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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 

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沿海各镇人民政府，市直及上级驻石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石狮市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狮市海漂垃圾治理方案的通知》（狮政办〔2018〕21

号）同时废止。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狮政办〔202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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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泉政办〔2021〕11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陆海统筹、标本兼治，2021 年底前，建立海上环卫队伍，

基本构建完整的海漂垃圾收集、打捞、转运、处置机制；2022 年，

形成“政府统领、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社会共治”的海漂垃圾

治理责任模式。 

二、治理范围 

我市近岸海域、直接入海的溪流（沟渠）和海岸线向陆一侧

200 米的海岸带。 

三、主要任务 

（一）攻坚清理存量垃圾。沿海各镇在上半年已完成上级下

达的存量海漂垃圾攻坚整治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海漂垃圾

强化攻坚整治，对近岸海域、海滩、海岸开展既有垃圾再排查和

强化攻坚清理，并于 8 月 10 日前将开展情况反馈泉州市石狮生态

环境局以便汇总上报。（责任单位：沿海各镇人民政府，泉州市石

狮生态环境局） 

（二）建立海上环卫机制。2021 年 9 月底前，沿海各镇依托

现有海漂垃圾治理队伍，陆海统筹组建海上环卫队伍，对沿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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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段和近岸海域实行每周至少一次全覆盖打捞清理，可多个镇共

用 1 艘打捞船舶。2021 年，沿海各镇应建设完成靠泊点、堆场各

不少于 1 个。推进落实智能化船舶垃圾分类储存装置建设。探索

全市打包购买服务的“一市一公司”管理模式。（责任单位：沿海

各镇人民政府，市城管局、交通港口局，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

心泉州湾港务站、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石狮海事处） 

（三）强化海上垃圾治理。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规划外

水产养殖清退并实现水域滩涂养殖证应发尽发；2025 年底前，浮

筏等养殖设施泡沫浮球全部替换为塑胶浮球。大中型渔船要全部

配置垃圾收集桶；2023 年底前，二级以上渔港全部配置渔业垃圾

接收点；2025 年底前，实现渔业垃圾接收设施与城市公共运转处

置设施有效衔接。加强商船及港口垃圾收集、转运及处置监管。

按照泉州市统一部署开展互花米草整治工作。（责任单位：沿海各

镇人民政府，市农业农村局、城管局、交通港口局、自然资源局，

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泉州湾港务站、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石狮海事处） 

（四）严格控制陆源垃圾。依托城乡垃圾收运处置体系，防

治城乡生活垃圾、河流垃圾、滨海旅游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和农

业废弃物入海。沿海各镇应配备垃圾分类收集装置，打捞清理上

岸的垃圾应科学分类并做到日产日清。（责任单位：沿海各镇人民

政府，市城管局、文体旅游局、工信科技局、农业农村局，泉州

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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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各执法部门要认真履行部门职责，

切实加强岸线和海上日常巡查，严厉查处在岸线随意倾倒堆积垃

圾、向海洋违法倾倒弃置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曝光违法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农业农村局，泉州市石狮

生态环境局、石狮海事处） 

（六）推动社会共治共享。沿海各镇公开举报电话，每年至

少开展一次群众满意度调查；加强宣传教育，利用电子显示屏、

村（社区）广播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广泛宣传海漂垃

圾治理工作；建立海漂垃圾收集奖励机制，推广祥芝镇美丽海岸

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净滩”“船舶垃圾不落海”行动经验，充分发

挥社团组织及志愿者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海漂垃圾治

理。（责任单位：沿海各镇人民政府） 

四、工作保障 

（一）健全工作机制。成立石狮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和泉

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市发改局、工信科技局、

自然资源局、交通港口局、农业农村局、文体旅游局、城管局、

创城办、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心泉州湾港务站、泉州市石狮生

态环境局、石狮海事处、沿海各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成员。领

导小组不另设办公室，依托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工

作，负责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按职

责加强行业垃圾源头治理和管控，市城管局、农业农村局指导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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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城乡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市工信科

技局指导督促工业固体废物治理，市农业农村局、泉州市石狮生

态环境局指导督促农业废弃物治理，市城管局、河长办指导督促

河流垃圾治理，市交通港口局、城管局、福建省泉州港口发展中

心泉州湾港务站、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石狮海事处等部门指

导督促船舶港口垃圾治理，市农业农村局指导督促渔业养殖和渔

船渔港垃圾治理，市文体旅游局指导督促A级旅游景区垃圾治理，

市自然资源局指导督促自然保护地垃圾治理，市创城办负责开展

海漂垃圾治理环境卫生考评和通报。 

（二）落实属地责任。沿海各镇人民政府作为海漂垃圾综合

治理的责任主体，统筹推进本辖区专项治理工作。建立“湾（滩）

长制”，逐级压实海漂垃圾治理属地责任。鼓励以政府采购服务的

方式确定保洁责任单位，建立区域联防联治的“海上环卫”机制。 

（三）保障资金投入。市发改局要将海上环卫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沿海各镇按照非经营性大陆岸线 5 万元/

公里·年（含转运费用）的标准安排海漂垃圾治理经费，将辖区海

漂垃圾治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一般预算，保障海漂垃圾日常治理

工作需要。从 2021 年起，市财政局每年统筹安排海漂垃圾治理专

项资金 365 万元，用于海漂垃圾治理、考核奖励和宣传经费等。 

（四）强化督促考核。将海漂垃圾治理成效纳入沿海各镇党

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每年度进行考核并通报考核结

果。市创城办每月组织对沿海各镇海漂垃圾治理工作情况进行考



— 6 — 

评，考评结果向沿海各镇通报，并抄送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

导。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实行月报制度，各责任单位于每月 28

日前将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详见附件）反馈泉州市

石狮生态环境局以便汇总上报。 

 

附件：2021 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月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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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月调度表 
填表单位：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工作
目标 

工作措施 责任单位 
每月工作 

计划 
进展 
情况 

问题 
对策 

建立

海上
环卫

机制 

成立市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部门协调

督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 

市环委办      

组建海上环卫队伍，配备充

足的人员、设备和场所，明
确作业范围、时间和频次等。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与陆上环卫体系签订有关海
陆环卫衔接协议，保障上岸

垃圾能安全有效转由陆上环
卫处置。 

      

建立“滩湾长制”，衔接“河
湖长制”。 

泉州市石狮生

态环境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城管局 

      

持续

加强
源头

管控 

完善渔港污染防治设施，推

进渔业垃圾减量化；强化废
旧渔业养殖设施处置管控，

防止二次污染；清理上岸的
废旧养殖设施应及时规范处

置，不得堆放于高潮线以下
岸滩。加快互花米草治理，

从源头减少海面垃圾。 

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局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

快完善海湾沿岸、河流两岸
镇村垃圾收集、转运设施，

减少陆源垃圾下河入海。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加强巡河管护，严格入海溪

流防洪水闸前的垃圾管控，
防止防洪水闸放水携带上游

垃圾漂流入海，并提高末端
拦截能力。 

市城管局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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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目标 
工作措施 责任单位 

每月工作 

计划 

进展 

情况 

问题 

对策 

构建
完善

处理
体系 

沿岸滩布设垃圾分类箱，树

立环境卫生宣传警示牌。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选

址建设一批环卫船舶靠泊点
和上岸垃圾集中堆场。 

      

规范处置上岸垃圾，推动海
漂垃圾科学分类，加强垃圾

密闭运输监管，规范海漂垃
圾无害化处理，避免二次污

染。 

      

攻坚

整治
存量

垃圾 

开展“海域海滩海岸垃圾攻

坚整治行动”，以镇村为网
格，对辖区岸线和海域分段

分片排查清理既有垃圾。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存量垃圾清理情况，包括清
理范围、岸线长度、垃圾数

量等。 

      

建立

健全
长效

机制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情况纳入

地方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制考核。 

市环委办       

每月不定期组织开展暗访检
查，实行一月一通报，对发

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 

市创城办 
泉州市石狮生

态环境局 

      

公开举报电话，建立海漂垃

圾收集奖励机制。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发动群众监督力量，妥善处

理海漂垃圾信访投诉；发挥
渔业、环保等社团组织及志

愿者作用，加强宣传教育，
推动社会共治。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群众满意
度调查。 

      

资金
保障 

省级下达资金使用情况（未

下达可不填）。 
蚶江、永宁、祥

芝、鸿山、锦尚
镇人民政府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资金投入

情况。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