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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程序、方法、内容及成果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12343（所有部分）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marin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具有特殊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必须实施严格管控、强制性保护的区域。 

注1：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海洋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注2：通常包括重要河口、重要滨海湿地、特别保护海岛、海洋保护区、自然景观及历史文化遗迹、珍稀濒危物种

集中分布区、重要滨海旅游区、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沙源保护海域、重要渔业水域、红树林、珊瑚礁、

海草床及自然岸线等区域。 

3.2  

自然岸线 natural coastline 

由海陆相互作用形成的海岸线。 

注1：自然岸线按照物质组成分为砂质岸线、淤泥质岸线和基岩岸线等原生岸线。 

注2：整治修复后具有海岸自然形态特征和生态功能的海岸线可作为自然岸线。 

注3：位于大陆陆域的自然岸线称之为大陆自然岸线，位于海岛岛陆的自然岸线称之为海岛自然岸线。 

4 划定原则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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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维持功能、保住底线 

以海洋自然属性为基准、以社会属性为辅助，在维持海洋生态功能基础上，明确海洋生态保护、海

洋环境质量底线； 

b) 分区划定、分类管理 

根据所在管理海域的特点和生态保护目标管理要求，分区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分类制定差别化

的管控措施，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 

c) 生态保护、整治修复 

坚持生态保护与整治修复并举，将具有重要海洋生态功能、海洋生态敏感及脆弱的生态系统，已经

受损、需要开展整治修复的生态系统纳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遏制进一步生态破坏； 

d) 有效衔接、突出重点 

与全国、沿海各省（区、市）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以及全国海岛保护规划衔接，与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有效衔接，重点突出海洋生态保护，对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应严于其他区划、规

划。跨省、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应保持协调性和衔接性。 

5 控制要求 

5.1 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为划定的大陆自然岸线长度与沿海各省（区、市）已发布的大陆管理岸线的比

值。沿海各省（区、市）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得低于现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确定的大陆自然岸线保

有率。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确定原则如下： 

——如全国或者沿海各省（区、市）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体功能区已有界定，可直接采用； 

——如未有明确界定，根据全国沿海各省（区、市）最新发布的海岸线修测统计信息、亟待保护的

大陆自然岸线分布、已经或者即将实施整治修复的岸线综合确定。 

5.2 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 

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为划定的海岛自然岸线长度与沿海各省（区、市）已发布的海岛管理岸线的比

值。沿海各省（区、市）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不得低于现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确定的海岛自然岸线保

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确定原则如下： 

——如沿海各省（区、市）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及海岛保护规划已有界定，可直接

采用； 

——如未有明确界定，根据沿海各省（区、市）最新发布的海岛海岸线统计信息、遥感影像数据、

亟待保护的海岛自然岸线分布、已经或者即将实施整治修复的海岛岸线情况综合确定。 

5.3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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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为划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与沿海各省（区、市）管理海域面积

的比值。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不得低于现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确定的海

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依据划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确定。 

5.4 海水水质控制指标 

海水水质控制指标为管理海域第一、二类海水优良比例面积与沿海各省（区、市）管理海域面积的

比值。沿海各省（区、市）海水水质控制指标不得低于现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确定的海水水质控制指

标。海水水质控制指标的确定原则如下： 

——如国家或者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相关区划和规划对管理海域海水水质状况有考核目标要求，

可直接采用； 

——如未有界定，应基于现有海水水质状况，正在、即将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措施成效，综合

评估后确定海水水质应达到的控制指标要求。 

6 技术流程 

6.1 工作方案编制 

开展工作方案编制，确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采用的技术方法和规范，

明确任务分工、组织机构、协调途径、成果要求以及进度安排与经费预算等。 

6.2 资料收集 

全面收集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脆弱区的分布状况，区域自然条件与资

源、海洋生态环境、海域海岛使用现状、生态灾害发生情况等方面的最新资料，以及相关规划和区划资

料。资料不足时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 

6.2.1 生态环境资料 

应收集近 3 年来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情况、海洋保护区建设情况、海洋环境

公报等资料。 

6.2.2 社会经济资料 

应收集近 2 年来社会经济资料、资源状况、海域海岛使用现状资料等。 

6.2.3 相关规划资料 

应收集省级以上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保护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岛保

护规划，以及近年来港口建设、土地利用、滨海旅游、防洪、渔业生产、生态安全等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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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图件资料 

图件资料收集应满足以下条件： 

a） 采用最新出版的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和海图； 

b） 底图中的海岸线应为省级人民政府最新批准确定的海岸线； 

c） 影像资料应采用最近 1 年的航空或卫星遥感影像，地面分辨率不低于 30 米。 

6.3 海洋生态环境与开发利用现状 

6.3.1 海洋生态环境现状 

依据区域的自然条件及海洋环境资料，评价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及演变趋势，包括入海污染物种类与

数量、海洋环境主要污染物分布、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状况、栖息地及景观变化等。 

6.3.2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依据区域的区位条件、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划、海域海岛开发利用现

状等相关资料，分析各类型用海分布及开发利用状况。 

6.3.3 生态问题分析 

依据海洋生态环境现状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分析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和突出问题，深入

剖析问题存在的成因。 

6.4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确定 

识别亟待保护的海洋生态保护目标，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确定拟划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分析拟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其

与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控制要求的符合性，并最

终确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其主要保护目标和任务，分类、分区制定差别化的管控措施，形成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7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识别和范围确定 

7.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识别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识别应以沿海各省（区、市）的地市级或县级为基本行政单元，根据目前沿海

各省（区、市）已发布的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结合目前已获批准或者规划的海洋自然

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以及其他可初步识别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河口、重要滨海湿地等重要海

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脆弱区分布情况综合确定。 

经识别纳入到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脆弱区，依据

其海洋生态保护目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主要包括海洋保护区、重要河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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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滨海湿地、重要渔业水域、特别保护海岛、自然景观及历史文化遗迹、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重

要滨海旅游区、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沙源保护海域、红树林、珊瑚礁及海草床等。 

7.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确定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界定应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并维持自然属性，防止污染并控制不合理

的用海活动，同时应便于管理。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确定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海洋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海洋自然保护区或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范围； 

——重要河口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以自然地形地貌分界范围确定； 

——重要滨海湿地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自海岸线向海延伸3.5海里或-6m等深线内的区域，包括鸟

类重要栖息地； 

——重要渔业海域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重要渔业资源的产卵场、育幼场、索饵场、洄游通道、重

要增殖场等区域； 

——特别保护海岛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以特别保护海岛及其海岸线至-6m等深线或向海3.5海里内

围成的区域；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以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及其海岸线为中

心向外扩展不少于100米的区域；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范围及迁徙通道； 

——重要滨海旅游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以重要旅游区为中心向外扩展不少于100米的区域； 

——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以砂质岸滩高潮线至向陆一侧的砂质岸线退

缩线（高潮线向陆一侧500米或第一个永久性构筑物或防护林），向海一侧的最大落潮位置围成的区域； 

——沙源保护海域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以高潮线至向陆一侧的砂质岸线退缩线（高潮线向陆一侧

500米或第一个永久性构筑物或防护林），向海一侧的浪基面或者实际沙源分布区围成的区域； 

——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其主要分布区域的外边界围成的区域。 

7.3 与相关规划及区划的协调性分析 

分析拟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国家、沿海各省（区、市）已发布的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

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的衔接性，明确是否符合其用途管制要求、用海方式控制要求以及环境保护要求，

是否能够确保该区域生态保护重点目标安全的要求。 

7.4 与控制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开展拟划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保有率控制要求的符合性分析，分析其是否满足控制要求。 

7.5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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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拟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国家、沿海各省（区、市）已发布的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

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有较好地协调性。若存在矛盾，则应设专章进行论证，明确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的必要性，对经论证亟需保护的区域应以生态保护优先，划定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并对上述已发布

区划、规划等提出修改建议。 

——满足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等控制要求。

若其不符合控制要求，则应重新进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识别，直至满足控制要求。 

8 管控措施 

根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不同类型，应分区、分类制定管控措施。管控措施类别分为禁止类和限制

类。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分区分类管控措施见表1。对某些特定时段有特殊要求的区域，可增加特定时段

管控措施。 

表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一览表 

管控 

类别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类型 
基本管控要求 开发行为管控措施要求 

禁止类 

海洋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和缓冲区 

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

活动。 
具体执行现行自然保护区的相关制度。 

海洋特别保护区重点

保护区和预留区 

在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点保护

区，禁止实施各种与保护无关

的工程建设活动； 

在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预留区，

禁止实施改变区内自然生态条

件的生产活动和任何形式的工

程建设活动。 

具体执行现行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相关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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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一览表（续） 

管控 

类别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类型 
基本管控要求 开发行为管控措施要求 

限制类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实

验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资

源恢复区和适度利用

区 

1、禁止围填海。 

2、禁止采挖海砂。 

3、不得新增陆源入海工业

直排口。 

4、严格控制河流入海污染

物排放，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陆源入海直排口污染物

排放达标率达 100%。 

5、控制养殖规模，鼓励生

态化养殖。 

6、对已遭受破坏的海洋生

态保护红线，实施可行的

整治修复措施，恢复原有

生态功能。 

7、实行海洋垃圾巡查清理

制度，有效清理海洋垃圾。 

在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海洋特别保

护区的资源恢复区和适度利用区，开发活

动具体执行现行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

护区的相关制度。 

重要河口 

禁止围填海、采挖海砂、设置直排排污口

及其他可能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破坏河口

生态功能的开发活动，并加强对重要河口

生态系统的整治与生态修复。 

重要滨海湿地 

禁止围填海、矿产资源开发及其他可能改

变海域自然属性、破坏湿地生态功能的开

发活动，加强对受损滨海湿地的整治与生

态修复。 

重要渔业海域 

禁止围填海、截断洄游通道、水下爆破施

工及其他可能会影响渔业资源育幼、索饵、

产卵的开发活动。 

特别保护海岛 

禁止围填海、炸岩炸礁、填海连岛、实体

坝连岛、沙滩建造永久建筑物、采挖海砂

及其他可能造成海岛生态系统破坏及自然

地形、地貌改变的行为，并加强对受损海

岛生态系统的整治与修复。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

遗迹 

禁止设置直排排污口。禁止实施爆破作业

等危及文化遗迹安全的，有损海洋自然景

观的开发活动，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独特

地质地貌景观及其他特殊原始自然景观的

完整性。 

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

海域 

禁止实施可能改变或影响沙滩自然属性的

开发建设活动。设立砂质海岸退缩线，禁

止在高潮线向陆一侧 500 米或第一个永久

性构筑物或防护林以内构建永久性建筑和

围填海活动。在砂质海岸向海一侧 3.5 海

里内禁止采挖海砂、围填海、倾废等可能

诱发沙滩蚀退的开发活动。加强对受损砂

质岸线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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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一览表（续） 

管控 

类别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类型 
基本管控要求 开发行为管控措施要求 

限制类 

沙源保护海域 

1、禁止围填海。 

2、禁止采挖海砂。 

3、不得新增陆源入海工业

直排口。 

4、严格控制河流入海污染

物排放，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陆源入海直排口污染物

排放达标率达 100%。 

5、控制养殖规模，鼓励生

态化养殖。 

6、对已遭受破坏的海洋生

态保护红线，实施可行的

整治修复措施，恢复原有

生态功能。 

7、实行海洋垃圾巡查清理

制度，有效清理海洋垃圾。 

禁止实施采挖海砂、围填海、倾废、矿产

资源开发等可能改变或影响沙源质量或含

量的开发建设活动。 

重要滨海旅游区 

禁止设置直排排污口。禁止实施爆破作业、

养殖、填海造陆等对滨海旅游有影响的开

发建设活动，加强对受损滨海景观的修复。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

布区 

禁止实施对珍稀濒危物种有影响的开发建

设活动。 

红树林 

禁止围填海、毁林挖塘、矿产资源开发及

其他可能毁坏红树林资源的各类开发活

动，保护现有的红树林资源及其生态系统，

并加强对受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修复。 

珊瑚礁 

禁止围填海、矿产资源开发、设置直排排

污口及其他可能破坏珊瑚礁的各类开发活

动；保护现有珊瑚礁资源及其生态系统，

并加强对受损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修复。 

海草床 

禁止围填海、矿产资源开发、设置直排排

污口、底栖生物开采及其他可能破坏海草

床的各类开发活动；保护现有海草资源及

其生态系统，并加强对受损海草床生态系

统的修复。 

9 成果 

9.1 文本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文本应涵盖简要的区域背景和生态问题介绍，划定的指导思想、原则、范围，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管控措施以及实施要求。具体内容见附录 A。 

9.2 登记表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是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文本的配套材料，与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包括海

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具体要求见附录 B 和附录 C。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编码规则见附录 D。 

9.3 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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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图形式表达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分布特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图件的具体要求见附录 E。 

9.4 技术报告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文本的技术支撑报告，具体内容见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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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文本格式及编制大纲 

A.1 封面格式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文本封面格式如下： 

第一行书写报告名称：XX 省/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居中） 

第二行书写：文本（居中） 

第三行落款书写：编制单位全称（居中） 

第四行书写：××××年××月（居中） 

以上内容字体字号应适宜，各行间距应适中，保持封面美观。 

A.2 编制大纲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文本编制大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划定目的 

第二条  划定依据 

第三条  划定范围 

第四条  划定成果 

第二章  海洋开发保护现状与形势 

第五条  地理概况与区域条件 

第六条  海洋生态环境现状 

第七条  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现状 

第八条  面临的形势 

第三章  总体要求 

第九条  指导思想 

第十条  划定原则 

第十一条  控制指标 

第四章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第十二条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数量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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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海洋保护区 

第十四条  重要河口 

第十五条  重要滨海湿地 

第十六条  重要渔业水域 

第十七条  特别保护海岛 

第十八条  自然景观及历史文化遗迹 

第十九条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 

第二十条  重要滨海旅游区 

第二十一条  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 

第二十二条  沙源保护海域 

第二十三条  红树林 

第二十四条  珊瑚礁 

第二十五条  海草床 

第五章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划定 

第二十六条  大陆自然岸线 

第二十七条  海岛自然岸线 

第六章  控制指标的落实 

第二十八条  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第二十九条  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 

第三十条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 

第三十一条  海水水质控制指标 

第七章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 

第三十二条  海洋保护区管控措施 

第三十三条  重要河口管控措施 

第三十四条  重要滨海湿地管控措施 

第三十五条  重要渔业水域管控措施 

第三十六条  特别保护海岛管控措施 

第三十七条  自然景观及历史文化遗迹管控措施 

第三十八条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管控措施 

第三十九条  重要滨海旅游区管控措施 

第四十条  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管控措施 

第四十一条  沙源保护海域管控措施 

第四十二条  红树林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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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珊瑚礁管控措施 

第四十四条  海草床管控措施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效力 

第四十六条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附件 

附表 1  XX 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类别明细统计表 

附表 2  XX 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分类明细统计表 

附表 3  XX 省（区、市）各地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大陆自然岸线统计表 

附表 4  XX 省（区、市）各地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海岛自然岸线统计表 

注：未涵盖全部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的沿海省（区、市），可根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际情况进行删减。 

A.3 附表样式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类别明细统计表的样式见表 A.1，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分类明细统计表的样式

见表 A.2，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大陆自然岸线统计表的样式见表 A.3，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海岛自然岸线统

计表的样式见表 A.4。 

表A.1 XX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类别明细统计表 

序号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类别 数量（个） 面积（km
2
） 

占全部海洋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比例 

占全省管辖海域

面积比例 

1 禁止类     

2 限制类     

表A.2 XX 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分类明细统计表 

序号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 数量（个） 面积（km
2
） 

占全部海洋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比例 

占全省管辖海域

面积比例 

      

      

      

表A.3 XX省（区、市）各地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大陆自然岸线统计表 

序号 所在区、市级行政区域 原生自然岸线长度（km） 整治修复岸线（km） 合计（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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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XX 省（区、市）各地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海岛自然岸线统计表 

序号 所在区、市级行政区域 原生自然岸线长度（km） 整治修复岸线（km） 合计（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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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内容及样式 

B.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主要内容 

沿海各省（区、市）根据海域地理位置，按照自西向东或自北向南的总体趋势和自岸向海的细部顺

序，对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进行逐一登记。主要内容包括： 

a）所在行政区域，位于登记表第二、三列，明确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市、县，有争执的区域

仅列共同的上一级区域； 

b）代码，位于登记表第四列，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简写编码。 

c）管控类别，位于登记表第五列，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类别，为禁止类或者限制类。 

d）类型，位于登记表第六列，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 

e）名称，位于登记表第七列，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名称。 

f）地理位置，位于登记表第八、九列，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范围，写明地理坐标。 

g）海岸线长度，位于登记表第十列，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面积和占用海岸线长度，面积单位

为平方千米，长度为千米； 

h）生态保护目标，位于登记表第十一列，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及保护目标与对象； 

i）管控措施，位于登记表第十二列，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制措施及其环境保护要求； 

j）备注，位于登记表第十三列，其他说明的内容。 

B.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样式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的样式见表 B.1。 

表 B.1  XX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 

序

号 

所在行政区域 
代码 

管控

类别 
类型 名称 

地理位置

（四至） 

面积 

(km2） 

海岸线长度 

（km） 

生态

保护

目标 

管控

措施 
备注 

市级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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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内容及样式 

C.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主要内容 

沿海各省（区、市）根据海域地理位置，按照自西向东或自北向南的总体趋势，对划定为海洋生态

保护红线的自然岸线进行逐一登记。内容包括： 

a）所在行政区域，位于登记表第二、三列，明确该自然岸线所在市、县。 

b）代码，位于登记表第四列，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的简写编码。 

c）类别，位于登记表第五列，包括大陆自然岸线和海岛自然岸线。 

d）类型，位于登记表第六列，包括砂质岸线、淤泥质岸线、基岩岸线和整治修复岸线。 

e）名称，位于登记表第七列，为自然岸线的具体名称。 

f）地理位置，位于登记表第八列，明确自然岸线的起止经纬度坐标。 

g）海岸线长度，位于登记表第九列，明确自然岸线长度，长度为千米；  

h）生态保护目标，位于登记表第十列，明确自然岸线生态保护目标； 

i）备注，位于登记表第十一列，其他说明的内容。 

C.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样式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样式见表 C.1。 

表 C.1  XX省（市、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 

序

号 

所在行政区域 

代码 类别 类型 名称 
地理位置 

（起止坐标） 

海岸线长度

（km） 

生态保

护目标 
备注 

市级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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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编码规则 

D.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编码规则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编码格式为 XX-XXXX。其中第一段代码采用 GB/T2260-2002 中的省（市、区）

行政区划代码，代码见表 D.1；第二段代码第一位标识管控类别，禁止类采用 J 标识，限制类采用 X 标

识；第二段代码第二位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代码，代码见表 D.2；第二段代码第三、四位为每个海

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的顺序编号，应按照自西向东或自北向南的总体趋势和自岸向海的细部顺序编码

（01 至 99）。 

示例：山东省划定的某个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它的管控类别是禁止类，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为海洋自然保护区，

细部排列顺序为 05，则其代码为 37-Ja05。 

D.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编码规范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编码格式为 XX-XXXX，其中第一段代码采用 GB/T2260-2002 中的

省（市、区）行政区划代码，代码见表 D.1；第二段代码第一位标识自然岸线类别，大陆自然岸线采用

L 标识，海岛自然岸线采用 I 标识；第二段代码第二位为自然岸线类型代码，代码见表 D.3；第二段代

码第三、四位为每种自然岸线类型的顺序编号，应按照自西向东或自北向南的总体趋势编码（01 至 99）。 

示例：辽宁省划定的某段大陆自然岸线，其自然岸线类型为砂质岸线，细部排列顺序为 16，则其代码为 21-Lo16。 

表 D.1  沿海省（区、市）行政区划代码表 

省（区、市） 代码 

辽宁省 21 

河北省 13 

天津市 12 

山东省 37 

江苏省 32 

浙江省 33 

上海市 31 

福建省 35 

广东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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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沿海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代码表（续） 

省（区、市） 代码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 

海南省 46 

表 D.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代码表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类型 代码 

海洋自然保护区 a 

海洋特别保护区 b 

重要河口 c 

重要滨海湿地 d 

重要渔业海域 e 

特别保护海岛 f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 g 

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 h 

沙源保护海域 i 

重要滨海旅游区 j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 k 

红树林 l 

珊瑚礁 m 

海草床 n 

表 D.3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类型代码表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类型 代码 

砂质岸线 o 

淤泥质岸线 p 

基岩岸线 q 

整治修复岸线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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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图件要求 

E.1 坐标系、投影和比例尺 

图件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或墨卡托投

影。 

根据 GB/T 12343 的要求，省级图件采用 A3 幅面，比例尺为 1：20 万至 1：50 万，重点区域比例

尺为 1：10 万至 1：2.5 万，应包括沿海各省（区、市）海域的单幅图和根据管理海域分区的分幅图。

全国图件为 A0 幅面，比例尺为 1：250 万。 

E.2 图件要素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图件应在底图上清楚反映沿海各省（区、市）管理海域内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信息，应包括以下要素： 

a）基础地理要素，包括管理海域范围、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市县界限、海岸线、等深线、主要公

路、河流、水库、居民地、经纬网络和文字标注等。图件应包含一定陆域范围。 

b）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专题要素，包括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边界线、颜色和符号填充、文字标注或

编号标注等。  

c）图例，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专题要素图例按表 E.1 设置。 

表 E.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专题要素图例 

类型 符号 图例说明 

海洋保护区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55,190,190)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海洋特别保护区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55,190,190)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重要河口生态系统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55,235,175)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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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专题要素图例(续) 

重要滨海湿地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04,255,128)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重要渔业海域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30,255,255)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特别保护海岛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55,170,0)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 

 

面状，背景颜色为 RGB(255,255,0)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重要滨海旅游区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232,190,255)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沙源保护海域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255,0,197)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重要砂质岸线及其邻近海域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255,0,197)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190,255,232），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红树林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233,255,190）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珊瑚礁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155,235,175）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海草床 

 

面状，填充颜色为 RGB（190,232,255） 

外边框颜色为 RGB(255,0,0) 

自然岸线 

 

线状，使用 ESRI-CAD short-dashed 

颜色为 RGB(255,0,0)，线宽 2 

整治修复岸线 

 

线状，使用 ESRI-CAD short-dashed 

其中线条颜色为 RGB(255,170,0)，线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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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专题要素图例(续) 

类型 符号 图例说明 

海域管理范围 

 

线状，使用 ESRI-CAD DASHDOT2 

颜色为 RGB(255,0,0)，线宽为 2 

禁止类 

 

面状，置顶，使用 ESRI 10% Crosshatch 

填充颜色为 RGB(255,0,0)， 

外边框使用 ESRI-CAD DOT，颜色为 RGB(255,0,0) 

 

d）必要的整饰内容，包括图廓、图名、比例尺、坐标系与投影、中央经线、高程基准、接幅表、

资料来源、制作时间和制作单位落款等。图名样式为“XX 省/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控制图”。 

E.3 图件布局 

a）海岸线图层在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专题图层之上。 

b）禁止类图层应置顶。 

c）海洋保护区的整体空间形状应完整的显示，不应岸线剪裁。 

d）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名称的标注如果太长或者过密，可以在图件中只标注名称的编码，在图中空

白位置列表将名称和编号一一对应即可。 

E.4 制图软件 

本标准采用 ArcGIS 软件进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图件制作，版本为 10.0 以上。 

E.5 图件矢量文件 

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文件应只包括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状图层和海洋生态

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线状图层 2 个 shp 格式文件，且做好拓扑结构；其属性表信息应分别与附录 B 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登记表 B.1 以及附录 C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登记表 C.1 的内容一一对应。 

由于受 shp 格式的字段长度限制，属性表信息应存储在 Geodatabas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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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格式及编制大纲 

F.1 文本格式 

F.1.1 封面格式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封面格式如下： 

第一行书写报告名称：XX 省/市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居中） 

第二行落款书写：编制单位全称（居中） 

第三行书写：××××年××月（居中） 

以上内容字体字号应适宜，各行间距应适中，保持封面美观。 

F.1.2 封里内容 

写明编制单位全称、单位法人代表、技术负责人（姓名、职称）、审核人（姓名、职称）、主要参加

人员（姓名、职称）等。 

F.2 编制大纲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编制大纲应包括下文所列的章节，见表F.1。 

表 F.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编制大纲 

前言：介绍工作背景、目的意义、任务来源、工作原则等。 

1 区域背景 

1.1 地理概况与区域条件 

1.2 海洋生态环境现状 

1.3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 主要生态问题 

对区域主要的、亟待解决的海洋生态问题及风险进行分析识别。 

3 总体要求 

包括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遵循的指导思想、划定原则和划定范围等。 

4 控制要求 

明确划定的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指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指标、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控制指标及

海水水质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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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编制大纲（续） 

5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识别及范围确定 

5.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识别 

5.1.1 海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脆弱区的分布情况 

区域内河口、滨海湿地、海岛、海洋保护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滨海旅游区、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

沙源保护海域、渔业海域、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及自然岸线等分布状况。 

5.1.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识别 

以重要河口、重要滨海湿地、特别保护海岛、海洋保护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

区、重要滨海旅游区、重要砂质岸线及邻近海域、沙源保护海域、重要渔业海域、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及自然

岸线等为重点，进行识别筛选，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目标及对象，并阐明依据。 

5.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确定 

5.2.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划定方法 

按照第 7 章的要求，阐述区域内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划定的方法和具体步骤。 

5.2.2 拟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确定 

根据确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划定方法，明确区域内拟划定的各类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5.2.3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区划、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开展拟划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及相关规划的协调

性分析，与当前海洋开发与保护活动的衔接分析，说明与相关部门、地方政府方面的协调情况。 

5.2.4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控制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开展拟划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与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有率控制

要求的符合性分析，分析其是否满足控制要求。 

5.2.5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与区划、规划的协调性分析以及与控制要求的符合性分析结果，阐述最终确定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6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 

按照第 8 章的要求，结合本区域实际，制定总体管控措施。同时根据本标准不同类型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

求，细化各类型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 

6.1 总体管控措施 

6.2 海洋保护区管控措施 

6.3 重要河口管控措施 

6.4 重要滨海湿地管控措施 

6.5 特别保护海岛管控措施 

6.6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迹管控措施 

6.7 重要滨海旅游区管控措施 

6.8 重要砂质海岸及邻近海域管控措施 

6.9 沙源保护海域管控措施 

6.10 重要渔业海域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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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报告编制大纲（续） 

6.11 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管控措施 

6.12 红树林管控措施 

6.13 珊瑚礁管控措施 

6.14 海草床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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