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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上溢油事故是人类开发海洋过程中最典型、最严重的

环境污染事故之一。近几年发生的大连新港“7·16”输油

管道爆炸火灾事故、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和美国墨西

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等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进一

步凸显了加强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石油能源的需求

不断增加，海上石油开发、运输和存储活动日益增多，溢油

事故的风险与日俱增，溢油事故应急的形势愈加严峻。 

为提高我国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大连“7·16”

事故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重大海上

溢油应急处置牵头部门和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央编办发

〔2010〕203 号），明确要求交通运输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编

制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规划，组织、协调、指挥

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工作。2012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同意建立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

批复》（国函〔2012〕167 号）也要求研究编制国家重大海上

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规划。为贯彻国家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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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发展战略，提高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能力，按照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建设海洋强国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总

体要求，特编制《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规划

（2015-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一、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和生

态文明的发展战略，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和建

设海洋强国的要求，系统谋划，科学布局，中央和地方、政

府和企业分工协作，共同推进应对我国管辖海域可能发生的

重大海上溢油事故的应急能力建设，保障国家海洋生态环境

安全，支撑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原则。 

1.全面覆盖，突出重点。溢油应急能力全面覆盖我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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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海域，最大程度保障国家海洋环境安全；重点强化事故多

发区、石油开发及运输密集区等高风险海域的力量配置，注

重敏感资源区的防护，加强应急力量薄弱环节的建设。 

2.统筹协调，综合利用。能力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应急资

源，注重资源综合利用和协同共享，注重应急装备物资与日

常生产运行、社会服务相结合，注重调配中央和地方、政府

和企业的应急能力。 

3.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要针对当前我国海上溢油应

急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又要着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

海上溢油风险形势变化和应急能力需求，设定合理可行的建

设目标和建设方案。 

4.多方投资，共同参与。能力建设以中央政府投资引导，

地方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鼓励其他

社会力量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参与，形成多元化投资建设格

局。各方力量合理定位分工，有效衔接，在国家重大海上溢

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应对国家重大

海上溢油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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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范围。 

1.规划年限。规划的基础年为 2012 年，规划的水平年

为 2020 年。 

2.区域界限。规划的区域范围为我国内海、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3.应急处置对象。应急处置对象是指石油平台、船舶、

输油管道和储罐等风险源发生泄漏事故后引发的海面漂浮

溢油。 

（四）规划目标。 

以有效处置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内的重大海上溢油事

故为目的，初步建成重点覆盖、科学决策、快速反应、与风

险相适应的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能力体系，具体规划目标为： 

覆盖能力：监视监测力量全面覆盖我国管辖海域，海上

溢油清除力量重点覆盖距岸 50 海里的海域。 

运行能力：海上溢油清除力量可在 5级海况下出动，可

在 4级海况下开展应急作业。 

快速反应能力：第一批空中监视力量和海上溢油应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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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力量可分别在 2小时、6小时以内到达距岸 50 海里内的海

域。 

清除能力：距岸 50 海里内任意海域海上溢油清除能力

达到 1000 吨，距岸 50 海里内的高风险海域海上溢油清除能

力达到 10000 吨；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岸线溢油清

除能力和回收物陆上接收处理能力可达到 10000 吨。 

二、规划方案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溢油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应急组织指

挥、应急监视监测、溢油应急清除，同时考虑溢油应急全过

程的队伍建设。其中，应急组织指挥是指利用管理、通信、

信息等手段对溢油应急行动进行快速、协调、有序组织的过

程，主要由健全的应急组织指挥机制、完善的溢油应急预案

体系、高效的应急通信系统和信息服务体系四部分组成。溢

油应急监视监测是指利用溢油监视监测装备对海上溢油的

位置、漂移扩散情况进行搜寻和跟踪的过程，为应急处置方

案制定提供重要依据，主要通过航天航空遥感、船舶及岸基

雷达、视频、浮标等的监视监测实现。溢油应急清除是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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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关溢油应急装备设施对海上溢油进行控制、回收、清除、

贮运、转移、再处理的过程，是溢油应急处置的核心，主要

由海上溢油清除、岸线溢油清除和回收物陆上接收处置能力

构成。海上溢油清除能力的提高主要通过建设溢油应急设备

库、溢油应急船舶等实现；岸线溢油清除能力通过建设岸线

溢油应急设备库实现；回收物陆上接收处置能力包含油污水

贮存、废油处理、含油固体废弃物贮存和处置等装备设施的

建设。溢油应急队伍是各类溢油应急处置装备设施能力发挥

的关键因素，主要由组织指挥人员、应急监视人员和应急清

除人员构成，队伍建设主要考虑应急人员的结构、人数、培

训及演习演练次数等。 

（一）组织指挥。 

1.健全海上溢油应急指挥机制。在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

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完善溢油应急组织指挥和

应急力量协调的相关工作制度和运行管理机制。沿海各省、

直辖市充分利用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溢油应急中心）资源，

健全省级海上溢油应急指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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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各级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完善现有海上溢油应急

预案体系，形成包括各种溢油风险源的国家、省、市级海上

溢油应急预案体系。 

3.建设畅通的应急通信系统。依托有线、无线公网和专

网，完善海上搜救应急通信网，构建溢油应急与海上搜寻救

助一体的应急通信系统。加强海事、海洋、公安等部门及涉

海企业通信专网建设，确保海陆之间、部门之间的实时语音、

数据、视频通信畅通。 

4.建设高效的溢油应急信息服务体系。依托各部门、各

单位现有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建设连接中国海上搜救中

心（海上溢油应急中心）、省级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溢油应

急中心）和其余 22 个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的海上溢油应急信息服务系统，实现溢油相关

信息共享。 

（二）监视监测。 

1.提高航天航空遥感监视能力。依托国家海洋局等部门

的遥感监视系统，建立海上溢油遥感影像的采集和解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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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北黄海海域、长江口-宁波舟山海域、台湾海峡-珠

江口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海域等四处高风险集中海域实

现海上监视业务化。国家海洋局北海、南海、东海分局卫星

影像采集和解译能力纳入部门日常建设计划。利用国家海洋

局的载人飞机加装 3 组载人机遥感监视系统，无人机加装 4

组无人机遥感监视系统，实现我国沿海管辖海域的全面覆盖

和高风险集中海域的多重覆盖。 

2.加强其他多种手段溢油监视能力建设。利用各地港口

码头、石油平台、船舶及陆上建设的各类雷达和视频监视系

统，作为航天航空遥感监视手段的补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在日常港口建设和公务船舶建造计划中，可结合溢油应急处

置要求安装溢油监视报警系统和溢油监视雷达，研发在船舶

交通管理系统上扩展溢油监视功能，实现对溢油风险源集中

分布海域的连续监视。 

3.提高溢油跟踪预警能力。利用溢油应急监测浮标，监

测事故海域的水文环境，跟踪溢油的漂移路径，提高溢油漂

移预警能力。以海区为单位配置应急监测浮标，考虑监测浮

标的配合使用和替代，三大海区各配置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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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清除。 

1.加强海上溢油清除能力建设。海上溢油清除能力按照

“中央政府和中央企业力量为关键力量，地方政府和地方企

业力量为主要力量”的思路建设。根据测算的各地溢油应急

能力建设规模需求，中央政府根据“沿海海域全面覆盖，风

险源集中地区优先布置”的思路安排引导性资金，中央企业

根据“与企业生产风险相匹配”原则建设企业溢油应急能力，

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投资或鼓励当地专业清污公司建设。 

规划在全国沿海 44 个地区（市）加强溢油应急清除能

力建设，建成设备库 191 座，其中新建 25 座；建成专业溢

油应急船舶 260 艘，其中新建 11 艘；各部门新购置固定翼

飞机时考虑增加溢油分散剂喷洒功能。 

（1）加强中央政府海上溢油清除能力建设。按照中央

政府力量全面覆盖沿海 50 海里内海域，沿海主要港口均应

布点的原则，到 2020 年，共建成国家溢油应急设备库 28 座

（已建成 16 座），在丹东、营口、锦州、天津、日照、台州、

温州、福州、汕头、深圳、湛江、三亚等地新建溢油应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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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库。在北方、东海和南海三大海区配置专业溢油应急船舶

4 艘。各部门新购置固定翼飞机时考虑增加溢油分散剂喷洒

功能。 

（2）推进中央企业溢油清除能力发展。到 2020 年，在

现有 15 座溢油应急设备库基础上，扩建惠州设备库。建成

专业溢油应急船舶 27 艘（已建成 22 艘），新建的 5 艘大型

专业溢油应急船舶分别配置在东营、宁波、惠州、珠海和三

亚。 

（3）加强地方政府和企业溢油清除能力建设。到 2020

年，建成海上溢油应急设备库 148 座（已建 135 座），在丹

东、天津、温州、宁德、福州、莆田、厦门、漳州、揭阳、

汕头、汕尾、惠州、三亚等地新建 13 座设备库。建成溢油

应急船舶 229 艘（已建 223 艘），新建 6 艘大型溢油应急船

舶分别配置在烟台（1 艘）、台州（1 艘）、福州（1 艘）、泉

州（2艘）、广州（1艘）。 

2.加强岸线溢油清除能力建设。考虑最不利情况下海上

溢油全部上岸清除的需要，岸线清除能力目标与海上溢油应

急清除能力目标相匹配。按照“全省协调、全面覆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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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的原则，确定我国沿海各市(地级市)岸线清除能力达

到 1000 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岸线清除能力达到 10000

吨。以省为单位，结合各地区海上溢油风险水平，提出各市

（地级市）岸线溢油清除能力建设方案。由于广东省海岸线

较长，涉及台湾海峡-珠江口和琼州海峡-北部湾两个高风险

集中海域，其岸线清除能力目标为 2万吨。 

加强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岸线溢油清除能

力建设。岸线溢油清除能力建设总规模达到 12 万吨，其中，

广东省 2 万吨，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 万吨，各地

区能力需求见表 1。由于目前沿海各省岸线清除能力薄弱，

全部需要新建，可结合海上溢油清除设备库的布局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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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岸线溢油清除能力规划方案 

省份 地区 
岸线溢油清除能

力（吨） 

地区 岸线溢油清除能

力（吨） 

辽宁 

丹东 1000 盘锦 1000 

大连 5000 锦州 1000 

营口 1000 葫芦岛 1000 

河北 
秦皇岛 2300 唐山 6700 

黄骅 1000 —— —— 

天津 天津 10000 —— —— 

山东 

滨州 1000 威海 1000 

东营 1500 青岛 3500 

潍坊 1000 日照 1000 

烟台 1000 —— —— 

江苏 
连云港 8000 南通 1000 

盐城 1000 —— —— 

上海 上海 10000 —— —— 

浙江 

嘉兴 1600 台州 1000 

宁波 2400 温州 1000 

舟山 4000 —— —— 

福建 

宁德 1000 泉州 3000 

福州 1000 厦门 2000 

莆田 1000 漳州 2000 

广东 

潮州 1000 汕头 1000 

揭阳 1000 —— —— 

汕尾 1000 珠海 1000 

惠州 1100 江门 1000 

深圳 4000 阳江 1000 

东莞 3500 茂名 1000 

广州 2000 湛江 1400 

海南 
海口（含澄迈、文昌） 4000 东方 1000 

三亚（含三沙） 2000 儋州（含洋浦） 3000 

广西 
北海 3600 防城港 1000 

钦州 5400 —— —— 

3.提升回收物陆上接收处置能力。溢油应急回收物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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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处置能力由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引导，企业投资建设。按

照“全省协调，全面覆盖，重点加强”的原则加强回收物陆

上接收处置能力建设。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

照１万吨溢油事故应急处置需求，相应建设海上溢油应急回

收物陆上接收处置能力（广东省按 2万吨）。 

溢油应急回收物陆上接收处置能力建设内容包括油水

混合物贮存能力、废油利用能力、含油固废贮存能力和含油

固废处置能力。按照处置１万吨海上溢油事故的陆上接收处

置能力需求，到 2020 年，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

应建成 6.3 万立方米的油水混合物贮存能力、6 千吨的废油

利用能力、7700 立方米的危险固体废弃物贮存能力以及 1万

吨含油固废处置能力；广东省应具备 12.6 万立方米的油水

混合物贮存能力、1.2 万吨的废油利用能力、1.54 万立方米

的危险固体废弃物贮存能力以及 2 万吨含油固废处置能力。

除含油固废处置能力外，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其

他能力达到规划目标。 

在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强含油固废处置能力。

11 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改造 1处水泥窑协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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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河北、江苏含油固废处置能力基本满足需要，辽宁、

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需分别

新增 3.75、4.90、3.60、0.10、0.05、4.35、9.45、4.90

和 4.50 万吨含油固废年处置能力。 

（四）应急队伍。 

1.加强组织指挥人员队伍建设。在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

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统一指挥下，依托各级海上搜救中心和

海洋、环保、安全生产、公安、海事、救捞等部门，建设国

家、省、市三级溢油应急组织指挥人员队伍。由中国海上溢

油应急中心牵头，交通、海洋、环保、公安、渔业、保险、

法律、医疗、安全等相关行业专家共同组建重大海上溢油应

急专家队伍。 

2.加强监视监测队伍建设。依托海洋、海事、港口、渔

业等各级监视监测力量，建设国家和地方海上溢油应急监视

监测技术队伍。 

3.加强应急清除队伍建设。整合国家和企业现有力量，

组建由国家队伍、企业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构成的重大海上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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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应急清除队伍。 

（1）国家队伍。依托救助打捞和航海保障等部门，结

合国家船舶溢油应急清除能力布局，建设专兼职结合的国家

专业应急队伍。必要时组织军队、武警、公安队伍参与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清除行动。 

（2）企业队伍。依托专业清污公司和三大石油公司建

设重大海上溢油企业专业应急队伍。依托港口企业和中小型

涉油企业建设与企业应急需求相适应的企业队伍，主要参与

港区和沿岸海域的重大海上溢油应急清除。 

（3）志愿者队伍。由地方政府组织有关人员组成溢油

应急清除志愿者队伍，主要参与岸线和沿岸海域的重大海上

溢油应急清除。 

4.强化现有机构培训功能。为提高应急队伍的管理和技

术水平，依托烟台溢油应急技术中心、秦皇岛海上溢油应急

反应中心开展组织指挥、应急清除专业队伍的培训；依托国

家海洋局环境监测中心和烟台溢油应急技术中心开展监视

监测队伍的培训；拓展国家大、中型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的

培训功能，加强对企业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的现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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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组织应急人员演习。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每年进

行至少 1次的重大海上溢油应急演习，明确应急人员参与演

习次数，提高重大海上溢油事故应急时部门间的配合协作水

平和相关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 

三、保障措施 

1.完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体系。制定专门法律，系统解

决溢油污染海域的责任确定、罪责判罚、民事赔偿、法定豁

免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 

制定海上石油生产、储运、沿岸油品炼制和存储等环节

的溢油防范措施技术规范，制定完善各类溢油应急设备配置

标准。 

2.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将规划中确定的建设项目纳入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规划，并落实建设资金和运维资金，有序推进规划实施，

保障项目正常运行并发挥其应急能力。 

综合运用环境责任保险、石油行业信托基金等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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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重大海上溢油事故应急专项资金，保障事故发生后各项

应急工作的顺利进行。 

沿海各级政府还应对溢油应急设备库等应急工程在土

地、岸线使用和项目立项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确保溢油应

急能力建设的顺利进行。 

3.科学有序组织规划实施。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单位根

据本规划梳理建设项目，分解建设任务，落实建设主体，有

序推进项目实施。 

建立考核监督机制，将规划提出的建设目标和内容纳入

各级政府考核目标，保证规划项目按期完成。  

4.研究完善溢油应急市场化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溢

油应急市场体系，创新溢油应急力量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机

制，为溢油应急企业创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扶持和鼓励

相关组织或机构成长为大型溢油应急服务供应商。鼓励行业

和区域成立溢油应急联盟或协会，建立应急联防机制，共同

应对重大海上溢油事故。 

鼓励溢油应急清除单位与溢油应急物资生产厂商做好

协议储备，支持溢油应急物资生产厂商根据相关协议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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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储备，避免资源浪费。 

5.重视溢油源头防控和环境监测能力。溢油源头防控是

减轻溢油污染的关键环节。交通运输部组织加强事故船舶封

堵和残油卸载能力建设，国家海洋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和环境保护部组织石油开采、生产、储存、运输等企

业加强溢油源的封堵控制能力建设。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加强对事发海域的气象监测预警能

力建设，国家海洋局、农业部等加强对事发海域水质污染、

重要海洋渔业资源等的监测能力建设。 

6.重视科技支撑、设备研发和检测能力建设。设立重大

科研专项，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大沉潜油监视监测及清

除、恶劣气象与高海况条件油污回收、滩涂溢油清除技术及

装备，可生物降解型吸附材料等溢油应急技术、装备和材料

的研发。 

提高溢油应急设备质量及效果检测能力，规范各类应急

设备生产企业，保障应急设备库应急功能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