。 

6.2 用海方式和平面布置合理性 

本工程属于交通运输用海，采用高桩梁板式（无纵梁）结构，用海方式为“透

水构筑物”。工程区位于刘五店南部港区，地质条件较好，采用桩基结构建设道路，

以碎块状强风化花岗岩、中微风化花岗岩作为桩基持力层，可以满足道路整体稳定

性和安全运输作业的要求。高桩式结构在施工进度，工程投资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且透水构筑物的用海方式对海洋水动力环境、底栖生物损失等方面的影响比非透水

构筑物要小得多。本工程用海方式合理。 

本工程道路长 140m，宽 15m，道路南侧与浮标码头对接可方便浮标等船用物资

的装卸，北侧与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道路衔接形成完整的港区公共道路，建设宽度

与整个港口支持系统其它段道路宽度保持一致，因此本工程的平面布置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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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共道路与浮标码头对接的位置外突 10m×9m 的宽度作为车辆调头区，方便车

辆的调头及货物装卸。总体而言，本工程平面设计与港口支持系统工程衔接，同时

考虑车辆掉头及物资装卸需要，工程平面布置合理。 

6.3 用海面积合理性 

（1）用海面积满足项目用海需求 

用海界址线的界定是在设计单位提供的总平面布置图，以及工程水工构筑物断

面图等相关图件的基础上确定，道路长 140m、宽 15m，设计的流动荷载为 15t 叉车、

60t 平板车、50t 汽车式起重机，15m 的宽度可以满足设计车辆空载情况下双向通行

的需求，另外道路宽度与整个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其它段道路宽度保持一致。 

（2）符合《海籍调查规范》 

《海籍调查规范》规定：“安全防护要求较低的透水构筑物用海以构筑物及其

防护设施垂直投影的外缘线为界”，本工程拟建高桩道路，为透水构筑物用海，本

工程用海岸边界定至三航预制厂已批填海边界，靠海侧界定至道路外缘线，用海面

积 0.2193 公顷，符合《海籍调查规范》的要求。 

表 6.3-1  用海面积 
编号 北纬 东经 编号 北纬 东经 
内部单元 用海方式  界址线  面积（公顷） 
道路 透水构筑物  1-2…7-1  0.2193 
宗海   1-2…7-1 0.2193 

6.4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拟建道路，为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的配套设施，为公益性用海，水工

建筑物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的

最大用海期限：“（五）公益事业用海四十年”，参照以上规定，结合工程主体结

构设计年限、项目性质，用海期限拟定为 40 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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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宗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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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 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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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域使用对策措施 

7.1 项目用海区划实施对策措施 

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本工程位于“刘五店港口航运

区”，项目实施将促进其港口功能的发挥，符合所在海域的海洋功能区管控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应加强环境管理，严格遵循所在海洋功能区的用途管理与用海方式要

求，建设范围不得超过界定边界线，同时加强工程施工期与营运期的监测管制，落

实相关环境保护管理对策措施，以满足周边海域自然环境质量保护要求，尽量避免

和减少对周围海域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 

7.2 开发协调对策措施 

（1）本工程与三航预制厂东护岸相衔接，施工期间应加强对三航预制厂东护岸

的变形监测和海底地形监测，避免桩基施工对已建护岸的安全稳定性造成影响。本

工程施工期水电、施工场地、进场道路依托三航预制厂，关于本项目的影响，中交

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已出函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建设单位应加强施

工期管理，减少对三航预制厂的影响。 

（2）本工程所建道路将与港口支持系统内公共道路相衔接，建议支持系统内各

用海单位积极沟通协调、加强管理、统筹安排，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尽量减

少重复建设，共同推进港口支持系统工程的建设。 

（3）项目建设过程中应按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中华白海豚，加强施工管理，

采取环保工艺、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等措施，尽可能避免或者减轻对保护区物种资源

和栖息地的影响。 

7.3 风险防范对策 

（1）施工期应按水上安全规定设置相应的施工警示标志，规范施工船舶操作；

严格遵守海上交通安全规程；应做好防台防潮的应急预案及安全防范措施，将施工

和通航方案报送航道管理部门，办理《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证》，并提前发布施

工和航行通告，服从海事部门的海上调度，加强管理,规范操作，避免船舶事故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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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船进出港船舶控制船速，航行时应注意观察周边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

活动情况。若发现有中华白海豚活动，则应注意避让，以免对中华白海豚造成伤害。

所有施工船舶都要按规定显示施工信号，并按海事机构要求，设置必要的安全作业

区、警戒区，设置有关标志。 

（3）工程位于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区，场地属对建筑抗震不利地段，应对软弱土

层和液化砂层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拟建工程区分布有软弱土层和液化砂层，下卧

层岩土具有浸水后会软化、崩解、强度降低的不良特性，应选择合适桩型和持力层。 

7.4 监督管理对策 

建设单位应按照批准的用海范围和方式实施工程用海，按时缴纳海域使用金，

办理权证有关事宜。 

7.5 海域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海域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 

①本工程不占保护区，但工程区为中华白海豚的活动范围，施工期间应加强管

理，施工前应对白海豚驱赶，应控制船舶船速，加强瞭望，保护中华白海豚； 

②禁止施工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应统一收集处理后排放； 

③加强本工程的施工管理，设立必要的警示标志，规范施工船舶操作，加强瞭

望、注意避让，避免与码头进出船舶碰撞。 

④尽量选用 DGPS 全球定位系统，准确确定需打桩位置，从而可以减少桩基施

工过程产生的悬浮泥沙。桩基钻孔在钢护筒内进行，钻孔泥浆和钻渣经筛滤、沉淀

后再由人工配制而成的钻孔泥浆返回护筒内循环使用。针对钻孔、清孔、灌注混凝

土过程中排出的泥浆，采用自然沉淀法去除泥浆中的钻渣。自然沉淀法是在现场设

置沉淀池，即泥浆池设置在钻孔平台上，利用泥浆和钻渣的密度差自然沉淀钻渣，

沉淀后的泥浆循环使用。 

7.6 生态用海措施 

主要保护措施有：悬浮物防治措施，噪声防治措施，水污染防治措施，风险事

故防治措施，中华白海豚保护措施，监测与观测措施，生态补偿措施。 

（1）悬浮物防治措施主要通过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和设备，严格按照相关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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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作业。 

（2）噪声防治措施通过优化施工方案，采取有效减振降噪措施，合理选择施工

机械、施工方法，优先选用性能良好的低噪施工设备，控制航速等。。 

（3）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应严格按照施工船舶机舱含油污水和生活污

水的相关规定，实施铅封管理，遵照相关规定对各类含油污水和其他垃圾进行收集

后上岸处理；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经施工营地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周边的市政污水系

统，不得直接排入周边海域。 

（4）风险事故防范主要通过事故性排放风险防范措施，通航安全保障措施，将

意外事故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 

（5）珍稀海洋动物保护措施 

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及其栖息地保护措施主要是制定施工过程中相应的中华白

海豚和文昌鱼保护方案和应急救护预案，加强整个施工期对中华白海豚活动的监视，

加强海上作业人员关于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保护及救助方面的宣传和培训；在中华

白海豚和文昌与繁殖高峰季节，原则上应避免集中、大型及敏感的施工作业活动，

尽可能的减小施工船舶和施工作业对中华白海豚产生的不利影响。 

施工前，应在施工地点半径 500m 范围内连续监测 5 分钟以上，确保施工范围

内没有中华白海豚活动后方可开始施工。施工船舶应控制船速，航行时应注意观察

周边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活动情况。若发现有中华白海豚活动，则应注意避让，以

免对中华白海豚造成伤害。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引起中华白海豚受伤的，一经发现，

必须立即停止作业，立即启动中华白海豚应急保护预案，并报告市海洋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电话：2198110），及时与厦门海底世界（电话：2069363）联系，以最快的

速度赶到受伤的现场实施救助。 

监测与观测措施主要是开展中华白海豚活动观测、项目建设对中华白海豚栖息

地海域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建设单位应制定生态补偿实施方案，落实生态补偿

金。 

总的来说，各项保护措施能够降低工程施工期和营运期对中华白海豚、文昌鱼

及栖息地产生的各类不利影响，对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及栖息地保护起到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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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8.1.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本工程为厦门浮标管理中心码头区段公共道路工程，位于厦门港刘五店南部港

区港口支持系统工程的南侧，拟建 1 条长 140m，宽 15m 的道路（另含 10m×9m

调头区），采用桩基结构，本工程拟申请用海总面积 0.2193 公顷，均为透水构筑物

用海，申请 40 年的用海期限。 

8.1.2 项目用海必要性分析结论（略） 

8.1.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结论（略） 

8.1.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结论（略） 

8.1.5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结论（略） 

8.1.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结论（略） 

8.1.7 项目用海可行性结论 

本项目用海是必要的，其选址与《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相符合，

符合相关规划。项目用海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项目用海选址、用海方

式与平面布置、用海面积、用海期限合理。项目用海与周边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

相适宜，对周边的海洋开发活动和海洋功能区无重大影响，与利益相关者具备可协

调的途径。在严格按照给出的用海范围和内容进行工程建设的基础上，从海域使用

管理角度，本工程用海可行。 

8.2 建议 

本工程是刘五店港口支持系统港区公共道路的一部分，建议厦门海洋预报台加

强与其它段道路业主的沟通，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尽量与其它段公共道路同

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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