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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会同原省林业局起草了《海南
省红树林保护规定》：强化政府
在红树林保护和管理中的职责
及主导作用，明确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共同参与的保护机制，
明确红树林地和红树林木的产
权，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
从事畜禽饲养、水产养殖等活动
的问题

2012年 通过《海南省沿海
边防治安管理条例》：公安边防机
关与外事、海洋与渔业、交通运
输、矿产、文物、海事、海关、检验
检疫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执法联
动工作机制，实行执法信息共享，
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及时处
置海上紧急事件，共同维护海上
生产作业秩序和沿海边防治安秩
序

2013年 通过《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删除了关于“鼓励开发利用水面、
滩涂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规定，增
加了编制养殖规划的内容。《海南
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
规定》：鼓励对海岸带保护治理与
开发利用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
举报。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
涉及海岸带违法开发利用行为的
举报后，应当做好记录，并立即赶
往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2014年 修订《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办法》：围绕加强从严管控填海
造地问题，从涉海规划计划管理、
海域资源出让权限、海域资源出
让方式、海域使用监督检查等几
个方面对《实施办法》进行了规
定、调整和完善

2015年 作出海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办法》的决定，制定了《海南省
海上搜寻救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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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推动依法维权维稳

针对近年来我省沿海海上走私、抢
劫、强买强卖、违规作业等违法活动的
不断增多，一些外国船舶及人员频繁非
法进入我省管辖的领海，甚至内水和港
口，从事炸鱼、毒鱼、无故下锚停泊寻衅
滋事、聚集堵塞航道，严重扰乱我省沿
海边防治安管理秩序，影响沿海经济社
会发展稳定的情况，2012年11月27日，
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对
《沿海边防治安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3年1月1日施行，为我省公安边防
机关在南海维权执法提供了法规依据。

修订后的条例规定：公安边防机关
与外事、海洋与渔业、交通运输、矿产、文
物、海事、海关、检验检疫等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实行执法信
息共享，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及时处
置海上紧急事件，共同维护海上生产作
业秩序和沿海边防治安秩序。对实施侵
犯国家主权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以
及其他违反沿海边防治安管理的行为，
公安边防机关可以依法予以处置，并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船
舶进出港口、码头或者其他停泊点，除依
法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进出港签证手续
外，还应当向公安边防机关申请办理进
出港边防签证手续，接受检查。邮轮、游
艇等船舶出境入境的，按照国家和本省
有关规定办理出境入境查验手续。《实施
渔业法办法》第三十五条也对外国人、外
国渔船进入本省管辖水域进行渔业生产
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作了规范。

促进海洋产业发展
依法管海用海

五年的立法实践中，省人大明确行
政管理体制。关于海岸带的开发利用
和保护，国家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土
保持法、矿产资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加上我省制定的土

地使用、海洋环境、红树林、珊瑚礁保护
等地方性法规，实际有超过20部法律
法规对此进行规范，而这20余部法律
法规分别由规划、国土资源、海洋与渔
业、环保、旅游、林业等10余个政府职
能部门来负责实施。海岸带的主管部
门如何设立，是立法中碰到的最棘手的
问题之一。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海岸带
规定》明确规定：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在遵循综合管理这
个大原则下，应当加强对海岸带保护与
开发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
调，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工
作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与改
革、国土资源、海洋、规划等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协同做好海
岸带保护治理和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

五年的立法实践中，省人大加强了
规划管理。发展养殖业是减轻近海捕
捞强度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国务院
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控制近海养殖密度
的要求，《实施渔业法办法》删除了关于

“鼓励开发利用水面、滩涂发展水产养
殖业”的规定，增加了编制养殖规划的
内容。海岸带规划也是海岸带保护管
理的重要依据和手段，也是加强海岸带
管理的核心制度。海岸带规划由谁来
编、怎么编是立法重点考虑的问题。

五年的立法实践中，省人大加强了
执法监管。以《海岸带规定》为例，鉴于
在海岸带的管理上存在多部门管理的问
题，为了防止相互扯皮、相互推诿责任的
情况发生，规定：鼓励对海岸带保护治理
与开发利用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举
报。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涉及海岸带违法
开发利用行为的举报后，应当做好记录，
并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处理。

规范海域资源开发和保护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管理法〉办法》于2005年制定，2008
年作了第一次修正。2014年是在时隔

6年后，所作的第二次修正。《实施办法》
制定与实施，对规范海域资源开发与保
护管理，促进海域资源支持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海南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实施办法》的部分内容
已经不能适应我省改革发展的需要。
《实施办法》的修改是在国家《海域使用
管理法》确定的基本法律框架下，根据
我省海域使用管理的实际和需要，对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细化、完善、发展
和创新。此次修订，主要围绕加强从严
管控填海造地问题，从涉海规划计划管
理、海域资源出让权限、海域资源出让
方式、海域使用监督检查等几个方面对
《实施办法》进行了规定、调整和完善。

强化填海的规划和计划管理，调整
下放市县的填海项目审批权，完善填海
项目的出让管理，强化对海域使用管理
的监督检查，强化海域使用管理的法律
责任，一系列立法措施护航我省海域，
取得了良好效果。

注重海洋生态环境
呵护“蓝色宝库”

《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自1998
年颁布实施以来，有效促进了红树林的
保护和沿海生态环境的改善，取得了较
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05年省人大常委会对该规定进行了
立法跟踪评估，认为各级政府在红树林
保护、恢复和发展方面投入不足，部分毁
坏红树林的违法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
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红树林资源的保
护和管理，解决我省红树林保护和管理
中出现的新问题，2011年，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会同省林业局起草了《海南省红树林保
护规定》。

省人大在立法中，明确了红树林的
概念和保护范围，明确了红树林保护和
管理的体制，强调编制红树林保护发展
规划，强化政府在红树林保护和管理中
的职责及主导作用，明确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共同参与的保护机制，明确红
树林地和红树林木的产权问题，禁止在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从事畜禽饲养、水产
养殖等活动的问题，这些立法条款为红树
林保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海岸带规定》而言，省人大在立
法中，规定了生态敏感区保护治理政
策，加强对生态敏感区的保护，是海岸
带保护的重点。

就《实施渔业法办法》而言，省人大
规定了禁渔区、禁渔期，增加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和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的
规定。

与此同时，为有效保护我省海上人
命安全，省人大规范我省海上搜寻救
助。2007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的
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
置与救援、善后处置等应对工作进行有
效规范，为海上突发事件搜寻救助应急
工作提供了依据，我省现行搜寻救助规
定尚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有必要
在总结我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提升立法层次，制定一部符合
我省海上搜寻救助实际和当前形势要
求的地方性法规，有效保护我省海上人
命安全，进一步规范我省海上搜寻救助
工作。同时，我国部分沿海省（区、市）
已出台海（水）上搜寻救助工作的地方
行政法规、规章，为我省海上搜寻救助
工作立法提供了经验。

2015年7月31日，海南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
南省海上搜寻救助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结合我省近年的海上搜寻
救助工作实践，对政府及相关单位和个
人的海上搜寻救助责任、险情报告与接
警、搜寻救助行动的组织实施、搜寻救
助保障和海上搜寻救助违法行为的处
罚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我省涉海立法工作，始终
是省人大立法工作的不懈追求。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省人大法制委、法工委提供素材）

一系列海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引领和推动我省依法管海、依法护海、依法用海

海洋立法守护万顷碧波

■ 本报记者 杜颖

“ 十 二 五 ”期
间，省人大法制委、
常委会法工委在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
的领导下，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习总书记
视察海南重要讲话
和省第六次党代会
精神，把引领和推
动、保障海南科学
发展、实现绿色崛
起，不断推进海洋
强省作为基本任
务，民主立法、科学
立法，进一步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攻
坚克难、敢于担当，
涉海立法取得较大
进展。

海南省人大在
维护海洋立法领域
的脚步铿锵，一系
列海洋法规的制定
和修订，引领和推
动依法管海、依法
护海、依法用海，确
保了我省海洋资源
利用更加科学、合
理，海洋资源管理
更加规范、透明，海
洋资源配置更加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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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海南海事局开展海上搜救。 通讯员 石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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