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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 

（公示稿） 
1 概  述 

1.1 论证工作来由 

2021 年，国务院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结构优化、一体衔

接的设施网络，扩大多样化高品质的服务供给，培育创新驱动、融合高效的发展动

能，强化绿色安全、开放合作的发展模式，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制定了《“十

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发〔2021〕27 号)。提出加强战略骨干通

道建设，升级沿海通道，提高铁路通道能力，明确规划建设上海经宁波至合浦沿海

高速铁路。 

随着福建、广东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漳汕铁路通道客货运需求将持续增

长，既有铁路运输能力已不能满足通道各期客货运需求。为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铁路引导城市开发作用，完善区域快速铁路网，

国铁集团拟在漳州至汕头既有线的基础上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以下简称“本工

程”），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客运需求，发挥路网综合效益。本工程位于我国东南沿海，

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粤东、厦漳泉地区城

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福建省漳州市漳州站，途经潮州市，终至广东省汕

头市汕头站。项目北接在建福厦客专，南连在建汕汕铁路，共同形成沿海高速铁路

新通道，是长三角、珠三角及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交流的主通道。项目定位是

承担中长途高速客流为主，兼顾沿线大站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既有厦深铁路定位

是以承担沿线大点城际客流为主，兼顾中长途中低速客流和快货的城际铁路。本项

目作为粤东城际铁路网和厦漳泉城际网的组成部分，经过粤东、海西地区多个重要

节点，并与汕汕～广汕、深汕、福厦高铁相连，利用广州、深圳、厦门枢纽，同粤

港澳大湾区城际网和厦漳泉城际网相连，其实施将进一步加强粤东、海西沿线的经

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同时还将缩短沿线地区同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拓展大湾区辐

射腹地，为城际客流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是地区间城际客流的重要载体之一，对

提升城际客流出行质量，完善粤东、厦漳泉地区城际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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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其建设及用海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提前谋划启动“十四五”

规划重大交通工程项目推进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基础[2019]406 号）（附件 1），

将沿海高速铁路通道上海至海口（海安）段（包括漳州-汕头-汕尾-深圳-江门段）列

入该规划重大交通工程项目清单。2021 年 11 月 10 日和 12 月 23 日，福建省和广东

省发改委分别发函商请国铁集团支持扩大漳汕高铁漳州境内和饶平南站站房建设

规模（附件 2 和 3）。2022 年 3 月 16 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了《关于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福建段)项目情况的说明》（附件 4），提出项目的建设对于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战略骨干通道建设的工作要求，提高沿海高铁  通道能力，增

强福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便捷联系，促进沿线老区苏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

义。 

根据本工程工可设计，漳州站（含）至汕头站（不含），里程范围为： DK274+731.94

（ 福 厦 铁 路 里 程 ） ~C1K171+585 ， 正 线 长 度 174.680km （ 其 中

DK277+423.00=CK0+000~C1K171+585（本线设计里程），长度 171.723km，本项目实

施全部工程）。本工程共设 5 座车站，其中，新建东山站、诏安南站、饶平南站；改

建既有漳州站、漳浦站。正线桥梁全长 110.077km（46 座），隧道全长 46.262km（23

座），桥隧总长 156.339km，桥隧比 89.50％。沿线三座特大桥桥梁涉及用海（桥梁涉

海全长 15414.38m），从北往南依次为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桥梁全长 5848.688m，其中

跨海部分桥梁长度 5043m）、诏安湾跨海特大桥（桥梁全长 20244.152m，其中跨海部

分桥梁长度 10537m）以及饶平南站特大桥（桥梁全长 9945.661m，其中跨海长度

232.77m）。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和《海域使用管理技术规范》的规定和要求，需要编

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建设单位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广州

局集团公司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和 2022 年 8 月 26 日委托福

建省水产研究所开展《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制工作（附

件 5 和 6）。论证单位在现场考察、调查以及收集了与本工程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按照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2010 年 8 月）和《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书编写大纲》的内容与规范编制《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送

审版）。 

因本工程涉海四座桥梁涉及占用漳江口、诏安湾（含八尺门）以及黄冈河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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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不同海湾，所在海域海洋自然环境、海水质量、海洋生态、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

差异性较大，本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第二章节至第八章节分成三个分册：《新建漳

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分册）》、《新建漳州至汕头

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东山岛特大桥（分册）》和《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

域使用论证报告书饶平南站特大桥（分册）》，分别详细论述各桥梁：用海基本情况、

所在海域概况、桥梁用海资源环境影响、海域开发利用协调、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及

相关规划符合性、用海合理性海域使用对策措施以及生态用海分析。 

 

1.2 论证依据 

本海域使用论证主要根据如下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相关图件资料等进

行编制。 

1.2.1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全国人大2001年10月27日通过，2002

年1月1日起实施。 

◆《物权法》，全国人大2007年3月16日通过，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修订，2015年1月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 年 11 月 4 日修订，2017 年 11 月

5 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全国人大（常委会）1990年09月07日发布，1991

年05月01日起实施，2015年4月24日第二次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主席令第5号，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 全国人大2009年12月26日公布，2010年3

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12月28日第四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年10月26日修改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10月7日修改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年12月第二次修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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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13年12月7日第二次修订并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2016年11月修改并施行。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18年3月19日修订

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507号令）2018年3月1日修订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18年3月19日修订并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2021年11月26

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7月16日修订，2017年10月1日施行。 

◆《沿海海域船舶排污设备铅封管理规定》，2007年5月1日发布并施行。 

◆《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2004年12月27日发布，2005年4月1日

起施行。 

◆《海域使用论证管理规定》，国家海洋局，2008年1月。 

◆《铁路环境保护规定》，铁道部，1997年4月23日发布并实施。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2017年3月31日。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2006年5月26日通

过，2006年7月1日实施。2018年修正。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2002年9月27日通

过，2002年12月1日实施。2016年4月1日修正。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2022年3月30日通

过，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2016闽常2016]38号，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

2016年9月30日通过，2017年1月1日实施。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2012年修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9号。 

http://gkhy.jiujiang.gov.cn/zwgk_228/jc/zcwj/01/202111/t20211126_5320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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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18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2021年

第3号）。 

◆《贯彻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实施意见》，林函湿字[2017]63号，国

家林业局等八部委。 

◆《关于加强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海环字[2016]664号，

国家海洋局。 

◆《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管理的实施意见》，闽海渔[2017]175号，福建省海

洋与渔业厅。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1 

号)，2021年 01月08日。 

◆《自然资源部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自然

资发〔2022〕129号。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发〔2022〕14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海域使用论证管理工作的意见》，(国海规范〔2016〕10 号) ，

国家海洋局，2016年12月27日。 

◆《云霄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

通知》，云政综[2018]100号，云霄县人民政府，2018年6月。 

◆《云霄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一般湿地名录的通知》，云政综[2021]272号。 

◆《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广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7月。 

◆《关于推进广东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示范区建设指导意见》，粤自然资   

发〔2019〕3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2019年6月20日。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 67 号，2011年12月。  

◆《广东省港口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第70号，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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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及《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写大纲》，国家海洋

局，2010年8月。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2014），国家技术监督局，

201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22。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指南 (试行) 》，国家海洋局，2013 年。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函[2021]1214号。 

◆《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SC/T 9110-2007），农业部，

2008年3月。 

◆《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2002年4月。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

2020年11月。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简称《湿地技术规程》），国家林业

局，2008年。 

◆《海籍调查规范》（HY/T124-2009），国家海洋局，2009年。 

◆《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国家海洋局，2009年。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18

年 11 月。 

◆《海洋调查规范》（GB12763-2007），国家海洋局，2007。 

◆《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国家海洋局，2007。 

◆《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国家技术监督局，2002。 

◆《海洋生物质量标准》（GB18421-2001），国家海洋局，2001。 

◆《海水水质标准》GB3097-2007。 

◆《渔业水质标准》GB111607-1998。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10621-2014）。 

1.2.3 区划和相关规划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5]42 号)，国务院，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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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2012年。 

◆《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2012年11

月。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2011年5月。 

◆《福建省近岸海域功能区划》（修编），福建省人民政府，2011年6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提前谋划启动“十四五”规划重大交通工程

项目推进工作的通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9年。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务院，2022年1月。 

◆《福建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福建省交通运输厅，2021

年9月。 

◆《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闽政文〔2017〕457 号，福建省人民

政府，2017年12月28日。 

◆《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2012年11

月。 

◆《福建省第一批重要湿地名录》，福建省林业厅，2017年3月31日。 

◆《福建省沿海渔港布局与建设规划（2009-2018年）》。 

◆《福建省沿海航道规划》（报批稿），福建省港航勘察设计研究院，2013年8

月。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25年）》，发改基础[2016]1536号，国家发改委，

2016年7月。 

◆《福建省生态功能区划》（闽政文[2010〕26号]，2010年1月。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2016-2020年）》，2016年7月。 

◆《福建省漳江口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厦门大学出版

社，2001年10月。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4～2010年）。 

◆《漳州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 

◆《漳浦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 

◆《云霄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 

◆《诏安县水产养殖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2030年）》，2020年9月。 

◆《厦门港总体规划（2035年）》，厦门港口管理局，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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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年11

月。 

◆《云霄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云霄县人民政府，

2017年9月。 

◆《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14-2030年）》，中国城市建设研究

院有限公司，2016年1月。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4-2010年）》，福建省林

业调查规划院，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04年5月。 

◆《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国家海洋局，2017年10月。 

◆《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国务院，2012年。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7月。 

◆《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2017)》，广东省人民政府，2017年9月。 

◆《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广东省人民政府，2017年9月。 

◆《广东省海岛保护规划 (2011-2020 年)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2011年12

月。 

◆《广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7-2020》，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2017

年11月。 

◆《广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2017 年 12 月。 

◆《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2006 年 4 

月。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2021年4月。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粤府办〔2021〕33号，广东省人民政

府，2021年10月。 

◆《广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2016年11月。  

◆《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国函〔2011〕81 号），2011年7月。 

◆《潮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5-2030) 》，潮州市人民政府，2016年。 

◆《潮州港经济区总体规划 (2008-2030) 》，潮州市人民政府，2015年。 

◆《潮州市海洋功能区划 (2013-2020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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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海域生态保护红线》，潮州市人民政府，2017年。 

◆《潮州港总体规划》 (2010) ，潮州市港口管理局、潮州市交通局，2010年9

月。 

◆《潮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潮州市人民政府，2021年。 

◆《潮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市

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审议，2021年2月。 

◆《饶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16-2030 年) 》，饶平县人民政府，2015年。 

◆《关于推进广东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示范区建设指导意见》，粤自然资 

发〔2019〕3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2019年6月20日。 

1.2.4 项目基础资料 

◆《中国海湾志》（第八分册），中国海湾志编纂委员会，1994 年 4 月。 

◆《新建铁路漳州至汕头线可行性研究》，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新建铁路漳州至汕头铁路初步设计》，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5月。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漳江湾双线特大桥定测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铁

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1月。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东山岛双线特大桥定测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铁

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3月。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饶平南站特大桥定测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铁

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3月。 

◆《新建铁路漳州至汕头线跨黄冈河桥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中铁二

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8月。 

◆《漳州至汕头高铁漳江湾段跨海铁路桥数学模型计算专题》，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2022年8月。 

◆《漳州至汕头高铁东山岛特大桥数学模型计算专题》，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2022 年 8 月。 

◆《漳汕铁路-东山湾诏安湾岸滩及海床稳定性分析报告》，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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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至汕头高铁黄冈河段跨海铁路数学模型计算专题》，南京水利科学研

究院，2022 年 8 月。 

◆《漳汕铁路柘林湾岸滩及海床稳定性分析报告》，福建省水产研究所，2022

年 9 月。 

◆《新建铁路漳州至汕头线铁路对漳江口保护区等影响评估报告》，福建省水

产研究所，2022 年 9 月。 

◆《漳汕高铁项目潮间带底栖生物现状调查报告（春季）》，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2022 年 9 月。 

◆《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渔业资源现状调查报告（春季）》，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2022 年 9 月。 

◆《漳州至汕头铁路项目海洋环境现状调查报告—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春季）》，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2022 年 9 月。 

◆《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东山湾、诏安湾春季大小潮水文泥沙观测及分析报告

（春季）》，福建省水产研究所，2022 年 9 月。 

◆《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柘林湾春季大小潮水文泥沙观测及分析报告（春季）》，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2022 年 9 月。 

◆《漳州至汕头铁路项目海洋环境现状调查报告—东山岛特大桥（春季）》，福

建省水产研究所，2022 年 9 月。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饶平南站特大桥涉黄冈河防洪评价报告（送审稿）》，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 8 月。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饶平南站特大桥跨黄冈河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报

告》，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 年 8 月。 

◆《广东省养殖用海调查报告（潮州市）》，潮州市自然资源局，2022 年 1 月。 

◆业主提供的有关项目其他资料。 

1.2.5 批准文件与依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提前谋划启动“十四五”规划重大交通工程项

目推进工作的通知》（发改办基础[2019]406 号），2019 年 3 月 20 日，见附件 1。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商请支持扩大漳汕高

铁漳州境内站房建设规模的函》（闽发改交通函[2021]423 号），2021 年 11 月 10 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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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请支持漳州至汕头铁路饶平

南站扩大站房规模的函》（粤发改基础函[2021]2497 号），2021 年 12 月 23 日，见附件 3。 

◆福建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福建段）项目情况说明》，

2022 年 3 月 16 日，见附件 4。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汕头至漳州

铁路可行性研究预审意见的函》（南铁科信函[2020]183 号），2020 年 5 月 7 日，见附件

7。 

◆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关于规范漳汕高铁（古雷开发区段）项目用海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古管综

〔2022〕54 号），2022 年 9 月 26 日，见附件 8。 

◆云霄县人民政府，《关于新建漳汕铁路（云霄段）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请示》

（云政综〔2022〕174号），2022年 9月 5日，见附件 9。 

◆东山县人民政府，《关于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东山段征迁安置补偿方案的请示》

（东政综[2022]94 号），2022 年 8 月 5 日，见附件 10。 

◆诏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用海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诏政综

[2020]119 号），2020 年 12 月 31 日，见附件 11。 

◆漳州市人民政府，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东山县八尺门海堤贯通工程—清淤工程

等 3 个项目海域使用权的批复（漳政地〔2022〕27 号），2022 年 7 月 9 日，见附件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广东

省饶平县境内征地拆迁总包干协议，2021 年 4 月，见附件 13。 

1.3 论证工作等级和范围 

1.3.1 论证工作等级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本项目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类

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为“路桥用海”类型，用海方式为构筑物用海之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用海。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本工程用海

属“交通运输用海”之“隧道桥梁用海”。 

根据本项目用海方式和用海规模，参照《海域论证技术导则》（2010）海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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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论证等级划分原则和判定标准，本项目桥梁工程所在海域东山湾湾顶、诏安湾及八

尺门海域为福建省重要海湾，柘林湾为广东省重要海湾，均属敏感海域，各用海单元

规模见表1.3-1。 

表 1.3-1 论证工作等级确定结果一览表 

导则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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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筑物用海 跨海桥梁 

长度≥2000m 所有海域 一级 

长度（800～2000）
m 

敏感海域 一级 

其它海域 二级 

长度≤800m 所有海域 二级 

本 

项 

目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构筑物用海 跨海桥梁 

长度 5043m 
东山湾漳

江湾海域 
一级 

东山岛特大桥 长度 11607m 
东山湾诏

安湾海域 
一级 

饶平南站特大桥 长度 232.77m 
河口敏感

海域 
二级 

根据“同一项目用海方式、用海规模所判定的等级不一致时，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

则”，确定本项目用海论证等级为一级。 

1.3.2 论证范围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要求，跨海桥梁、海底管道等线型工程项目用海

的论证范围划定，一级论证每侧向外扩展 5km，二级论证 3km。海域使用论证范围应

依据项目用海情况、所在海域特征及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等确定，应覆盖项目用海

可能影响到的全部区域。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和东山岛特大桥线型工程项目用海

一级论证来划定论证范围，即每侧向外扩展 5km。漳江湾跨海特大桥论证范围：北至

东山湾湾顶，南至云霄列屿刺仔尾-大霜岛-杜浔盐场，论证范围海域面积 69.3 km2。东

山岛特大桥论证范围：南至诏安湾湾顶，东至东山湾八尺门云霄德晟水产养殖场-东山

杏城石鸡，南至诏安牛口礁-东山下西坑，论证范围海域面积约 95.16 km2。饶平南站特

大桥按二级论证来划定论证范围，即每侧向外扩展 3km，海域使用论证范围：北至黄

冈河 2019 年广东省修测河口岸线（东溪大桥）、南至黄冈河河道出海口向外延伸 2km，

东侧和西侧以修测岸线至岸线，论证范围面积约 14.81km2。 

1.4 论证重点 

本项目为新建铁路建设项目，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之路桥用海，根据海域使

用论证技术导则要求，结合项目用海区域海域资源、生态环境特点和海域开发利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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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确定本报告论证重点为： 

（1）项目选线合理性、用海方式及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2）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重点分析桥墩占用海域资源情况以及对海域水

动力和冲淤环境的影响。 

（3）项目对周边用海活动的影响，重点分析各桥梁用海对滨海湿地、海洋保护区

和船舶通航影响。 

（4）项目用海风险分析，重点分析工程地质及通航安全风险。 

（5）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重点分析与养殖户的协调。 

（6）项目建设与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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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2.1 用海项目建设内容 

2.1.1 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性质、地理位置 

（1）项目名称：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 

（2）建设单位：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和东山岛

特大桥）、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饶

平南站特大桥） 

（3）建设性质：新建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4）地理位置：漳州至汕头铁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北起福建省漳州市漳州站，途经潮

州市，终至广东省汕头市汕头站。项目北接在建福厦客专，南连在建汕汕铁路，共同形成沿海高

速铁路新通道，是长三角、珠三角及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交流的主通道。线路地理位置见图

2.1-1。 

 
图 2.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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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漳州至汕头铁路正线长 174.680 公里，其中福建省境内长 126.595km，广东省境

内 48.085km。正线桥梁全长 110.077km（46 座），隧道全长 46.262km（23 座），桥

隧总长 156.339km，桥隧比 89.50％。全线共设 5 座车站，其中，新建东山站、诏安

南站、饶平南站；改建既有漳州站、漳浦站。相关工程有漳州联络线，上下行合计 6.668

单线公里及恒春线路所；厦门北第二动车所相关工程。 

本项目全线总投资估算额 378.8001 亿元，全线计划总工期为 48 个月。 

2.2 平面布置和主要结构、尺度 

2.2.1 项目总平面布置 

线路自既有漳州站并站分场引出，沿既有厦深线通道向南行进至既有漳浦站并

站，出站向西南向直穿大岭隧道（12950m），并行沿海大道漳江特大桥上游跨漳江，

继续向西南向行进进入东山岛，于杏陈镇大产村南侧设东山站，出站沿诏安湾浅海区

域敷设，南绕诏安县，于诏安县新溪村东侧设诏安南站，继续向西，南绕饶平县，跨

黄冈河，于饶平县后港村附近设饶平南站，出站南绕洪州镇，跨义丰溪，沿金鸿公路

行进，相继跨越韩江支流莲阳河、外砂河，南绕汕头机场，跨新津河，向南引入汕头

高速车场，与在建汕汕铁路正线贯通。本项目线路全长 171.723km。 

1.控制性工程 

本线控制性工程为大岭隧道。 

大岭隧道位于漳州至漳浦区间，隧道进口里程C1K55+230，出口里程C1K68+180，

全长 12950m。隧道为人字坡，洞内坡度为 3.54‰（6270m）、-5.8‰（6680m）。隧

区属中低山丘陵地貌区，本隧最大埋深约 715m。本隧设置 2 座斜井，共分进口、1

号斜井、2 号斜井及出口 4 个工区，总工期 32 个月（含施工准备）。 

2.重点工程 

（1）门口山隧道 

门口山隧道位于漳州至漳浦区间，隧道进口里程 CK28+582，出口里程

CK34+439，全长 5857m。隧道为人字坡，洞内坡度为 3‰（3018m）、-4.5‰（2839m），

本隧最大埋深约 455m。本隧分进口、出口工区组织施工，根据本隧指导性施工组织

设计，全隧土建工期 31 个月（含施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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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漳江湾特大桥桥梁长度其中通航孔布置与下游公路桥对孔，采用（83+156+83）

m 连续刚构跨越漳江湾 IV 级航道。大桥中心里程为 CK68+362，主跨为（83+156+83）

m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全桥施工工期预计 30 个月。 

（3）东山岛特大桥 

东山岛特大桥穿越诏安湾沿海滩涂。大桥中心里程为 CK104+798，桥梁长度

12894.921m，孔跨式样为 30×32m+2×24m+326×32m+（48+80+48）m 预应力混凝土连

续梁+31×32m。全桥施工工期预计 28 个月。 

（4）诏安南特大桥 

大桥中心里程为 CK109+312，桥梁长度 9627.986m。主跨孔跨式样为（68+128+68）

m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全桥施工工期预计 28 个月。 

（5）黄冈河特大桥 

黄岗河特大桥中心里程为 C1K130+321，桥梁长度 11066.976m，桥梁范围为 

C1K126+263.055～C1K137+330.031。桥上 C1K130+600~C1K132+800 范围设饶平南

站，车站为高架站，两台五线，站设旅客站台 2 座（450×12.0×1.25 岛式中间站台、

450×8.0×1.25 侧式站台各 1 座）。主跨孔跨式样为（48+4×80+48）m 预应力混凝土连

续梁。全桥施工工期预计 28 个月。 

（6）仁和里韩江特大桥 

本桥跨越东里河、韩江东溪（莲阳河）、韩江西溪支流外砂河、新津河，均为内

河现状Ⅵ级、规划Ⅲ级通航河道，除跨越东里河采用（45+104+264+104+45）钢混结

合梁斜拉桥外，其余均采用多孔主跨 104m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跨越。全桥施工工期

预计 31 个月。 

本项目线路平纵断面示意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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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本项目线路平纵断面示意图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公示稿）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18 

2.3 项目申请用海情况 

申请单位：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漳州段用海；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饶平段用海。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本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

海”，二级类为“路桥用海”。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东山岛特大桥、饶平南站特大桥用海

方式一级类为“构筑物”，二级类为“跨海桥梁”， 施工栈桥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  

根据本项目设计方案，经界定本项目申请用海总面积为55.2264hm2：漳江湾跨海特

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为16.5489hm2，东山岛特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为37.8911hm2，

饶平南站特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为0.7864hm2。 

申请施工期用海总面积18.6791 hm2：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

积为6.9295 hm2；东山岛特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11.5074hm2；饶平南站特

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0.2167hm2。 

各桥梁用海单元申请用海情况见表2.5-1，施工期用海情况见表2.5-2。 

表 2.5-1 项目申请用海情况 

用海单元 
用海类型 用海方式 用海面积 

（hm2） 
用海期限 

一级类 二级类 一级方式 二级方式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交通运 

输用海 

路桥 

用海 
构筑物海 跨海桥梁 

16.5489 

50 年 东山岛特大桥 37.8911 

饶平南站特大桥 0.7864 

根据本项目桥梁施工方案，经界定本项目申请施工期用海情况见表 2.5-2。 

表 2.5-2 申请施工期用海情况 

用海单元 
用海类型 用海方式 用海面积 

（hm2） 
用海期限 

一级类 二级类 一级方式 二级方式 

漳江湾跨海特大

桥施工栈桥 

交通运 

输用海 

路桥 

用海 
构筑物 

透水构筑

物 

6.9295 28 个月 

东山岛特大桥 

施工栈桥 
11.5074 30 个月 

饶平南站大桥 

施工栈桥 
0.2167 2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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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用海必要性 

2.4.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海西两大经济区交流建立高效便捷的大能

力客运通道，是构建粤闽经济带的重要基础设施。 

本项目的实施，在汕潮揭城市群内构建了一条大能力的高速客运通道，对加强区

域联动，共同提升重要城镇发展，打造粤东经济增长极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厦漳

泉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厦漳泉城市群与目前国内经济活跃

度最高的大湾区建立了交通基础。 

本项目同相关既有（在建）或规划沿海高（快）速铁路共同构成了贯通京津冀、

辽中南、山东半岛、东陇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城市群的高速铁

路通道，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通道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我国“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加快高速铁路网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作为区际干线铁路，将承担大部分区际长途客流，充分发挥高速铁路在旅

客运输中高速快捷的优势，大大提升通道客运服务质量 

本项目的实施将释放和恢复既有厦深铁路货运功能，满足区域货运输需求，从而

充分发挥沿海铁路通道货运功能，利用既有铁路货运设施，有效解决沿海铁路货运和

港口后方通道等问题，为东南沿海港口群、先进制造业基地及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重

要的基础设施保障。 

本项目的建设可以有效的节省土地、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改善投资环境并

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与海西两大经济区交流，构建粤闽

经济带，深入实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需要；是建设汕潮揭城市群和厦漳泉城市

群，打造粤东、海西经济增长极的需要；是构建沿海铁路新通道的需要；是满足沿海

通道客运需求快速增长，释放和恢复既有厦深铁路货运功能的需要；是改善区域环境，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4.2 项目用海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铁路网总体规划看，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作为粤东城际铁路网

和厦漳泉城际网的组成部分，北接福厦高铁、南联汕汕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通道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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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线路从推动城市发展方面、吸引客流及便捷服务方面、工程地质条件、工

程实施难度与工程风险、线路长度、桥隧工程量、拆迁、投资等方面综合分析，沿海

方案具有线路顺直、征拆量少、社会影响相对较小，投资省、工程实施风险相对较低

等优势。 

再次，本工程的走向及站点设置充分考虑已有铁路布局，并结合沿线社会经济发

展、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等发展需求，以及充分考虑了现有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及未来

发展规划的协调。 

综合来看，本项目用海必要。 

3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3.1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1) 大桥选址于东山湾漳江湾口海域，地形简单，多为丘陵地貌和冲海积平原地貌，

地形稍有起伏，丘槽相间，桥位陆地地面高程 0～150m，相对高差 10～150m 左右，丘

坡上多覆盖残积土，覆土层较厚。自然纵坡 5°～35°，桥台位于缓坡上，缓坡上为林地，

丘陵间沟槽多堆积落石。桥址区大面积淹没于海水中，构造行迹不明显，未发现活动

性断裂，近代无强地震记录，工程地质条件总体较好。但桥址区存在不良地质和特殊

岩土，建议桥基采用桩基础，桩端应通过检算进入完整基岩弱风化层(W2)一定深度内，

桥两端位于斜坡上的桥台，施工开挖应留足安全襟边。总体而言，场地进行相应的地

基处理后，适宜建设桥梁桩基。 

（2）根据水文动力调查结果，工程区所在东山湾（平均潮差××cm)潮汐性质属于

正规半日潮，湾口流速明显大于湾顶，湾口落潮平均流速大于涨潮。 

（3）东山湾海域沿岸的海岸稳定，湾内大小岛屿、礁盘分布较多，四周为低山丘

陵环绕，山上植物茂密，水土保持较好，且湾内除漳江等河流汇入，无其它大河流入

汇，径流来沙有限，故湾内的陆域来沙极少，而东山湾潮流动力强劲，水清沙少，随

潮流进出的沙量基本平衡。 

（4）调查海域海水中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这可能与城镇污水、

畜牧养殖污水和工农业废水的直接排入近岸海域有关。调查海域海洋沉积物质量总体

较好，除极个别站位有机碳和石油类含量超过《海洋沉积物质量》第三类标准外，其

余站位有机碳、石油类和硫化物、锌、铜、铅、镉、铬、砷和汞含量均符合《海洋沉

积物质量》第一类标准。春季调查到的福建牡蛎、缢蛏、皱纹盘鲍和紫贻贝各监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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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符合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秋季调查到的波纹巴非蛤和牡蛎均优于第二类海

洋生物质量标准。东山湾春季拖网调查到游泳动物优势种有鹿斑鲾和刺鲳 2 种，春季

张网调查到游泳动物优势种有黄姑鱼、列牙鯻和黄斑蓝子鱼 3 种。 

（5）本项目距离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直线距离约 0.10km，

距离缓冲区最近距离约 2.40km，距离核心区最近约 3.80km。 

（6）大桥桥址海域的开发活动主要有：漳浦县沙西镇庵兜村、白衣村和下寨村的

围海养殖和开放式养殖，以及漳州沿海大通道（纵一线）漳江湾特大桥工程和福建省云

霄县东厦镇长洋二级渔港升级工程。 

3.2 东山岛特大桥 

（1）大桥选址跨越八尺门海域和诏安湾顶浅海水域，地形简单，湾顶为砂岸的和

淤泥岸岸滩，海积地貌发育，潮滩宽坦，淤积严重。据调查，在湾顶局部（八尺门以

西港道）潮滩淤积厚达每年平均 10cm（1963~1983）。未发活动性断裂，近代无强地震

记录，工程地质条件总体较好。 

（2）根据水文动力调查结果，诏安湾(平均潮差××cm）和东山湾（平均潮差××

cm)潮汐性质属于正规半日潮；测区潮流基本属于正规半日潮流，潮流以往复流为主，

八尺门附近可能最大潮流流流速为××cm，流向为××°，诏安湾顶可能最大潮流流速

为××cm，流向为××°。桥址所在海域流场基本平顺，无漩涡和强大紊流区。 

（3）在诏安湾，大产岛西侧海域表现为冲淤平衡，在大产岛的西南侧养殖区，表

现为淤积，大产岛南侧沿岸，表现为冲刷，在诏安湾中部，表现为大面积淤积，诏安

湾南部两岸表现为淤积，诏安湾口表现为冲淤平衡。 

在八尺门水道，八尺门海堤东侧海域为淤积状态，且淤积强度较大，在海堤西侧

附近海域，表现为冲刷状态。 

（4）调查海域海水中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除个别站位石油类超

一类标准外，调查海域沉积物其余因子均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第一类标准。春季

调查采集福建牡蛎、菲律宾蛤仔、泥蚶和紫贻贝；秋季，采集牡蛎、菲律宾蛤仔和波

纹巴非蛤。春季，东山湾海域游泳动物优势种类（IRI >1000）有鹿斑鲾和刺鲳 2 种，

诏安湾海域优势种有竹筴鱼、鹿斑鲾、刺鲳和杜氏枪乌贼 4 种；秋季，东山湾海域游

泳动物优势种只有黄吻棱鳀 1 种。 

（5）大桥所在海域使用开发活动主要有：诏安县吴惠猛、吴旭猛、金星乡田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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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镇大梧村、四都镇林头村、四都镇西梧村、四都镇西张村和东山县杏陈镇大嵼村

的开放式养殖区，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和黎明村、东山县向阳盐场、东山县杏陈镇埕

英村、杏陈镇后林村和杏陈镇前何村的围海养殖区。 

3.3 饶平南站特大桥 

（1）本项目桥址区属滨海平原冲积地貌，地形稍有起伏，地面高程 0.2～22m，相

对高差 0.5～6m 左右，两侧桥台位于缓坡上，多为林地，平坦地带分布密集鱼塘、虾

塘，覆盖层较厚。工程河段位于黄冈河下游，黄冈河下游又称黄冈河三角洲，以低丘

及河积海积平原为主，沿海岛屿罗列，海岸港湾多。桥址区位于 7、8 度地震区。未发

活动性断裂，近代无强地震记录，工程地质条件总体较好。 

（2）根据水文动力调查结果，柘林湾平均潮差约为××cm，潮汐性质属于不规则

半日潮；测区潮流基本属于不规则半日潮流，潮流以旋转流为主；大潮期间的流速要

大于小潮期间的流速。小潮期实测最大流速出现在湾内深槽的中层，最大流速为××

cm/s，流向为××°；大潮期实测最大流速也出现在湾内深槽的中层，最大流速为××

cm/s，流向为××°。桥址所在海域流场基本平顺，无漩涡和强大紊流区。 

（3）黄冈河经过上下游河段整治，治理工程实施后形成闭合的防洪圈，保持河道

原貌，改善对河流生态及当地环境，并提高围内排涝能力，保障沿线人民的生产财产

安全。随着河道整治工程的实施，随着河道岸线的稳定，河道冲淤逐渐趋于平衡。 

（4）调查海域海水中主要超标因子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 COD。调查

海域海水质量总体一般。调查海域海洋生物质量一般。调查海域春季游泳动物优势种

类（IRI >1000）有短吻鲾和黄斑蓝子鱼 2 种。 

（5）大桥所在海域使用开发活动主要有：黄冈镇霞东村和霞西村的海水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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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4.1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1）本工程桥墩的实施对周边大范围海域流态影响不大，仅对桥墩附近水域流态

有一定的影响。工程方案实施后，桥线中北侧水域涨急流速整体呈增大趋势，但增幅

较小，大部分区域幅度基本在××m/s 以内，桥线中南侧水域，流速整体呈减小趋势。

落急流速变化范围与程度明显小于涨急，流速变化主要集中在通航孔水域以及桥线南

侧水域，但增幅较小，大部分水域流速变化幅度在××m/s 以内。 

（2）本工程实施后 1 年，桥线中部以及南侧桥墩附近水域海床呈淤积趋势，幅度

在××～×× m 之间，主通航孔以及其南侧部分海床呈冲刷趋势，幅度在××～×× m

之间；实施多年后，海床冲淤平衡后，桥线中部以及南侧桥墩附近水域海床最大淤积

超过××m，主通航孔附近水域，海床最大冲刷幅度接近××m。 

（3）本工程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扩散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悬浮物对滨海附近

海域的影响也将消失。 

（4）本项目桩基承台占用海域 15038.8m2，施工悬浮泥沙扩散将造成海洋生物损

失。 

（5）项目建设存在船舶溢油事故、台风、风暴潮、工程地质、洪涝灾害和通航安

全的风险。 

4.2 东山岛特大桥 

（1）本工程桥墩的实施对周边大范围海域流态影响不大，仅对桥墩附近水域流态

有一定的影响。工程方案实施后，涨潮时，桥墩北侧流速整体呈减小趋势，越靠近桩

基，流速减小幅度越大，局部水域最大流速减小幅度超过××m/s，大部分水域流速减

小幅度在××～××m/s 之间。落急时，流速变化趋势与涨急相反，桥墩南侧水域在桥

墩的阻水作用，流速呈减小趋势，桥墩之间的水域流速增大，八尺门拟建桥墩处，桥

墩之间的水域流速明显增大，桥墩两侧水域流速呈减小趋势，与涨急类似。 

（2）本工程实施后 1 年，桥墩南北侧受掩护的水流，大部分海床呈淤积状态，幅

度在××～××m 之间，从平面分布看，诏安湾东侧水域桥墩附近的海床冲淤幅度与范

围大于西侧，西侧桥墩附近海床仅桥墩附近地形有所变化，八尺门处桥墩附近水域海

床冲淤幅度相对较大，桥墩之间水域冲刷幅度最大在××～××m 之间，桥墩两侧的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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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幅度最大在××～××m 之间；实施多年后，海床冲淤平衡后的地形变化，海床冲淤

平衡后，地形变化趋势总体与方案实施后 1 年后类似。 

（3）诏安湾全潮工况条件下，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扩散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

悬浮物对滨海附近海域的影响也将消失。 

（4）本项目桩基承台占用海域 16884m2，施工悬浮泥沙扩散将造成海洋生物损失。 

（5）项目建设存在船舶溢油事故、台风、风暴潮、工程地质、洪涝灾害和通航安

全的风险。 

4.3 饶平南站特大桥 

（1）本工程桥墩的实施对周边大范围海域流态影响不大，仅对桥墩附近水域流态

有一定的影响。工程方案实施后，涨急时，桥墩南北侧流速呈减小趋势，越靠近桩基，

流速减小幅度越大，尤其 95#、96#桥墩，北侧流速减小较为明显，局部水域最大流速

减小幅度在××～××m/s 之间，大部分水域流速减小幅度在××～××m/s 之间；落急

时，由于径流的作用，流速变化范围明显大于涨急，由于桥墩的阻水作用，桥墩南北

流速呈减小趋势，桥墩之间的水域流速增加明显，落急流速变化范围桥墩南侧水域大

于北侧，桥墩阻水区域流速减小基本在××～××m/s 之间，靠近桥墩的水域，流速减

小幅度在××～××m/s 之间，桥墩之间以及其南侧的水域，流速增大幅度大都在××～

××m/s 之间。 

（2）本工程实施后 1 年，桥墩南北侧受掩护的水流，河床呈淤积状态，幅度在×

×～××m 之间，桥段之间的水域，由于水流流速增大，河床呈冲刷状态，冲刷幅度在

××～××m 之间；实施多年后，海床冲淤平衡后的地形变化，海床冲淤平衡后，桥墩

南北侧呈明显淤积状态，桥墩之间的水域呈冲刷状态，桥墩附近最大淤积在××～××

m 之间，河床冲刷幅度在××～××m 之间。 

（3）柘林湾全潮工况条件下，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扩散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

悬浮物对滨海附近海域的影响也将消失。 

（4）本项目桥墩占用湿地面积为 660m2，施工悬浮泥沙扩散将造成海洋生物损失。 

（5）项目建设存在台风、风暴潮、工程地质、洪涝灾害和通航安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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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本项目用海施工期和运行期会对周边海域的开发活动造成影响，涉及利益相关者

的所在行政区见表 5.1-1。利益相关者及协调结果见表 5.1-2 、表 5.1-3、表 5.1-4 。 

5.1-1 利益相关者行政区一览表 

漳江口跨海特大

桥 

漳州市 漳浦县 沙西镇 庵兜村 

漳州市 漳浦县 沙西镇 郭岑村 

漳州市 漳浦县 沙西镇 白衣村 

漳州市 漳浦县 沙西镇 下寨村 

漳州市 漳浦县 沙西镇 土楼村 

漳州市 云霄县 东厦镇 青径村 

漳州市 云霄县 东厦镇 长洋村 

东山岛特大桥 

漳州市 东山县 杏陈镇 后林村 

漳州市 东山县 杏陈镇 埕英村 

漳州市 东山县 杏陈镇 前何村 

漳州市 东山县 杏陈镇 大嵼村 

漳州市 诏安县 四都镇 林头村 

漳州市 诏安县 四都镇 大梧村 

漳州市 诏安县 四都镇 西梧村 

漳州市 诏安县 四都镇 西张村 

漳州市 诏安县 金星乡 院前村 

漳州市 诏安县 金星乡 田扑村 

饶平南站特大桥 潮州市 饶平县 黄冈镇 
黄冈镇霞东村和

霞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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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责任协调单位协调方案一览表 

类别 利益相关内容 协调方案 协调责任者 协调结果要求 

利益

相关

者 

××村委会 项目用海占用池塘养殖 
对占用的养殖池塘，项目业主应按相关补偿暂行办

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

补偿协议 

××村委会 

工程施工期间悬沙对海水影响，难以

保障养殖池塘取水口水质 

协调施工时间和取水时间，满足不了时可考虑设置

新的取水口取水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满足池塘水质生产

要求 

××村委会 

××村委会 

××村委会 

××科技有限公司、林

××、吴××、汤××、

陈××等 

工程施工期间悬沙对海水影响，难以

保障养殖池塘取水口水质 

协调施工时间和取水时间，满足不了时可考虑设置

新的取水口取水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满足池塘水质生产

要求 

××村委会 

1、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养殖 2、施工

期间产生的悬沙造成养殖区水质下

降 

1、占用的开放式养殖，项目业主应按地方政府制

订的补偿方案进行征海补偿 

2、应与养殖户按其养殖规模、产值等情况进行补

偿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

补偿协议 

××村委会 

××村委会 

××村委会 

责任

协调

单位 

××有限公司 

本项目桥梁将在里程 D1K69+270 跨

越漳江湾特大桥工程，跨越位于 17

号桥墩至 18 号桥墩之间，本项目用

海与其有重叠，项目间用海交叉需立

体确权 

需与××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避免对漳州沿海大通道（纵一线）漳江湾特大桥工

程产生不利影响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

协议 

××有限公司 

本项目桥梁将在里程 D1K72+900 跨

越长洋二级渔港升级工程，跨越位于

100 号桥墩至 101 号桥墩之间，本项

目用海与其有重叠，本项目用海将与

其进行立体确权 

需与××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避免对长洋二级渔港船舶进出产生不利影响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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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管理局 
本工程在施工和运营情况下对漳江

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会产生

一定影响 

建议本项目建设单位就保护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征求××保护区管理局的意见，取得×

×保护区管理局对项目建设的支持。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征求意见 

××局 在施工和运营情况下对漳江出海口

的文物石矾塔的景观有潜在影响 

文物石矾塔保护范围为整座岛礁周围各 30m，并不

会影响漳江湾特大桥工程建设，因此建设单位要在

施工中注意加强对石矾塔周边岛礁的加固，以免影

响塔基的稳定。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征求意见 

××海事局 

与附近航道距离较近，由于项目前期

的施工作业和施工船只的往来，会对

在习惯航路航航行的船舶产生一定

影响； 

施工需办理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营运期间桥墩设置

辅助监测设施、警示标志设施，加强安全管理措施。 

 

东南沿海铁路

福建有限责任

公司 

建设单位主动与当

地海事主管机关进

行充分沟通协调，

共同加强对工程及

其附近水域的安全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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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东山岛特大桥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责任协调单位协调方案一览表 

类别 利益相关内容 协调方案 责任单位 协调结果要求 

利益相关

者 

诏安县吴××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0.0172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0.0129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0.2565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0.2325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0.3044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0.1247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0.1567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东山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0.0043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贝类、甲壳类、鱼类

围海养殖区 0.1163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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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甲壳类围海养殖区

0.0098 公顷，永久性无法养殖。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东山县××盐场 
项目用海占用甲壳类、鱼类围海养

殖区 0.0108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东山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甲壳类、鱼类围海养

殖区 0.0406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东山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甲壳类、鱼类围海养

殖区 0.0307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东山县××村 
项目用海占用甲壳类、鱼类围海养

殖区 0.1083 公顷。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相

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福建东山××有限公

司 

项目用海与东山县××工程-××
工程区存在用海交叉，交叉范围

0.6789 公顷。 

对须占用到确权海域，本项目建设

单位应尽快与福建东山××有限

公司协调，做好用海衔接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征用协

议 

福建东山××有限公

司 

项目用海与漳州市（东山湾）××
项目（取泥区）存在用海交叉，交

叉范围 0.6556 公顷。 

对须占用到确权海域，本项目建设

单位应尽快与福建东山××有限

公司协调，做好用海衔接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征用协

议 

福建水投集团××有

限公司 

本项目与福建省东山县××工程存

在立体交叉，交叉范围 0.0126 公顷。 

对须占用到确权海域，本项目建设

单位应与福建水投集团××有限

公司协调，做好用海衔接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征用协

议 

诏安县××村 

项目用海与确权贝类、甲壳类、鱼

类围海养殖区交叉，交叉范围1.4600

公顷。 

对须占用到确权海域，本项目建设

单位应与诏安县金星乡××村协

调，做好用海衔接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征用协

议 

诏安县郑×× 
项目用海与确权贝类开放式养殖区

交叉，交叉范围 0.1293 公顷。 

对须占用到确权海域，本项目建设

单位应与诏安县郑××协调，做好

用海衔接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征用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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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县吴××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2.8911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4.248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9.2364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陈××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1.6602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黄××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2.6352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吴××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2.2525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9.4219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养殖区 0.0288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244.8807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194.2453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公示稿）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31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345.9386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2.7526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养殖区

145.9523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藻类养

殖区 55.2304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东山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开放式贝类、甲壳类

和鱼类养殖区 0.0303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诏安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围海贝类、甲壳类养

殖区 0.08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东山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围海甲壳类、鱼类养

殖区 5.8447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东山县××盐场 
施工悬沙影响围海甲壳类、鱼类养

殖区 1.3759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东山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围海甲壳类、鱼类养

殖区 12.5949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东山县××村 
施工悬沙影响围海甲壳类、鱼类养

殖区 2.5091 公顷。 

对受影响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按

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或协调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或协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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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饶平南站特大桥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责任协调单位协调方案一览表 

类别 利益相关内容 协调方案 责任单位 协调结果要求 

利益相关者 
黄冈镇××村和

××村养殖户 

95 号桥墩占用 269m2养殖水域

无法进行养殖；施工引起悬浮

泥沙增量大于 10mg/L 影响范

围内，牡蛎养殖有一定影响。 

对占用的养殖区，项目业主应

按相关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

偿。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有效、可行的补偿协议 

责任协调部

门 

饶平县××主管

部门 

本项目桥梁桩基占用河道适航

水域。 

建设单位应积极与饶平县×

×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发布施

工通告，同时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减少对周边村镇渔船通航

影响。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建议建设单位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及

相关应急预案，在施工之前上报海事部

门，配合航道管理局配置并维护航标和

施工期临时助航标志，共同维护桥区施

工与桥区水域通航船舶安全。 

饶平县××局 
项目施工，水位壅高相对较大，

影响海堤防洪安全。 

与饶平县××局沟通协调施

工方案，非必要不得破坏海堤

结构，施工尽量避开汛期。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全力配合水利主管部门的工作; 施工

期间弃渣、临时建筑物合理布置，预留

防汛抢险通道，保证防汛抢险物资顺畅

运输。 

 

责任协调

部门 
海事部门 本项目施工需占用航道。 

施工前，要与海事部门加强沟通施

工时间与船舶，按海事部门确定的

安全要求，设置必要的安全作业区

或警戒区并设置符合有关规定的标

志。 

东南沿海铁路福

建有限责任公司 

与利益相关者协调，出具同

意函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公示稿）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33 

6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 

（1）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位

于“东山湾农渔业区”和“东山湾港口航运区”，东山岛特大桥沿线用海区穿过“八尺门特

殊利用区”、“诏安湾港口与航运区”、“向阳矿产与能源区”、“诏安湾农渔业区”；根据

《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2012 年），饶平南站特大桥位于“黄冈河口保

留区”。 

本项目为国家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海”，

二级类为“路桥用海”类型，用海方式为构筑物用海之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用海，为不改

变海域自然属性的海洋开发活动。本项目用海的具体用途与海洋基本功能相适宜，项

目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用海方式控制要求，项目用海能够落实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

护要求。项目建设基本符合所在海洋基本功能区的管理政策，项目建设不会影响项目

所在及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划功能的利用。因此，项目用海与《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主导功能东山湾农渔业区、东山湾港口航运区、八尺门特殊利用区、

诏安湾港口与航运区、向阳矿产与能源区、诏安湾农渔业区，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

划（2011–2020年）》（2012年）主导功能黄冈河口保留区可兼容，项目建设符合《福

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和《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2012

年）。 

（2）本项目为鼓励类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3）本项目是全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通东南沿海高速

铁路客运通道关键节点，是粤东、厦漳泉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25）》。 

（4）本项目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铁路项目，已列为国家发改

委确定的2022年重点推进项目，也是《“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

发〔2021〕27号）沿海通道中“上海经宁波至合浦沿海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

建设符合《“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 

（5）《福建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明确，推进新一轮铁路

提速扩能 ，着力加强与国家高速铁路大通道衔接，推进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沿海高

速铁路及中部地区高速铁路双贯通，建成福厦高铁、龙岩至龙川铁路武平至梅州段、

漳汕高铁。项目建设符合《福建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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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所处海域无相关港口岸线和航道规划，桥梁通航设

计可满足上游现有码头、沙场和规划码头代表船型的通航要求；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

所处的八尺门海域无通航规划，诏安湾桥址范围也无通航规划，东山岛特大桥的设计

尺寸可以满足八尺门海域和诏安湾海域代表船型的通航要求。可见，本项目建设符合

《厦门港总体规划（2017~2035年）》。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横跨黄冈河，桥梁设计

能满足本海域小型船只通航要求，项目建设符合《潮州港总体规划》（2010）。 

（7）根据《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1-2020年）》，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位于“东山湾渔业环境保护利用区”，“东山湾渔业环境保护利用区”，东山岛特大桥位于

“诏安湾渔业环境利用保护区”和“东山八尺门渔业环境保护利用区”。本项目为交通运输

用海，项目用海在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相关批复意见的要求，做好施工期和

营运期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下，项目建设能够符合《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2011-2020年）》。 

饶平南站特大桥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符合《广东省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8）根据《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2017年11月），本项目漳江湾

跨海特大桥穿越东山湾重要滨海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和石矾塔屿特殊保护海岛生态红

线区，分别穿越8.2242公顷和3.0217公顷；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穿越诏安湾重要滨海湿

地生态保护红线区。根据《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和《潮州市海域生态保护红线》，

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桥梁桩基涉及占用黄冈重要河口限制类红线区。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为公共交通跨海桥梁基础设施，没有改变海域自然

属性。工程以桥梁形式横跨海域岸线，保持当地自然岸线形态、长度，保持海岸原始

景观。工程建设产生污染物较小，通过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可以满足海洋环境保护要

求。本项目建设符合《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和《潮州市海域生态保护红线》。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占用湿地类

型为一般滨海湿地，直接占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湿地的面积为0.2822公顷，

直接占用云霄县漳江口近海湿地的面积为0.1885公顷，直接占用云霄县漳江口滩涂湿地

的面积为0.934公顷，共计1.4047公顷；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占用湿地类型为一般滨海

湿地，承台占用湿地面积约10760m2；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跨海桥墩和桩基占用湿地

类型为一般滨海湿地，占用面积为660m2。本项目采用透水构筑物的跨海桥梁，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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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大桥基础对滨海湿地的生态功能影响较小，能够保持湿地生态完整，并未改变

湿地性质和海域自然属性，且占用的是一般湿地，并未改变其用途的；项目建设对周

边鸟类栖息地、觅食地与重要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影响较

小，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因此项目建设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本项目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湿地主管部门有关“先补后占、占补平衡”

的具体管理规定未出台前，为保证工程依法合规建设，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福建省

湿地保护条例》规定和国办发[2016]89 号文件精神，加强湿地保护，落实省有关部门对

湿地保护的相关要求，维护海湾生态平衡，严格依法施工、科学施工、规范施工。同

时，建设单位要在项目概算中增列专门用于湿地恢复或重建的费用。待“占补管理规定”

后，严格按照有关“占补平衡”的具体规定，落实湿地恢复或重建措施，确保湿地面积不

减少。 

（10）此外，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符合《漳州市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 年）》和《福建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符合《漳州市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

《福建省海岛保护规划（2011-2020 年）》和《福建省渔港布局与建设规划（2020~2025）》

等相关规划；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符合《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潮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广东省

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和《饶平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等相关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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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7.1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1）用海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同相关既有（在建）或规划沿海高（快）速铁路共同构成了贯通京津冀、

辽中南、山东半岛、东陇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城市群的高速铁

路通道，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通道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我国“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加快高速铁路网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选址区位优势明显，

附近的社会条件可满足跨海大桥建设的需求。 

大桥选址于东山湾漳江湾口海域，地形简单，多为丘陵地貌和冲海积平原地貌，

地形稍有起伏，丘槽相间，桥位陆地地面高程 0～150m，相对高差 10～150m 左右，丘

坡上多覆盖残积土，覆土层较厚。桥址区大面积淹没于海水中，构造行迹不明显，未

发现活动性断裂，近代无强地震记录，工程地质条件总体较好。但桥址区存在不良地

质和特殊岩土，建议桥基采用桩基础. 总体而言，场地进行相应的地基处理后，适宜建

设桥梁桩基。工程区位于水流条件相对较好的航段上，水流流速平缓。工程区位于漳

江湾口海域，水深条件相对较差，桥址两岸分布大范围的滩涂，海域滩槽格局基本稳

定，多年来岸线和等深线变化幅度不大。本大桥建成后，因新增阻水面积和水流的变

化较小，不会导致大桥区发生较大的流场变化，不影响海域泥沙输移。本桥梁工程建

设总体上不会改变本海域的潮流水动力条件、冲淤环境和海床稳定性。本项目选址与

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相适宜。 

本工程所在海区属于东山湾海域，该海域未发现珍稀濒危动植物；项目建设避开

了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工程建成后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经过

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将会达到新的生态平衡。本工程选址用海与区域生态系统相适宜。 

项目位于东山湾湾顶，漳江出海口海域，附近海域目前主要用海活动有围垦养殖、

开放式养殖、东山湾航道、下寨渔港、避风锚地及造船厂等。本项目选址与周边用海

活动能够相适宜。 

综上所述，从本工程建设与所在区域的社会条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条件以及

与周边其它用海活动的适宜性方面来看，本工程用海选址合理。 

（2）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其合理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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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跨海桥梁的用海方式相对于非透水构筑物和填海等，对海域的波浪、潮流影响

①桥址区主要坐落于冲海积平原间残坡积台地上现状稳定性尚好，不易发生较大

规模的滑坡等坡体失稳现象。工程地质条件有利于跨海桥梁等构筑物桩基施工。

较少。 

③从对海洋生态的影响来看，跨海桥梁用海方式对海洋生态的影响是较小的，除

了桥墩占用的面积造成了生物量的损失，桥面及保护范围用海对海域生态环境没有影

响。 

④本桥主桥采用（80+156+80）m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其中 36～37#主孔为通

航孔，孔跨 156m，实际通航净空尺度为 130×14.25m（净宽×净高），最高通航水位为

3.48m，基本可满足漳江湾通航代表船型为 500 吨级海船兼顾 500 吨级、1000 吨级内河

货船的通航要求。可见，跨海桥梁用海方式与本项目所在海域主要用海活动港口通航

相适宜。 

⑤从对周围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看，采用跨海桥梁的用海方式，占用海域面积很少，

施工期间泥沙入海会对周围海域环境影响较小而且为暂时性影响。 

综上，本项目采用跨海大桥用海方式遵循尽量少占用海域资源、保护海洋生态和

环境的原则进行设计的，占用自然岸线少。因此，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3）平面布置合理性 

①本项目平面设计符合《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2014）》的双正线、设计速

度 350km/h 的设计标准和要求。 

②桥梁工程采用连续结构以改善行车条件，且便于养护、节省投资，体现节约集

约用海。 

③本项目主跨桥墩间距满足本海域船只通航要求。 

总体而言，本项目平面布置是合理。 

（4）用海面积合理性 

①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申请用海面积满足其实际用海需求。 

②根据自然资源部《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与其他项目用海交

越的电缆管道、跨海大桥等用海不需要分段分宗。”“对于立体确权用海，本宗海按照本

规范相关要求编绘，与本宗海发生重叠的宗海，按照毗邻宗海处理，重叠部分只体现

本宗海图斑”。因此，本项目用海申请与已确权漳州沿海大通道（纵一线）漳江湾特大

桥及连接线工程、福建省云霄县东厦镇长洋二级渔港升级工程用海以及漳州市围填海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811/12718227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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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图斑 350623-0003、350620-0014 和两线之间图斑 10565 相交存在交叉重叠部

分采用立体确权。交叉范围分别为 0.2717hm2、0.0778hm2、0.3319hm2、0.1426hm2 和

0.0140hm2。 

③本项目用海范围界定和面积计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和《宗

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 

④本项目设计符合《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2014 J1942-2014）、《铁路桥涵

设计基本规范》（TB10002.1-2005）、《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10002.2-2005）、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铁建设[2010]241 号）、《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和预

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B10002.3-2005）、《铁路桥涵地基和基础设计规范》

（TB10002.5-2005）、《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1997）等相关行业现行标准及

规范。本项目桥梁用海尺度和面积根据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设计路宽等标准而定，因

此，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符合以上行业设计标准和规范。 

综上而言，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合理。 

（5）占用岸线合理性 

本项目为桥梁工程，施工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前提下，能够保持当地现有岸线形态、

长度，保持海岸原始景观。因此，本项目采用桥梁方式跨越岸线合理。 

（6）用海期限合理性 

一般跨海大桥的寿命为 100 年。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用海期限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最高期限确定为 50 年。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施工时间为 28

个月，施工栈桥、施工平台申请海域使用年限为 28 个月。临时施工栈桥、施工平台在

施工结束后需全面拆除回收，恢复海域原貌。 

因此，本项目用海期限的界定是合理的。 

7.2 东山岛特大桥 

（1）用海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是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铁路引导城市开发的作

用。项目建设完善了区域快速铁路网，进一步构筑厦门、漳州、潮州、汕头之间乃至

全国的快速联系通道，对于完善海峡西岸经济区路网，提高客运效率，促进海西经济

发展和“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选址与区域社会和经济条件相适宜。 

桥位跨越区域地质基础稳定，无异常物埋置，无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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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床处于动态平衡至基本稳定状态，桥位区跨越海底没有出现大冲大淤局面，适合于

跨海大桥的建设。本项目选址与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相适宜。 

本项目占用湿地类型为一般滨海湿地，项目采用透水构筑物的跨海桥梁，占用湿

地面积较少，以尽可能减轻项目建设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对滨海湿地的生态

功能影响较小，能够保持湿地生态完整，进而未改变湿地性质和海域自然属性，且占

用的是一般湿地，并未改变其用途的。本项目对周边鸟类栖息地、觅食地与重要水生

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影响较小，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影响。本工程选址用海与区域生态系统相适宜。 

桥位工程区周边的其他用海活动主要有西梧渔港等渔船通航、诏安湾渔民从事渔

业水产养殖和捕捞生产等。本项目选址与周边用海活动能够相适宜。 

综上所述，从本工程建设与所在区域的社会条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条件以及

与周边其它用海活动的适宜性方面来看，本工程用海选址合理。 

（2）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其合理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① 本工程跨海桥梁对海域流场流态、海域水动力环境影响非常小。 

② 桥梁用海方式对诏安湾冲淤环境影响有限。 

③ 该用海方式能够与海洋生态环境相适宜。 

综上，本项目采用跨海大桥用海方式遵循尽量少占用海域资源、保护海洋生态和

环境的原则进行设计的，占用自然岸线少。因此，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3）平面布置合理性 

①本项目平面设计符合《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2014）》的双正线、设计速

度 350km/h 的设计标准和要求。 

②桥梁工程采用连续结构以改善行车条件，且便于养护、节省投资，体现节约集

约用海。 

③本项目主跨桥墩间距满足本海域船只通航要求。 

总体而言，本项目平面布置是合理。 

（4）用海面积合理性 

①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申请用海面积满足其实际用海需求。 

②本项目用海范围界定和面积计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③本项目设计符合《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2014 J1942-2014）、《铁路桥涵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811/127182279.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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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本规范》（TB10002.1-2005）、《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10002.2-2005）、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铁建设[2010]241 号）、《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和预

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B10002.3-2005）、《铁路桥涵地基和基础设计规范》

（TB10002.5-2005）、《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1997）等相关行业现行标准及

规范。本项目桥梁用海尺度和面积根据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设计路宽等标准而定，因

此，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符合以上行业设计标准和规范。 

综上而言，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合理。 

（5）占用岸线合理性 

本项目桥梁选线根据城市规划、土地综合开发、工程地质条件和环境保护角度等方

面综合分析最终选定。施工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前提下，能够保持当地岸线自然形态、

长度，保持海岸原始景观。占用岸线长度相对较小，且均为人工岸线。 

因此，本项目建设占用岸线合理。 

（6）用海期限合理性 

一般跨海大桥的寿命为 100 年。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用海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最高期限确定为 50 年。东山岛特大桥施工时间为 30 个月，施

工栈桥、施工平台申请海域使用年限为 30 个月。临时施工栈桥、施工平台在施工结束

后需全面拆除回收，恢复海域原貌。 

因此，本项目用海期限的界定是合理的。 

7.3 饶平南站特大桥 

（1）用海选址合理性 

本工程同相关既有（在建）或规划沿海高（快）速铁路共同构成了贯通京津冀、

辽中南、山东半岛、东陇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城市群的高速铁

路通道，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通道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所在的沿海

通道（漳州～潮汕段）城镇化率为 6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沿线商务、探亲、旅游

等高端客流需求旺盛，客运需求潜力巨大。本项目选址区位优势明显，附近的社会条

件可满足跨海大桥建设的需求。 

饶平南站特大桥跨黄冈河段。桥址区地基土种类较多，分布不均，均匀性差。淤

泥、淤泥质土及软塑状的粉质黏土力学指标低，工程性质差，不能作为基础持力层；

松散~中密的部分细砂、中砂、粗砂及砾砂为液化土层，不宜直接作为基础的持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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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取抗液化措施或地基加固措施，基础应穿过液化土层置入非液化稳定岩土层中；

硬塑状粉质黏土层、非液化砂土层、花岗岩残积土层、全风化层、强风化层、弱风化

层岩的承载力较好，工程性质好，可作为基础持力层。本项目桥梁工程不会对黄冈河

的河势稳定产生较大影响。工程后除桥墩附近流向变化较大外，工程对河道整体流向

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水流流向变化范围不大。工程后桥墩占据河道，引起河道地形变

化，从而导致河道流速、流态变化，其对河槽变化的影响范围也较小，主要表现为桥

墩阻水引起桥墩上、下游局部淤积、桥墩间及桥墩与河岸间河床发生冲刷或减淤、桥

墩附近局部冲刷。跨黄冈河桥梁梁底高程在河道范围内为 14.2m，远高于工程所在河道

20 年一遇洪水位 2.17m，洪水期间桥梁顶部结构不会对河道行洪产生影响。综上所述，

桥位跨越的黄冈河段区域地质基础稳定，无异常物埋置，无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海床处于动态平衡至基本稳定状态，桥位区跨越海底没有出现大冲大淤局面，

适合于跨海大桥的建设。本项目选址与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相适宜。 

桥梁墩柱将占用部分海域空间及浅海资源，但占用面积较小，对两侧沿岸泥沙淤

泥现状影响不大，从而对两侧海岸线侵蚀破坏不明显，故项目建设对岸线资源的损耗

较小。可见，本项目建成后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将

会达到新的生态平衡。本工程选址用海与区域生态系统相适宜。 

项目位于柘林湾黄冈河，本项目及周边海域主要用海活动为养殖和船只通航。本

项目选址与周边用海活动能够相适宜。 

综上所述，从本工程建设与所在区域的社会条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条件以及

与周边其它用海活动的适宜性方面来看，本项目用海选址合理。 

（2）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其合理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① 该用海方式直接占用海域面积较小，不会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退化和生物

多样性的减少，该用海方式能够海洋生态环境相适宜。 

② 该用海方式不会隔断野生海洋鱼虾类生物的洄游通道，对黄冈河口海域野生海

洋生物的洄游、产卵、繁殖、索饵、育肥产生不利的影响等问题，对海洋生物

资源影响小。 

③ 该用海方式对海域水动力和冲淤环境改变相对较小。 

④ 桥梁设计能满足本海域小型船只通航要求。 

综上，本项目采用跨海大桥用海方式遵循尽量少占用海域资源、保护海洋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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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原则进行设计的，对岸线采用跨越方式，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3）平面布置合理性 

①本项目平面设计符合《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2014）》的双正线、设计速

度 350km/h 的设计标准和要求。 

②本项目采用（68+120+68）m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跨越主航道，即保障了船只通

航，同时尽量减少布置大型桥墩基础，减少了局部淤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桥墩基础

对周边海域水文水动力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兼顾桥梁美观和与环境的协调性，平面布

置体现了集约、节约用海的原则。 

③大桥参照既有桥梁相关设计资料，跨海段桥梁立面设计标高能满足防洪要求，同时

满足桥位上游既有渔船通行。本项目的平面布置与周边其他用海活动是相适应的。 

总体而言，本项目平面布置是合理。 

（4）用海面积合理性 

①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申请用海面积满足其实际用海需求。 

②本项目用海范围界定和面积计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③本项目设计符合《高速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1-2014 J1942-2014）、《铁路桥涵

设计基本规范》（TB10002.1-2005）、《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10002.2-2005）、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铁建设[2010]241 号）、《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和预

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B10002.3-2005）、《铁路桥涵地基和基础设计规范》

（TB10002.5-2005）、《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JTJ 311-1997）等相关行业现行标准及

规范。本项目桥梁用海尺度和面积根据漳汕铁路计路宽等标准而定，因此，本项目申

请用海面积符合以上行业设计标准和规范。 

综上而言，本项目申请用海面积合理。 

（5）占用岸线合理性 

不直接占用和破坏堤防岸线。施工栈桥和场地占用部门海堤，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前提下，能够保持两侧堤防岸线自然形态、长度，且施工结束后恢复海堤原状。 

因此，本项目桥梁采用跨越形式占用岸线合理。 

（6）用海期限合理性 

一般跨海大桥的寿命为 100 年。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用海期限只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最高期限确定为 50 年。饶平南站特大桥涉海工程黄冈河

段桥梁从桩基施工至临时结构拆除总施工期为 20 个月，本项目施工栈桥用海申请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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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为 20 个月。临时施工栈桥、施工平台在施工结束后需全面拆除回收，恢复海域原

貌。 

因此，本项目用海期限的界定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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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域使用对策措施 

8.1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 

建设单位应落实《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的对策措施：管理体系、

用途管制要求、用海方式控制要求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本工程生态保护重点目标为周边的海水养殖、围垦养殖和红树林保护区。 

建设单位应严格依照既定协调方案和建议措施落实相关协调对策措施。业主通过

辖区县政府与村委会已签订补偿协议，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的用海需要进行后

面补偿工作。 

针对项目施工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工程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采取多方面的防

护措施。 

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建设单位应采取风险防范对策措施：溢油事故风险防

范及对策措施、台风、风暴潮风险的应急防范措施、工程地质灾害风险的防范措施、

洪涝灾害风险的防范措施等。 

建设单位应对通航安全风险防范对策措施：桥墩防撞、航道建设和维护、施工期

通航安全保证措施、大桥建成后桥区通航安全措施及设施、桥区水上导助航和监控设

施。 

8.2 东山岛特大桥 

建设单位应落实《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的对策措施：管理体系、

用途管制要求、用海方式控制要求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本工程生态保护重点目标为周边的海水养殖、围垦养殖。 

建设单位应严格依照既定协调方案和建议措施落实相关协调对策措施。 

针对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建设单位应制定监督管理对策措施。 

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建设单位应采取风险防范对策措施：溢油事故风险防

范及对策措施和台风、风暴潮风险的应急防范措施等。 

建设单位应对通航安全风险的防范对策措施：桥墩防撞、航道建设和维护、施工

期通航安全保证措施、大桥建成后桥区通航安全措施及设施、桥区水上导助航和监控

设施。 

针对本项目特点，建设单位应认真贯彻《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规定和国办发

[2016]89 号文件精神，加强诏安湾湿地保护，落实省有关部门对湿地保护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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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诏安湾生态平衡。 

8.3 饶平南站特大桥 

建设单位应落实《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的对策措施：管理体系、

用途管制要求、用海方式控制要求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 

建设单位应切实落实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工作，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完工。如果项

目建设给利益相关者造成其他不利影响带来损失，业主单位应视实际情况与之协商赔

偿。 

针对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建设单位应制定监督管理对策措施。 

针对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建设单位应采取风险防范对策措施：台风、风暴潮风

险的应急防范措施、地质灾害风险的防范措施、防洪排涝风险的防范措施等。 

建设单位应对通航安全风险防范对策措施：通航安全风险缓解措施、防撞安全保

障措施、安全管理措施等。 

针对本项目特点，建设单位应认真制定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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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与建议 

9.1 结论 

9.1.1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 

项目建设单位：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和东山岛特

大桥）、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饶平南站特大桥） 

项目性质：新建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地理位置：漳州至汕头铁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北起福建省漳州市漳州站，途经

潮州市，终至广东省汕头市汕头站。项目北接在建福厦客专，南连在建汕汕铁路，共

同形成沿海高速铁路新通道，是长三角、珠三角及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交流的主

通道。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沿线涉及使用海域为：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沙西镇庵兜村、下寨村、土楼村北侧滩涂围垦海域，云霄县东厦镇青径村

南侧滩涂围垦海域；东山县杏陈镇后林村北侧滩涂围垦、埕英村、前何村围垦、林头

村南侧滩涂海域，诏安县金星乡田扑村、西梧村、院前村围垦滩涂海域；饶平县黄冈

镇黄冈河入海口中段下寮村滩涂海域。 

涉海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桥梁全长 5848.688m，其中跨海部分桥

梁长度 5043m；东山岛特大桥桥梁全长 20244.152m，其中跨海部分桥梁长度 11604.59m；

饶平南站桥梁全长 9945.661m，其中跨海部分桥梁长度 232.77m。 

项目申请用海情况：本项目申请用海总面积为 55.2264hm2：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申

请海域使用面积为 16.5489hm2，东山岛特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为 37.8911hm2，饶平

南站特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为 0.7864hm2。 

本项目申请施工期施工栈桥用海总面积 18.6791 hm2：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申请施工

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 6.9295 hm2；东山岛特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

11.5074hm2；饶平南站特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 0.2167hm2。 

本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为“路桥用海”；漳江湾跨海特大

桥、东山岛特大桥和饶平南站特大桥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东

山岛特大桥和饶平南站特大桥施工栈桥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本项目跨海特大桥拟

申请用海期限为50年，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施工栈桥申请海域使用年限为28个月，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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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特大桥施工栈桥用海申请年限为30个月，饶平南站特大桥施工栈桥申请海域使用年

限为20个月。 

项目占用岸线情况：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沙西镇登陆点跨越使用岸线 68.31m，东厦

镇登陆点跨越使用岸线 38.16m，东山岛特大桥东山登陆点跨越使用岸线 151.57m，云

霄登陆点跨越岸线 33.18m，诏安跨越使用岸线 32.60m，饶平南站特大桥登陆点跨越使

用岸线 65.45m。 

9.1.2 项目用海必要性结论 

本项目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粤东、厦漳泉

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102 项重大工程铁路

项目，已列为国家发改委确定的 2022 年重点推进项目。因此，本项目定位是承担中长

途高速客流为主，兼顾沿线大站城际客流的高速铁路。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的走

向及站点设置充分考虑已有厦深、福厦铁路等布局，并结合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城市

规划、交通规划、港口规划等发展需求。漳州市、潮州市规划建设以主城为核心、滨

海城区为副中心，多片区带状延展的海湾经济区空间格局。沿线主城区规划整合所在

各沿海片区，向南跨越东山湾、东山八尺门海域、诏安湾以及柘林湾等海域建设沿海

城片区拓展城市滨海发展空间。线路在选址上充分考虑了现有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及未

来海湾发展规划的协调。 

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线路并行既有厦深铁路，从漳州站并

行，往南先跨越沈海高速和 G228 沿海大道，沿 G228 沿海大道的漳江湾公路大桥南侧

并行，跨越漳江湾海域，而后折向西南跨越东山八尺门和诏安湾海域，最后进入潮州

市柘林湾。本项目主要考虑进东山岛内设站方案，用海是必需的。 

9.1.3 项目用海资源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工程建设总体上不会改变本海域的潮流水动力条件和来沙条

件，桥梁建设后海域仍将保持稳定，本项目桩基承台占用海域 15038.8m2，施工悬浮泥

沙扩散将造成海洋生物损失，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悬浮物对滨海附

近海域的影响也将消失。 

东山岛特大桥桥梁工程的建设在总体格局上不会改变本海域的潮流动力条件和来

水来沙条件，工程建成后本海域仍将保持基本稳定。大桥主桥采用桥垮跨通航净空

基本能满足代表船型单孔单向通航要求。本项目桩基承台占用海域 16884m2，施工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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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扩散将造成海洋生物损失，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悬浮物对滨海

附近海域的影响也将消失。 

饶平南站特大桥项目建设不会改变本海域的潮流水动力条件和来水来沙条件，本

海域仍将保持稳定。桥梁设计通航孔与上游紧邻的已建泉州湾跨海大桥通航孔位相对

应，能够满足本海域港口通航代表船型和兼顾船型单向通航的净空要求。跨海大桥建

设对河口湿地的空间占用仅是桥墩部分，该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对跨海大桥建设的影响

是可承载的，不会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也不会省级国

家和省级野生保护动物，该用海方式能够海洋生态环境相适宜。项目桥墩占用湿地面

积为 660m2，施工悬浮泥沙扩散将造成海洋生物损失，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

结束，悬浮物对滨海附近海域的影响也将消失。 

本项目建设主要存在通航安全风险、燃油泄漏风险、工程地质灾害、台风和风暴

潮风险、工程建设对防洪排涝的影响等风险，施工期、营运期应建立完善生产作业调

度制度和通报制度，并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以确保施工及营运船舶进出作

业的安全、有序。另外，还要采取必要的环保措施保护海域环境，避免海洋污染事故

的发生。 

9.1.4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结论 

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用海范围内利益相关者为漳浦县沙西镇××村、××村、

××村、××村等村委会，云宵县东厦镇××村、××村等村委会，福建省××科技有限

公司、林××、吴××、汤××、陈××等，责任协调管理部门为漳州市××有限公司、

云霄县××发展有限公司、××保护区管理局、××局和航道、海上通航安全管理部门-

漳州××局。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用海范围内利益相关者为东山县××盐场、福建东山

××有限公司、福建水投集团××有限公司，东山县杏陈镇××村、××村、××村等村

委会，诏安县金星乡××村、××村、××村、××村等村委会，诏安县四都镇××村、

××村、××村、××村、××村等村委会，诏安县吴××、吴××、郑××、郑××、

陈××、黄××，责任协调单位为海事部门。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用海范围内利益相

关者为黄冈镇××村和××村养殖户，责任协调部门为饶平县××主管部门和饶平县×

×局。 

关于海域征迁工作，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规

范漳汕高铁（古雷开发区段）项目用海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古管综〔2022〕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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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新建漳汕铁路（云霄段）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请示》（云

政综〔2022〕174 号），东山县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东山段征迁

安置补偿方案的请示》（东政综[2022]94 号），诏安县人民政府出台了《诏安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用海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诏政综[2020]119 号）,中国铁路广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政府于2021年4月签订了“新

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广东省饶平县境内征地拆迁总包干协议”（附件 13）。目前本项目建

设单位征还未与用海域范围内相关养殖户签订协议，建设单位应尽快通过辖区镇政府

与受影响的村委会、养殖户签订补偿协议，项目业主应抓紧将补偿款发放到位，做好

相关养殖户征迁及养殖设施的清理工作。工程施工期间生产、生活油污水以及施工船

舶等产生的石油类污染物将会对工程区附近海域的环境及水产养殖活动产生一定影

响。在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若通过采取各种环保措施仍影响到周边其他养殖活动时，

项目业主也应该给予赔偿。工程施工期间若发生溢油事故，影响到周边海域的水产养

殖，业主应给予相应赔偿。 

9.1.5 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域及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结论 

本工程所在海域在新修编的《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中处于“东

山湾农渔业区”、“东山湾港口航运区”、“八尺门特殊利用区”、“诏安湾港口与航运区”、

“向阳矿产与能源区”、和“诏安湾农渔业区”；在《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中处于“黄冈河口保留区”。项目用海经论证符合《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和《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本工程属于新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

年本）中属于鼓励类项目；本工程是高速铁路“八纵”中的沿海通道漳汕客专，符合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25）》，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102 项重大工程铁路

项目，已列为国家发改委确定的 2022 年重点推进项目，也是《“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发〔2021〕27 号）沿海通道中“上海经宁波至合浦沿海高速铁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项目东山湾跨海特大桥涉及通航采用了专门设计，可以满足八尺门海域和诏安湾

海域代表船型的通航要求，本项目建设符合《厦门港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本项目为交通运输用海，项目用海在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相关批复意见

的要求，做好施工期和营运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下，项目建设能够符合《福建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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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环境保护规划（2011-2020）》的要求。 

根据《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2017 年 11 月），本项目漳江湾跨海特

大桥不占用漳江口红树林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二者相距约为 0.2km；但穿越石

矾塔屿特殊保护海岛生态保护红线区（类型为特殊保护海岛，管控类别为禁止类），穿

越面积约 3.0217 公顷，石矾塔屿不属于领海基点海岛；也穿越东山湾重要滨海湿地生

态保护红线区（类型为重要滨海湿地，管控类别为限制类），穿越面积约 8.2242 公顷；

本项目东山岛特大桥穿越诏安湾重要滨海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区（类型为重要滨海湿地，

管控类别为限制类），穿越面积 26.2585 公顷。根据《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2017)》，

本项目饶平南站特大桥桥梁桩基涉及占用黄冈重要河口限制类红线区，穿越面积 0.7864

公顷。 

本工程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为公共交通跨海桥梁基础设施，没有改变海域自然

属性，保持当地自然岸线形态、长度，保持海岸原始景观；工程建设产生污染物较小，

通过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可以满足海洋环境保护要求。根据《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成果》，限制类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可在保护海洋生态的前提下，进行经科学论证

后批准的公共或公益性涉海工程等项目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生态保护红线内，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

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其中包括“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

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本项目属于符合规划的线性基础设

施的建设。项目用海经论证后，符合《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2017 年 11

月）和《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2017)》。 

9.1.6 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结论 

（1）选址合理性 

本项目所在区域的腹地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电力、给水排水等社会条件，为该

工程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依托条件。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较好，没有不良地

质现象，只要采取合适的基础，适宜建设。 

工程桥梁建设对海域水动力条件改变小，不会引起工程区附近冲淤状态发生格局

性的改变，对东山湾海域的流场流态、冲淤状态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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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占用的滨海滩涂湿地面积对东山湾、诏安湾、柘林湾滩涂湿地的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本工程附近海域没有发现珍稀的滩涂底栖物种，不存

在隔断野生海洋鱼虾类生物的洄游通道问题，不会对海域野生海洋生物的洄游、产卵、

索饵、育肥产生不利的影响。项目选址与区域生态系统较相适宜。 

经过比选，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的走向及站点设置充分考虑已有铁路布局，

并结合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等发展需求，并考虑到对敏感目标的

保护，从区域交通的整体布局方面用海项目选址是合理的。 

因此，项目用海选址合理。 

（2）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工程建设平面布置充分考虑工程总体布局实施的可操作性，结合区域交通、环

保、绿化、节能、安全等因素，体现了集约、节约用海的原则。对海域生态环境影响

小，对海域水动力条件改变小，不会引起海域冲淤环境、流场重大变化。本项目间接

占用的海岸主要为人工堤岸，避开了海岸带生态系统自然演替中起重要作用的自然岸

段。跨海大桥用海方式遵循尽量少占用海域资源、保护海洋生态和环境的原则进行设

计的，占用自然岸线少。因此，项目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3）用海面积合理性 

本项目远景预测交通量确定本项目采用设计速度 350 公里/小时，高速铁路等级标

准建设。跨海桥梁线路长度及宽度决定了桥梁的用海面积。本项目用海面积的量算，

是根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以及海岸线修测的结果，进行海域使用界址线的界定。主桥

和引桥桥台横向尺寸均小于桥面宽度，桥梁跨海部分桥面垂直投影的外缘线基础上向

两侧外扩 10m 为界址线；主桥和引桥桥台横向尺寸均大于桥面宽度，主桥段用海界址

根据主桥承台垂直投影海面外缘线向两侧外扩 10m 界定。两端以福建省政府公布海岸

线为界址线，施工栈桥两侧的安全防护要求，用海范围以 8m 宽桥面垂直投影外缘线向

两侧外扩 10m 距离为界。本项目与毗邻确权宗海存在部分重叠，采用立体确权。面积

的界定符合《海籍调查规程》。 

其各种用海方式核定依据及标准可靠，用海面积合理。 

（4）用海期限合理性 

本工程漳江湾、东山岛、饶平南站特大桥设计服务年限为 100 年，工程为经营性

交通基础设施用海，申请海域使用年限为 50 年。大桥海域使用到期后可申请续期。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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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东山岛、饶平南站特大桥施工栈桥申请海域使用年限分别为 28 个月、30 个月和

20 个月。本项目申请海域使用年限是合理的。 

9.1.7 项目用海可行性结论 

拟建工程沿线使用海域为东山湾顶、诏安湾顶、黄冈河入海口滩涂围垦海域。路

线沿线涉及海域工程主要建设: 漳江湾跨海特大桥桥梁全长 5848.688m，其中跨海部分

桥梁长度 5043m，全部为低桩承台，引桥段和主桥段宽度均为 12.6m；东山岛特大桥桥

梁全长 20244.152m，其中跨海部分桥梁长度 11604.59m，全部为低桩承台，引桥段和

主桥段宽度均为12.6m；饶平南站桥梁全长9945.661m，其中跨海部分桥梁长度232.77m，

全部为低桩承台，桥宽为 12.6m。 

经界定本项目申请用海总面积为55.2264hm2：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

为16.5489hm2，东山岛特大桥申请海域使用面积为37.8911hm2，饶平南站特大桥申请海

域使用面积为0.7864hm2。 

本项目申请施工期施工栈桥用海总面积18.6791 hm2：漳江湾跨海特大桥申请施工

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6.9295 hm2；东山岛特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

11.5074hm2；饶平南站特大桥申请施工期海域使用总面积为0.2167hm2。漳江湾跨海特

大桥沙西镇登陆点跨越岸线68.31m，东厦镇登陆点跨越岸线38.16m，东山岛特大桥东

山登陆点跨越岸线151.57m，云霄登陆点跨越岸线33.18m，诏安跨越岸线32.60m，饶平

南站特大桥登陆点跨越岸线65.45m。用海类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为“路

桥用海”类型。大桥用海方式为“跨海桥梁”，施工栈桥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申请

海域使用年限为50年，申请漳江湾、东山岛、饶平南站特大桥施工栈桥申请海域使用

年限分别为28个月、30个月和20个月。 

本项目选址，立项、用海申请程序正确，选址符合修编的《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年）》及《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也符合《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2016-2025）》、《“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列入“十四五”规

划纲要确定的 102 项重大工程铁路项目，与《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1-2020）》、符合《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福建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潮州市海域生态保护红线》

的等相关规划的要求，桥梁占用一般湿地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

保护法》有关规定进行报批。项目用海类型一级类为“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为“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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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类型。桥梁申请海域使用年限为 50 年。项目建设选址、用海方式、申请期限科学

合理。 

项目建成不会对附近海域涨落潮流态产生明显的影响，海洋水动力条件和泥沙冲

淤影响小，对海洋生态环境等造成的影响有限，项目建设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相适

宜。项目建设施工及营运期间涉及到的相关利益者可以得到相应的、合理的补偿与协

调，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满足建设需要。 

本项目作为粤东城际铁路网和厦漳泉城际网的组成部分，经过粤东、海西地区多

个重要节点，并与汕汕～广汕、深汕、福厦高铁相连，利用广州、深圳、厦门枢纽，

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网和厦漳泉城际网相连，其实施将进一步加强粤东、海西沿线的

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同时还将缩短沿线地区同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拓展大湾区辐

射腹地，为城际客流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是地区间城际客流的重要载体之一，对提

升城际客流出行质量，完善粤东、厦漳泉地区城际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工程选址，立项、用海申请程序正确，是打通东南沿海高速铁路客运通道关键

节点，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102 项重大铁路工程，列为国家发改委确定的 2022

年重点推进项目。工程建设符合《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及《广东省

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符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项目已纳入正在编

制的漳州市、潮州市以及漳浦县、云霄县、饶平县等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符合

产业政策、相关经济、交通、城市和环境规划；本工程用海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

响和损耗较小，可以接受；工程选址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相适宜；工程用海与利益

相关者可以协调；工程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用海面积界定和用海期限合理；用海风

险在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加强海洋生态损害的保护、恢复或补偿措施后可控。 

    因此，从海域使用角度分析，本工程建设是必要的，项目用海是可行的。 

9.2 建议 

（1）本项目施工期间可能对周边水产养殖户造成一定影响，建设单位应尽快与受

影响的水产养殖户签订协议，同时把补偿经费落实到位。 

（2）本工程建成后应进行必要的跟踪监测，根据变化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把

工程建设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海洋环境质量监测的具体方案可以按每季度进

行一次监测。 

（3）施工栈桥使用完毕，所有钢管桩均应拔除，以利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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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单位应做好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开展占一补一的红树林移植

和种植，从而恢复红树林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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