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鹏湾位于深圳市大鹏半
岛与香港九龙半岛之间，海域面
积174平方公里，岸线长度69公
里，沙滩31处。近年来，深圳市
以生态环境导向的发展模式引
领美丽海湾建设，多措并举开展
大鹏湾美丽海湾建设和海湾综
合治理。

开展海湾综合治理

去年 6月底，一头鲸鱼在深
圳大鹏湾捕食的视频刷屏了深
圳人的朋友圈。画面显示，一头
体表呈黑色的鲸鱼张着大嘴，不
断冲出海面捕食鱼类，周围海鸟
盘旋。随着周边海域海水水质
和海洋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海豚
等生物频频现身深圳，大鹏湾周
边居民越来越频繁观测到海豚
在海域内嬉戏捕食。

近年来，大鹏湾全力推进污
水管网建设，建成总处理能力达
20.6 万吨/日的水质净化厂，基
本实现大鹏湾污水100%收集处
理。打造以金沙湾国际旅游区

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导向发展模
式，推进盐田港国际一流大港绿
色循环化改造试点，依法关停多
家重污染印染企业，转型发展玫
瑰小镇婚纱摄影等相关文化产
业。连续多年开展生态资源增
殖放流活动，每年百万尾鱼虾苗

“安家”大鹏湾。
同时，推动建立多方联合常

态化监管机制，率先构建“海域
—流域—陆域”海湾环境监测监
管制度体系，由涉海五部门共同
签署《海陆统筹生态环境治理合
作备忘录》，在多项海上专项执
法及生态应急事件中发挥重要
作用。

成效显著被“提名”

经过多年努力，大鹏湾美丽
海湾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大鹏
湾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其中70%达到一类标准，
湾内 28 条入海河流、89 个入海
排口水质全部达标，沙滩海滨浴
场水质优良。生物多样性丰富，

鸟类分布广泛，鱼类、甲壳类、头
足类、贝类等游泳生物超过 190
种，藻类等浮游植物超过 130
种，蜂巢珊瑚、角蜂巢珊瑚、陀螺
珊瑚、滨珊瑚等珊瑚超过60种，
重点珊瑚分布区活珊瑚覆盖率
达到50％，成为近海生物多样性
资源的重要分布区。

另外，烟墩山滨海湿地公
园、海滨栈道、海贝湾滨海碧道
构成大鹏湾靓丽的生态休闲空
间，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
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大梅沙国
际水上运动中心、金沙湾国际
乐园等亲海运动产业快速发
展。大鹏湾已成为深圳乃至粤
港澳大湾区生态休闲的首选之
地，年接待超 3000 万人次。在
2021 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的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征集活动
中，深圳大鹏湾成功入选“美丽
海湾”提名案例。

“美丽”建设加速推进

深圳大鹏新区“十四五”规
划显示，将加快推进美丽海湾建
设，在大鹏半岛南岸线开展海岸
植被修复与种植，在金水湾、杨
梅坑、上洞岸线开展海岸生态廊
道建设，在盆仔湾岸线实施沙滩
修复养护，打造1-2个受损沙滩
修复示范工程。

针对美丽海湾建设，大鹏新
区将建立近海立体监测网络体
系，推动海漂垃圾源头治理及监
测，实施海滩垃圾、海洋垃圾定
期清理，加强海洋生态灾害监
测、防治和应急工作。加强海水
养殖环境监管，建立入海排污总
量控制制度，加强对陆源污染排
放的控制，完善沿岸地区的截污
工程。重点推动建立完善的滨
海旅游区管理与维护体系，结合
岸线整治，以海滨浴场为重点，
优化对滨海生态旅游资源与景
观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整体提升
滨海景观带。到 2025 年，提前
建成“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鸥
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

深圳大鹏湾

近
日，省生态
环境厅发布
的《广东省

海洋生态环境“十四
五”规划》提出，将美
丽海湾保护与建设
纳入沿海地级以上
市全域美丽建设的总
体布局，打造一批生
态型、都市型和旅游
型美丽海湾；到2025
年重点推进 15 个美
丽海湾建设，到2035
年，全省80%以上重
点海湾基本建成“水
清沙净、渔鸥翔集、人
海和谐”的美丽海
湾。广东美丽海湾的
推进情况如何？连日
来羊城晚报多路记者
深入深圳、珠海、汕
头、茂名等沿海城市，
为读者现场感受各地
美丽海湾建设的现
状、进展及未来。

（夏杨）

在滨海公路茂名段的沿途景点中，虎头山一带的海湾极具特色，素有“南方北戴河”美称 （詹翔闵 全良波 曾群芳 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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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翎，通
讯员钟轩、黄美霖、姚愉玉报
道：5月16日，在中山市药品进
口口岸启动暨首批药品通关
仪式上，发布了《中山市促进
药品进口口岸发展20条》（以
下 简 称 20 条）。20条将助力企
业充分利用中山增设中山港
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契机，进
一步推动中山市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

20条规定，对拥有核心自
主知识产权、有市场前景的健

康医药项目，根据其项目创新
性、知识产权、团队情况、市场
前景等评价，按项目实缴注册
资金的10%给予最高1000万元
创业扶持。对新建投资总额
2000万元以上的健康医药产业
项目，按照最高不超过实际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给
予分期奖补。

对生物医药类外商投资企
业，年度外方股东实缴注册资本
金额达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分
三个档次按实缴金额的1%-2%

给予财政奖励，最高不超过2000
万元。

20条规定，对健康医药企业
技术改造项目，按不超过投资额
的1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最高
补贴500万元。对年销售收入首
次突破1亿元、2亿元、5亿元、10
亿元、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
的健康医药工业企业，单个企业
分别分档次给予50万元-1000
万元的奖励。

对于申报生物医药核心技
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等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项目获得立项后，最
高给予1000万元的扶持。对项
目建设所需核心、高端的研发、
生产、测试设备，经认定后，可采
用政府委托国资企业购买、落户
企业分期租用（一 定 期 限 后 移
交），或企业租赁设备后由政府
采用事后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
补贴金额最高500万元；对项目
购置核心仪器设备，按不超过仪
器设备购置发票金额50%比例
给予补贴，每个项目最高补贴
1000万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艺戈报
道：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官
网发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显示，上海定向广告传播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布“没有蓝
宝石，我不脱”的低俗广告吸引
眼球，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被
罚款51.5万元。

今年 2月，深圳许多住宅小
区、商业楼宇电梯和大堂频繁出
现Ulike“没有蓝宝石，我不脱”
的脱毛仪低俗擦边球广告，引起
了很多市民的关注。对此，按照

《深圳市广告性别平等审视指
南》，深圳市妇联联合市场监管
局迅速介入处理。

该广告由隶属于分众传媒的
上海定向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发布。该公司在深圳共发
布Ulike框架海报广告308个，发
布 Ulike 视频广告的楼宇电视
1047个，智能屏218个。目前该
公司已公开道歉并采取补救措施。

据了解，近年来，电梯使用量
逐步提升，截至2022年3月底，深
圳市电梯总数已突破18万台，数

量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而电
梯广告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让许
多不良的广告商乘虚而入。其
中。部分电梯广告以色情、低俗
等内容对未成年人价值观进行错
误引导，电梯广告乱象急需整治。

今年，深圳开展电梯广告专
项治理工作，推出十项措施、六
大举措，在国内率先构建电梯广
告监管长效机制。该整治工作
主要针对深圳电梯广告乱象，全
面规范电梯广告行为，共同构建
良好的电梯环境。

渔网、渔船、草屋……走进
茂名电白区水东湾的俚街，富有
疍家特色的建筑便映入眼帘，宛
如穿越到古老渔村，眼中满是疍
家人以海为生的场景。5 月 15
日，记者走访疍家墟了解到，这
里正在高规格打造滨海乡村旅
游带。

晏镜疍家墟·塘霞俚街处在
中国第一滩及晏镜岭和沿线海
滩“两点一线”重要节点。村里
集山岭、海滩海域、人文剧景基
地为一体，成为一个滨海旅游的
热门景点。

该 项 目 围 绕 冼 太 夫 人 文
化、俚族文化、疍家文化、渔商
文化等，打造晏镜疍家墟、南海
开渔节和塘霞俚街三大地理标
志，并同步引入美食、文创、民
宿、精致营地、装配式休闲产
品、塘霞客厅、非遗民俗体验等
多种业态。

同时，该项目依据当地实
际，结合农业、渔业和皮鞋加工
业的产业基础，探索通过建设海
鲜美食街、皮鞋街等业态，不仅
加快了产业资源的融合，也带动

塘霞村及周边村落部分村民的
就业问题。

疍家墟项目全部建成，将涵
盖滨海运动、美食餐饮和体验创
作元素，利用营销引流等方式，
可共享第一滩、晏镜岭栈道等景
区的旅游资源。即使是在当下
阶段性受疫情影响的状态下，每
年游客量保守估计在50万人次
以上。

2021年12月，茂名印发《打
造高水平乡村振兴“茂名样板”三
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其
中提到，围绕“海、港、渔、村”功
能定位，动工建设以塘霞村等9
条村为重点的滨海乡村旅游带，
即以广东滨海旅游公路茂名段
建设为纽带，美化提升沿线村
庄，推动茂名滨海景观资源串珠
成链，构建内湾运河景观带和外
海度假景观带。

未来，中国第一滩、晏镜岭、
童子湾和疍家墟等景区的融合
发展，也将伴随着广东滨海旅游
公路的贯通，门户效应更为增
强，逐步迈向更高规格滨海旅游
景区。

茂名水东湾

海景+文化
打造滨海乡村风光带

羊城晚报记者 詹翔闵 全良波
通讯员 曾群芳 张波

汕头南澳岛是广东省唯一
的海岛县，而岛上最负盛名的青
澳湾则有“东方夏威夷”之称，就
坐落在南澳岛东端。这里碧海
银滩、海豚逐浪，“山、海、史、
庙、岛”合为一体，接连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广东省十大
美丽海岛、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广东省级旅游度假区等。近
年来，青澳湾又探索出一条“上
下联动、海陆统筹、全岛共治”的
美丽海湾建设新路径，推动滨海
旅游产业和海洋保护达成双赢。

就在日前，又有一条“在青
澳湾看见粉红海豚”的短视频在
网上热传，“来南澳看海豚”不知
不觉间已经成为许多游客的登
岛动力。

而除了频上热搜的中华白
海豚外，青澳湾还生活着绿海
龟、中国鲎、鹦鹉螺等珍稀海洋
生物，同时，也是岩鹭、褐翅燕
鸥、黑叉尾海燕等多种珍稀海候
鸟的必经之地。这背后，得益于
多措并举的美丽海湾建设，让海
洋动物栖息环境得到持续保护

和优化。
据了解，近年来，青澳湾为

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构建
了多部门共同保护珍稀海洋生
物栖息地及洄游通道的协作机
制，严厉打击滥捕野生动物行
为，开展海豚、海龟等珍稀物种
救助，坚持“绿盾”自然保护地强
化监督，同时，多种类型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主题活动也在海滩
边、校园内持续开展。

青澳湾的水清滩净，也带旺
了这里的假日经济。在刚刚过
去的五一假期，进入南澳岛的游
客有约 28.09 万人次，其中到青
澳湾游玩的游客就有近20万。

南澳紫菜、牡蛎、宅鱿、宋
茶、金薯……驱车环岛，可以看
到海鲜美食店和海岛特产店一
家连着一家；沿着青澳湾的岸
线，多个望海酒店、特色民宿相
继映入眼帘；如今，除了在海水
中畅游和沙滩阳光浴，还有海上
观光、渔获体验、烧烤团建等越
来越多的海岛体验选择，显然，
青澳湾的休闲渔业品牌正在日
渐打响。

把最贵的土地用于建公
园，把最好的空间用来建设
公共建筑，把最美的景色和
视线呈现给最广大市民，珠
海通过情侣路特色滨海美丽
湾区建设走出一条不一样的
发展道路。

情侣路湾区位于珠海市
东部，伶仃洋西岸，滨海岸线
长度 44.5 公里，沿岸各个海湾
滨海环境多样复杂。沿岸受
到珠江八大入海口门中的五
个口门影响，水动力受到径
流、潮流、波浪及风动力等多
种因素共同影响，沿岸包含分
流间湾、河口侧湾、岬间双弧
形湾、径流型湾等多种类型海
湾。复杂的影响因素及相互
作用机理形成了丰富多变的
湾区景色，也造就了情侣路独
特的山、海、城、岛风光。

情侣路是珠海的城市名
片，如何解决情侣路湾区生态
环 境 保 护 中 的 各 项 历 史 问
题？珠海市以情侣路为“线”，
推进海岸生态修复和水环境
整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的海洋
生态环境综合监管多部门合
作经验。

记者了解到，珠海启动编
制《珠海市情侣浪漫风情海岸
整 体 提 升 规 划》，提 出 了 交
通、功能、文化、形象四方面
的全方位提升方案，加强对沿
线各个节点规划和建设项目
的引导与统筹。而《珠海市近
岸海域污染综合治理专项攻
坚方案（2021—2023 年）》则提
出到 2025 年，近岸海域水质
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75%以上，
谋划共 30 项重点工程及 6 项
重点任务，资金总额为 146.6
亿元，通过实施挂图作战加快
推进项目。

此外，珠海对沿岸排洪渠
开展整治，通过控源截污、清淤
疏浚、底泥原位修复、生态廊道

修复等手段，阻断外源污染，控
制内源污染，恢复河流生态系
统，实现河流长治久清。其中
东岸排洪渠完成 23 个排污口
截污整治，新建约2300米污水
管道。鸡山排洪渠完成 26 个
排污口截污整治，新建约1200
米污水管道，完成一河两岸景
观工程。

珠海市以恢复上世纪 70
年代沙滩原貌为目标，先后组
织实施香炉湾、美丽湾、绿洋湾
和唐家湾共约 5.1 公里的沙滩
修复工程。通过建设人工沙
滩，恢复滨海沙滩岸线，以自然
修复的手法还原本属于城市的
开敞空间，沙滩于2016年起陆
续对外开放。以香炉湾沙滩修
复项目为例，借助巴塞罗那人
工沙滩建设经验，在香炉湾打
造长达 1.5 公里、滩面宽 50 米
的“凹”字形的人工沙滩，配套
建设了沙滩绿地、雨水花园、凉
棚座椅等公共设施，成为市民
休闲、游客观光的新聚集区、新
亮点。2017年“天鸽”、2018年

“山竹”台风来袭期间，沙滩修
复工程较好的适应性和自我恢
复能力受到了检验，同时沙滩
对海岸自身及岸上设施保护都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缓冲作用，
在情侣路整体护栏受损严重情
况下，香炉湾沙滩段的护栏几
乎完好无损。

除了城市亲海空间，湿地
保护和生态修复也不容忽视。
珠海找到了利用人工引入速生
红树植物控制互花米草的方
法，通过人工造林压制互花米
草再生蔓延，实施林分改造加
快演替进程，历经多年造林恢
复，淇澳岛互花米草面积由
1998 年的 260 公顷降为 2013
年的 1公顷，红树林面积由 32
公顷增加到 500 公顷，成为国
内最早开展人工恢复连片面积
最大的红树林。

珠海情侣路

最美的海岸风情
全都呈现给市民

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最高奖励2000万元 罚款51.5万元

广东 湾美丽海 建设不断推进

水清沙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

统筹/夏杨 马汉青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提升滨海景观带 打造美丽海湾典范

汕头青澳湾

“绿盾”守护
海岛变成珍稀动物乐园

大鹏湾大梅沙海滨公园里的游人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通讯员 陈纪中 陈业勤

南澳岛附近海
域生活着很多中华
白海豚 郑锐强 摄

中山发布“20 条”
促进药品进口口岸发展

深圳对低俗
广告说“不”

联城

闻一线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