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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明确

海岸带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

专项规划。当前，我国沿海部分省市

正在开展海岸带规划编制试点工作，

探索解决海岸带地区空间治理突出问

题，陆海统筹谋划好海岸带保护与利

用格局。其中，在确保自然岸线保有

率且全面禁止新增围填海的要求下，

合理优化海岸带产业布局，保护和利

用好现有岸线资源是海岸带规划关注

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海岸资源的有

限性，人们不得不考虑根据开发活动

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下称赖水）来

对开发活动进行分类、确定优先级，

以确保海岸资源的最优化利用。赖水

用途因其性质，需要位于或临近滨水

位置才能保证其功能实现，因此必然

会与其他非赖水用途争夺滨水空间。

当前，受房地产、酒店、零售、工业

等开发活动滨海用地需求的影响，我

国沿海地区赖水用途面临的竞争压力

正逐年增大并被迫转化为非赖水用

途。由于赖水用途涉及广泛的公众利

益，其消失与转换将带来多种社会问

题并进一步上升为潜在的政策问题 [1]。

因此，在安排海岸带开发活动时，应

尽量确保赖水用途在位于或临近滨水

位置上具有优先发展权，避免浪费有

摘要：根据各种用途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对其进行分类和确定滨水优先级，是确保海岸资源最优

化利用的有效方法。美国沿海各州及领地在《海岸带管理法》的要求下进行了适应于各地区发展

需要的赖水、水相关和水强化用途定义，其在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和管理应用方面的丰富经验值

得我国借鉴。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基于水资源依赖程度进行海岸带空间用途管理的探索。然后重

点评述了美国不同层次的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与示例，总结美国在主要术语设定和管理元素上的

相关指导建议。最后结合我国海岸带发展和管理实践，基于美国经验就我国沿海省市如何建立海

岸带空间用途管控政策体系提出有关考虑和建议：明确划分海岸带的空间管控职权；省级规划确

定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和通用化代表性清单；市县通过划定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线、基于多重属

性进行岸段划分，明确岸段发展愿景，分岸段建立差异性用途管控政策等步骤因地制宜地制定海

岸带用途管控政策体系。

Abstract: I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classify and determine waterfront priority according to the dependence 
of various uses on water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coastal resources.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most coastal states and terri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stablished the definitions of water-dependent, water-related and water enhanced use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ach region. The rich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oastal zone spatial 
use definitions and management is worthy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exploration of coastal 
space use management based on water resource dependence in China. Then, it reviews the definitions and 
exampl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coastal zone spatial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for terminology setting and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China’s coastal zone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sider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establish the control policy system for the spatial 
use of the coastal zones in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1) Clearly divide the authority of the 
spatial control of the coastal zones. (2) Determine the definition of coastal zone spatial use and the general 
representative list by provincial planning. (3) The city and county planning formulate the coastal zone use 
control policy system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y delimiting the coastal zone spatial use control line, 
dividing coastal sections based on multiple attributes,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vision of each coastal 
section, and establishing differentiated use control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astal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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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海岸资源。而在对海岸带空间用途进行滨水优先级分类

和付诸管理之前，需要先对赖水和非赖水有一个清晰明确的

认知，赖水用途及其相关用途定义在设计海岸带滨水地区开

发活动布局这一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近些年，我国管理界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基于水资源依

赖程度进行海岸带空间用途布局的重要性，也初步进行了一

些探索，但缺乏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且远未形成共识，难以

有效指导管理实践。美国沿海各州及领地自 1970 年代起就

在《海岸带管理法》（CZMA: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的要求下陆续作出了适应于各地区发展需要的赖水、水相关

以及水强化用途定义，并开展了诸多用途分类的实践，在定

义海岸带空间用途和开展海岸带用途管制方面具有较为丰富

的经验，对我国进行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和管理具有极大的

借鉴意义。

1  我国海岸带空间用途管理现状和研究探索 

海岸带是陆海相互作用的前沿地带，是人类活动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区域。20 世纪以来，全球城市和经济趋

海发展的势头日趋显著，而各类活动在海岸带地区高度集聚

易引发海岸带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开发无序等

诸多问题。海岸带规划和立法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工具和

手段，在国际上的应用已非常广泛。我国海岸带由北向南跨

越了 40 个纬度，自东向西跨越了 20 个经度，海岸自然地理

特征因地理位置而千差万别，加之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之前，我国海岸带管理存在陆海二元分割和行业部门分割等

突出问题 [2]，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编制统一的海岸带规划、出

台专门的海岸带管理法具有较大难度，因此开展省市级的

海岸带规划和立法工作更加现实和可行。自 1990 年代以来，

我国沿海有关省市陆续进行了诸多海岸带规划和立法实践 

（图 1），探索解决海岸带开发与保护矛盾，疏解海岸带压

力和解决生态问题。其中，山东省的实践探索经验最为丰富，

于 2019 年底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沿海城市海岸带保护立法

全覆盖的省份。在海岸带空间用途管制领域，已有海岸带规

划和法规与规章，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体现出基于对

水资源依赖程度开展用途管制的思想。

（1）强调项目选址论证。1990 年代，《江苏省海岸带管

理条例》《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及其修正版均要求

海岸带范围内的项目申请文件中应当包括项目必须选址在海

岸带区域内的理由，其中《江苏省海岸带管理条例》还提出

海岸带范围内适宜建设海港、海滨浴场、海防和军事设施等

的岸段应当保留，不得移作他用。

（2）原则性提出海岸开发布局管制要求。2007 年发布的

《山东省海岸带规划》提出“除海滨旅游、港口、与海洋相

关的工业等项目外，其他项目不应临海布局”。2008 年《烟

台市海岸带规划》从产业园区布局角度提出要根据产业发展

对海岸带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合理布局滨海产业园区、临

港产业园区和一般园区，严格禁止一般性产业园区占用滨海

岸线和空间区位优越的临港地区。

（3）实行海岸带空间分区管制。2015 年，《青岛市海域

和海岸带保护利用规划》将海岸带划分为禁止开发区、优化

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四种类型，明确各类区域

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而提出管控要求。2017 年后，福

建省和锦州、威海、日照、青岛、烟台、潍坊、滨州、防城

港等城市的海岸带条例陆续发布，均要求将海岸带划分为严

格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优化利用区，分别确定功能定位、

发展方向和管控要求。其中，严格保护区内除国防安全等公

共利益需要外，禁止开展与保护无关的活动；限制开发区内

大多禁止工业生产、矿产资源开发和商品房建设；优化利用

区内要求科学布局占用或确需占用海岸带的建设项目，合理

图 1  我国沿海地方海岸带规划和立法实践情况

法规与规章

1991

1995

1997

1999

海岸带规划

《威海市海岸带分区管制规划》

《江苏省海岸带管理条例》

《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

《江苏省海岸带管理条例（修正）》

《青岛市海岸带规划管理规定（修正）》

2004

2007

2008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日照市海岸带分区管制规划》

《山东省海岸带规划》

《烟台市海岸带规划》

《辽宁省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划》

《青岛市海域和海岸带保护利用

规划》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

（2016—2020 年）》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

规定》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

实施细则》

《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锦州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威海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惠州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划》

《日照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青岛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

《东营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烟台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潍坊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滨州市海岸带生态保护与利用条例》

《防城港市海岸带保护条例》

《惠州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

《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

总体规划》

《山东省潍坊市海岸带规划》

《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

规划（2018-2035）》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13—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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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建设项目规模，提高利用效率。此外，《东营市海岸带

保护条例》要求将海岸带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两

类，并分别提出了管控要求。

（4）划定海岸建设后退线进行用途管制。《山东省海岸

带规划》《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惠州市海岸

带保护与利用规划》以及海南、福建、惠州、日照、青岛、

烟台、潍坊和防城港等省市的海岸带条例或规定均提出要划

定海岸建设后退（退缩）线，严格控制在后退线向海一侧范

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部分省市同时提出了例外情

况：《山东省海岸带规划》提出“对公共安全及服务必需的

建筑物和必须临近海洋的项目不在此限制之列”；《广东省海

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提出“确需建设的，应控制建筑

物高度、密度，保持通山面海视廊通畅”；《福建省海岸带保

护与利用管理条例》提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规划范围内的

港口项目以及防灾减灾项目建设需要属于例外情况；《青岛

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提出军事、港口、码头、公

共基础设施以及赖水项目的必需设施例外；《惠州市海岸带

保护与利用规划》更为详细地进行举例说明，提出生态保护

与修复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军事与安全保密、公园配套设施、

休闲游乐设施、防灾减灾项目，以及必要的旅游交通、市政

配套、港口码头、科普、海洋管理、防洪防潮等公益性设施

属于例外情况。

（5）划定海岸建设管控区进行用途管制。《深圳市海岸带

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2018—2035）》以划定海岸建设管控区

的方式，实施岸带精细化管控。该规划要求海岸带地区以海

岸线为界，向陆一侧划定 35~50 m 的核心管理区、100 m 的协

调区，并鼓励有条件的区域扩大管控距离。在核心管理区对

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管控，除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小型商业设施，修船厂、滨海科研等必须临

海布局的产业项目，以及海岸防护工程和其他涉及公共安全

的项目外，原则上禁止规划和开展各类建设活动。其管控思

想本质上与划定海岸建设后退线进行用途管制是一致的。协

调区则要求加强海洋生态安全保护和陆海功能协调，强化滨

海公共开放性。

可以说，我国沿海管理部门已充分认识到开发活动对水

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海岸带产业布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

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表达或进行管理约束。但现有管理实践主

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就开发活动对水资源依赖程度尚未

形成统一共识，对于“赖水项目”“必需设施”“必须临近海

洋”“必须临海布局”，海岸带“确需建设”的用途和活动没

有统一的术语界定和分类，不利于海岸带管理制度建设和后

续的用途管制；二是无论是空间分区还是划定后退线，在提

出管制要求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笼统和标准化的问题，没有

充分考虑到局部差异性、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和实践应用的复

杂性，远未建立起系统科学的管理体系，难免会造成管制政

策可操作性不佳。

相较管理层面的丰富探索和尝试，我国学术界关于海岸

带用途的水依赖性及其管制研究较为匮乏，目前仅有少数学

者使用“功能性用海”“功能性填海”这类术语表达对这一

问题的关注。2011 年原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产业填海项目

控制指标调查研究时，项目承担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

心首提“功能性用海”和“非功能性用海”概念。刘大海、

郑苗壮均认为非功能性用海对功能性用海空间的挤压是岸

线利用矛盾的直接原因，除港口、码头等对海岸线有必然

依赖的功能性用海产业外，许多非功能性用海产业如房地

产、装备制造、化工等占用了过多的海岸线资源，造成了

不必要的浪费 [3-4]。马随随从填海造地岸线利用效率测算的

角度，根据各类产业用海特点将临海产业用海划分为功能

性填海和非功能性填海：前者指为了实现海域的某种功能

的开发而进行的填海，其目的是依托岸线实现海域的功能，

港口工程用海、船舶产业用海等即属于功能性填海；后者

指以获得土地为目的的填海，主要是为了解决土地资源供

给不足的问题，一般不需要使用海域的功能和海岸线 [5]。徐

伟等将填海分为岸线利用型填海和造地型填海 [6]，其含义与

功能性填海和非功能性填海类似。然而，上述研究仅停留

在发现非功能性用海挤占功能用海现象和初步定义围填海

项目用海功能性上，并未进一步开展产业和项目分类研究，

也未探索形成相关管制措施，难以满足管理需求和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因此，当前亟须拓展国际视野，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和典型政策，科学合理设计我国海岸带空间用途精

细化管控体系。

2  美国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与代表性示例

美国《海岸带管理法》（CZMA）为包括五大湖在内的

沿海各州及领地进行海岸带土地和水域管理提供了一个制

度框架。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在联邦一级通过国家海岸

带管理（NCZM: National Coastal Zone Management）项目为

志愿参与的沿海州及领地提供保护、恢复以及负责任发展

（responsible development）的政策指导和技术援助。除阿

拉斯加州外，共 34 个志愿州及领地通过实施海岸带管理项

目平衡了全国约 99 082 km 海岸线的资源利用、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竞争需求 [7-8]。CZMA 首提“赖岸用途”（coastal-

dependent uses），要求志愿参与的州及领地政府优先考虑“赖

岸用途”的选址，旨在鼓励各地区确保那些需要位于或靠近

水域的开发活动的优先地位。但 CZMA 并没有给出“赖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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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向各州及领地提供相关具体指示 [1]。

在该法案的要求下，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大多数州及领地均

根据其自身发展需求在其海岸管理规划、法律或行政法规中

对“赖岸用途”“赖水用途”等作出了定义 [9]。虽然各州或

领地提出的赖水用途的一般定义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所使

用的赖水性术语不尽相同，且由于各地区会根据其发展需要、

资源状况和优先事项对赖水的定义进行调整，每个州或领地

定义中包含的特定用途也可能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可以按照开发活动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之

分为三个层次：赖水（water-dependent）用途、水相关（water-

related）用途和水强化（water-enhanced）用途（表1）。美国大

多数州及领地使用“赖水”这一术语指代必须在水上或水旁

边发生的活动，少数州及领地采用“赖岸”这一术语，但两

者通常指类似或相同的用途和活动。一些州及领地还设置了

二级用途，其优先级低于赖水用途，通常将之称为“水相关”

或“海岸相关”（coastal-related）用途。例如：码头和商业捕

鱼依赖水资源发挥功能，具有最高优先权；而海产品加工通

常被视为水相关用途，对于紧邻水资源的位置，其使用优先

权较低。一些州还对“水强化”或“水导向”（water-oriented）

用途进行了定义，其中可能包括酒店或餐馆。理论上，任何

不属于“赖水”或“水相关”类别的用途都可以被视为“水

强化”用途，因为滨水位置总能为各类用途或活动带来切实

的好处。

2.1  赖水用途的定义和示例
美国约有 26 个州及领地在其海岸带管理规划中给出了

赖水或赖岸的基本定义（附表）。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属萨

摩亚将赖水定义为“需要使用水体而必须在水面上、水域内

或临近水域进行的项目、用途或活动”[11]。密西西比州对赖

水产业的基本定义为“为实现其存在的基本目的，必须在河

口、海湾、通道、航道、海岸或沼泽地上或其附近进行或选

址的商业、工业或制造活动”[12]。路易斯安那州对赖水用途

的定义为“由于需要使用水体或湿地；或需要消耗、采集海

岸资源或对其进行其他直接利用；或需要使用沿海水域进行

货物的制造与运输，而必须位于或临近沿海水域或湿地的用

途”[13]。新罕布什尔州除了定义赖水用途，也定义了赖水建

筑物，指在州水面、水上、水内建造的船坞、码头、防波堤、

海滩、挡土墙、下水坡道等建筑物或其任何部分 [14]。加利福

尼亚州和夏威夷州则使用了“赖岸”这一术语。加利福尼亚

将赖岸用途定位为“任何需要位于或临近海域才能够完全发

挥作用的开发或用途”[15]。夏威夷州将赖岸开发定义为“如

果不靠近沿海资源，将导致其所提供货物或服务质量有所损

失的开发活动，例如港口、口岸、旅游业和能源设施”[16]。

多数州及领地除了给出基本定义，还在其定义中列出了

代表性的赖水／赖岸用途示例。各地能够基本达成共识的赖

水用途有：船坞，滨水码头和港口设施，船舶建造和维护设

施，水上娱乐用途，航道和助航设备，商业和娱乐捕捞，水

产养殖，依赖于水上运输或需要大量冷却水 / 工艺水而不能

合理在内陆地区选址或运行的工业用途，以及为公众使用沿

海水域提供服务的一般用途，如公共通道。除此之外，新泽

表 1  美国各州及领地赖水及其相关定义使用情况

州／领地 赖水 赖岸 水相关
海岸

相关
水强化 水导向

亚拉巴马（Alabama） ★

阿拉斯加（Alaska） ★ ★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 ★

康涅狄格（Connecticut） ★

特拉华（Delaware） ★

佛罗里达（Florida） ★ ★

佐治亚（Georgia） ★

夏威夷（Hawaii） ★

伊利诺伊（Illinois）

印第安纳（Indiana） ★

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

缅因（Maine） ★ ★

马里兰（Maryland） ★

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 ★ ★

密歇根（Michigan）

明尼苏达（Minnesota） ★ ★

密西西比（Mississippi） ★

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 ★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 ★ ★

新泽西（New Jersey） ★ ★

纽约（New York） ★ ★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俄亥俄（Ohio） ★

俄勒冈（Oregon） ★ ★

波多黎各（Puerto Rico） ★

罗德岛（Rhode Island） ★

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 ★ ★

得克萨斯（Texas） ★

弗吉尼亚（Virginia） ★

华盛顿（Washington） ★ ★

威斯康星（Wisconsin）

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 ★ ★

关岛（Guam） ★ ★ ★

北马里亚纳群岛（NMI） ★

美属维尔京群岛（USVI） ★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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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州和华盛顿州分别提到了船舶存储和船舶销售，但给出了

限定条件：新泽西州认为属于赖水用途的船舶应当是难以通

过陆域运输的船舶（船的长度一般大于 24 英尺）[17] ；华盛

顿州也将船舶销售限定在用水依赖型的船舶销售 [18]。俄勒冈

和波多黎各在赖水用途举例中还提及了部分科学研究和教育

活动 [19-20]。仅有弗吉尼亚州将发电厂、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厂等列入赖水用途 [21]。康涅狄格州、路易斯安那州、新罕布

什尔州、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等州将海产品加

工列入赖水用途 [10]。

2.2  水相关用途的定义和示例
多数州及领地使用“水相关”这一术语，少数使用“海

岸相关”或“附属用途”（accessory use）等术语来定义与水

资源相关但优先级较低的用途。美属萨摩亚和缅因州将水相

关用途定义为“不直接依赖于用水，但提供与赖水用途直接

相关的商品或服务的项目、用途或活动”[11-22]。佛罗里达州

和俄勒冈州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如下内容：“如果该

活动不位于靠近水的地方，将导致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

公共质量有所损失”[23-24]。南卡罗来纳州、华盛顿州和新罕

布什尔州的定义都集中在可从靠近海岸线位置获得经济利益

的用途上：南卡罗来纳州的水相关用途指的是“由于靠近

海岸线而显著提高了其经济效益”[25] ；但在华盛顿州的定义

中，水相关用途指的是“如果没有靠近海岸线的位置，这种

使用就无法获得经济效益”[18] ；新罕布什尔州对水相关设施

（water-related facilities）的定义只要求“由于其操作或功能

的性质，使其因靠近沿海水域而受益”[14]。加利福尼亚州使

用“海岸相关”术语，将海岸相关用途定义为“依赖于赖岸

用途的任何用途”[15]。马萨诸塞州则使用术语“附属用途”（等

同于其他州所使用的水相关用途），指“与赖水用途有关且

是实现赖水用途的必需用途，对有关赖水用途的建造或运行

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或主要向赖水用途提供有关商品和服

务”[26]。无论各州使用的术语为何，除南卡罗来纳州、华盛

顿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定义外，其他所有定义都侧重于从属

于赖水用途的用途。

马萨诸塞州列举部分附属用途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通

道和内部道路、停车设施、行政办公室和其他主要为赖水

用途提供服务的办公室、游艇俱乐部，主要服务于赖水用

途顾客的餐厅和零售设施、饵料店、游艇租赁销售和其他

以海洋为导向的零售设施。不属于赖水用途的附属用途包

括但不限于一般住宅设施、酒店、一般办公设施和主要零

售设施 [26]。

2.3  水强化用途的定义和示例
仅有纽约州使用了“水强化”这一术语。该州将水强化

用途定义为本质上不需要靠近或位于沿海水域，但若其靠近

海岸，将增加公众对水边（water’s edge）的使用和享受度。

水强化用途主要是消遣、文化、零售或娱乐用途 [27]。

其他几个州及领地使用术语“水导向”指代类似的水强

化用途。关岛、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和明尼苏达州对“水导

向”的定义略有不同。关岛的“水导向”用途指“面向海岸

线或水域，但不要求位于海滨或海岸线上，如酒店、餐馆、

公寓”[28]。新泽西州的“水导向”用途指“为公众服务的开

发活动，并通过接近水域而获得经济利益（工业用途不一定

要为公众服务）。例如：酒店或餐馆服务于公众，如若其充

分利用滨水位置则可能是水导向的用途；装备制造厂如果通

过水上运输接收原材料和装运成品，比陆路运输更具经济优

势，则是水导向的用途；尽管沿海地区的住房具有经济溢价，

但由于其仅对部分买得起或租得起的少数人有利，因而住宅

并不是水导向的用途”[17]。俄勒冈州将水导向用途定义为“通

过观赏或使用沿海水域来增强公众吸引力的用途”[19]。明尼

苏达州将水导向用途定义为“将土地用于商业目的，且使用

临近地表水特征是其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

度假村和带有临时停靠设施的餐厅”。

值得注意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华盛顿州、新罕布什尔

州均有“水相关”的定义，但其定义均强调可从靠近海岸线

位置获得经济利益，故其性质更符合“水强化”内涵。

3  美国海岸带空间用途管理的核心指导要素

虽然美国各州或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海岸带空间用途术语

或其定义存在差异，但州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综合其他管理

元素，确保其定义充分保护海岸滨水区。美国相关研究提供

了有关术语设定和管理元素的指导 [29-30]，主要聚焦于目标声

明、当地条件、代表性用途清单和分区政策。

（1）设定支持定义的目标声明

通过地方政府制定综合规划和管理条例是鼓励和保障

赖水用途发展的最适当手段 [31]，任何维护滨水区的有关规

划和文件均应包含“目标声明”。目标声明首先可以明确将

开发活动限制在赖水用途上的根本原因和目标，可能涉及经

济和就业、社区文化、自然环境、滨水通道等诸多领域。例

如：维护滨海社区（coastal community）①海洋遗产的特性

和完整性；通过鼓励传统的滨水用途来强化地区经济基础；

确保有限的滨水区域能够为赖水用途保留，而不是被其他用

途过度占用；等等。其次，州和地方决策者可以在进行许可

① 比县更小的地理区域，类似中国的街道管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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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决策时查看这些声明以获得指导。第三，目标声明在

司法审查阶段必不可少，因为司法部门会据此考虑相关法律

背后的出发点，以确定法律是否正在按预期的方式和方向 

执行 [10]。虽然美国各州及领地海岸管理规划一般不包括专门

针对赖水用途的目标声明，但多数州及领地的法律法规都包

含其颁布或制定相关规划的总体目标声明。例如俄勒冈州的

管理条例包含以下政策声明：“为赖水用途保留海岸带空间

兼具经济原因和环境原因。经济方面，滨水开发用地资源极

为有限，需要保护其免受房地产等非赖水用途的影响和破坏，

而且适合赖水用途的地点一旦被占用和破坏就难以恢复或恢

复成本较高；环境方面，为赖水用途提供适合的区域意味着

更少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部分赖水用途较为适应诸如湿地、

沼泽和潮下带等环境敏感区域，要避免此类区域被非赖水用

途破坏。从州管理角度，亦不希望海洋经济中的稀缺和不可

再生空间资源不可挽回地受到享有更大范围区位选择优势的

非赖水用途的严重损害 [32]。”缅因州立法机关则通过了一项

政策，即“支持海岸线管理，优先考虑赖水用途而非其他用

途，促进公众使用海岸线，并考虑开发活动对海岸资源的累

积影响”[33]。

（2）充分考虑当地条件

滨海社区可使用多种工具与技术来维护和保护赖水用

途，但在制定赖水用途定义、添加示例并形成赖水用途管控

方案之前，地方政府和社区应充分考虑当地条件。关键性条

件包括：

• 地方希望保留的用途或混合用途，即何种用途组合最

符合当地发展愿景；

• 明确需要进行管制的地理区域；

• 建立科学合理海岸资源清单，即明确海岸资源数量、

位置和物理特性，例如近岸水深、滨水地块的大小和形状、

道路和铁路连接、关键栖息地和限制地形条件等；

• 选择滨水开发的时机，即平衡好当前使用和未来使用，

为未来的滨水区使用保留足够的选择机会；

• 预测对现有海岸带用途的影响，即地方政府应审查目

前的滨水用途，并仔细确定新政策将如何影响这些用途；

• 需要保障的公共利益，可能涉及经济和就业、社区文

化、物质环境和公众亲海等许多方面；

• 公共信托原则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

上述条件不同，地方政府制定的用途管控方向就存在

差异。南卡罗来纳州和新泽西州为保护其原始区域和湿地，

不允许进行赖水用途之外的海岸线开发。然而，夏威夷、

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关岛和美属萨摩亚等地区由于依

赖旅游业而允许沿其海岸线进行更广泛的商业和工业发展。

北卡罗来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有严格的指导方针来确定赖

水用途的许可位置。新罕布什尔州和新泽西州由于可供开

发的海岸线很少，因此将“可用”地区的开发限制在赖水

或水相关用途 [9-10]。

（3）清晰制定代表性用途示例或清单

美国相关研究通常建议州和地方政府至少定义两个层

次的海岸用途：赖水用途和水相关用途。第三层次定义为

“水强化”用途，如酒店、汽车旅馆或度假村等，可用于澄

清哪些用途不应被视为赖水或水相关用途，以进一步加强分

类管理并避免解释性挑战。但是，即使赖水用途相关定义制

定得再好，某些拟议用途仍不可避免存在模糊性。实际管

理应用中，确定有关拟议用途性质的最佳方法是在相关定

义中列出代表性用途示例或清单，并尽可能解决最可能的

争论点，清楚地说明在滨水地区允许和不允许进行的活动，

从而帮助解决日后决定拟议土地用途是赖水、水相关还是

水强化方面的困惑。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考虑将船

舶维修服务归类为赖水用途，而另一些则将其归类为水相

关用途。健全的政策可以根据现场服务船只的大小对这些

用途进行区分：如果其仅为容易通过陆路运输的船只提供

服务，则不属于赖水用途；如果其提供大型船只维修服务

则可被认定为赖水用途。再如：酒店和度假村完全不属于

赖水用途和水相关用途中的任何定义 [34]。然而在一些地区，

特别是在佛罗里达州，水上旅游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带动作

用，可能希望允许有限的酒店和度假村使用量。即便如此，

也不建议将酒店或度假村纳入赖水用途范畴，更好的选择是

专门指定该类用途可使用的地理空间，或者将度假村和酒

店作为赖水用途之外的用途另行补充，以保留赖水用途概

念的完整性，同时帮助滨海社区更大程度地控制哪里和多

少滨水区可以用于非赖水用途。注重保护传统滨水区和公

共通道的社区都比较关注住宅或私人公寓的用途归类，即

使其促进了部分居民休闲和亲海，却是以同时剥夺公众普

遍亲海权作为代价。事实上，美国绝大多数用途定义明确

地将任何住宅用途排除在赖水、水相关和水强化用途定义

之外，禁止其在滨海空间布局，因为住宅开发只惠及有能

力购买住宅的私人业主 [35]。但《缅因州波特兰市滨水区开

发法》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例外，该法禁止在划作赖水用途

的地区居住，但允许海洋企业的主要所有者在其他严格条

件下居住在滨海建筑物的上层。

（4）科学设计分区政策

分区是指导、控制和保障滨水区赖水用途使用最广泛、

最有效的管理工具。美国一些社区颁布分区法，建立赖水用

途覆盖区，禁止其他用途进入，从而为赖水用途保留滨海空

间。但传统用途分离的分区思想正逐步让位于许多地方土地

使用规划中的滨水混合用途，即在沿海和滨水社区内，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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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赖水用途与水相关或水强化用途结合在一起，进而带来

更强的发展活力和更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将滨水区域独特

的视觉特征、历史特征、自然特征融入居民和游客的日常生

活，加强人们与水的联系 [36]。滨水规划和区划对于帮助滨水

社区实现保护与发展愿景，管理和维持适当的赖水用途和非

赖水用途组合尤其重要。

首先，应在赖水用途覆盖区内适当允许一定量的水相关

用途进入，因为一些赖水用途（如船用下水坡道）如果没有

与之相称的水相关用途（如船用拖车的停车场），可能无法

实现其功能。当赖水用途与水相关用途在同一区域内被允许

时，分区政策应限制每个地块上可能专用于这些水相关用途

的空间量。例如：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李县（Lee County）

允许在海岸带的赖水用途区域开发“辅助商业用途”，但前

提是该用途“明显从属于地块的主要用途”且辅助用途总面

积不超过地块面积的 15%[37]。由于区域差异，这一比例在其

他社区可能会有所调整。地方政府也可以选择在分区范围内

通过考查有限水相关用途在空间兼容性、亲海权提供以及区

域承载力等方面的附带条件来进行用途许可，而不必使用百

分比方式。附条件使用的状态将使地方政府对拟议用途进行

更深入的审查。

其次，如果地方政府或滨海社区确定希望在滨海地区有

限开展水强化活动，较为有效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对赖

水用途覆盖区进行地理空间上的细化分区，可划定特定区

域开展有限非赖水性活动。例如缅因州波特兰市基于海岸

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将城市海岸划分为特

殊用途区、港口开发区和中心区。中心区滨水规划除设立

赖水用途区，还适当设立混合用途覆盖区，允许在该区域

内合理设置兼容的非赖水用途 [38]。其二是允许水强化用途

在赖水限制区作为附条件用途，地方政府可对这些用途开

展进一步的审查，强制实施有助于抵消公共空间和滨水地

区潜在伴随损失的措施。例如临建区进行赖水用途限制的

目的是为了促进公众亲水，那么允许非赖水用途进入限定

区域的附带条件可能包括将公共通道和景观作为项目设计

的一部分。例如波士顿已使用该策略增加了水路沿线的开

放空间和公共通道。

4  思考和建议

借鉴任何理论和改革实践经验都会涉及本土适用性这一

问题，美国在城市化进程、土地所有制、行政基础、市场化

水平、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

将对生根于美国的赖水用途管控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中美两国乃至绝大多数沿海国家

和地区在滨水区域发展与保护中面临的问题是有共性或相似

的，均需做好自然环境保护和开发建设选址设计以提升应对

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长远考虑开发活动的综合

影响，采取有效政策平衡好沿岸多用途间的竞争关系，保障

公众亲海空间和权利，协调实现海岸带综合管理等 [36]；而且，

美国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和管理策略提倡的诸多方法，与我

国当前部分沿海省市对于海岸建设后退线、海岸建设管控区

的探索思路和方向具有较强的契合性；此外，美国土地所有

制是以私人所有为主，呈现出开发市场化和规划管控分权化

特征，即规划区划本质上是用公权力来限制私人权利的不当

行使，因而其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相对复杂，但我国的土地

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且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全民所有的土地

所有权，拥有对全部国土的规划行政管理权，政府可自上而

下地实施全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国土空间治理领域具有

明显的制度优越性 [39]。因此，基于海岸问题共性、管理思路

契合性和制度优越性，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来讲，美国海岸

带空间用途定义和管理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我

国陆海统筹建立海岸带用途管控制度以及科学编制海岸带专

项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思考的蓝本。基于美国经验借鉴，

结合当前山东省和青岛市海岸带专项规划编制试点工作，本

文对我国沿海省市如何建立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政策体系作

出的主要思考和建议如下。

4.1  明确划分海岸带空间的管控职权
根据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的分级管理要求，明确职权

划分，区分各级海岸带规划管控内容和措施，如此才能保

障各级政府在享有和行使某种权力的同时承担起应有的责

任，才能确保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释放局部活力 [40]。

省级海岸带规划应与省级政府事权相匹配，以保护管控和

引导发展并重，注重综合性和协调性，构建省级海岸带开

发与保护格局，确定省级空间保护与发展目标，划定涉及

省级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刚性控制线（区），重点开展

跨行政区协调。市县海岸带规划则应注重实效性和操作性，

体现地方特色，以引导发展为主，重点落实用途管制。在

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方面，依据《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

办法》，国家对海岸线实施分类保护与利用，可根据海岸线

自然资源条件和开发程度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和优化

利用三类，且明确由省级人民政府发布本行政区域内“严

格保护岸段名录”，明确保护边界，设立保护标识。因此，

海岸带严格保护岸段应由省海岸带规划选划并严格确定管

控要求，限制开发岸段和优化利用岸段则建议由市县级海

岸带规划按照有关技术要求进行划定和提出管控要求，并

进一步开展基于水资源依赖程度的海岸带空间用途精细化

管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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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省级规划确定海岸带空间用途定义和通用化代表性

清单
保障赖水用途在位于或临近滨水位置上具有优先发展权

是省市海岸带规划需考虑的重要事项之一。虽然建议由市县

级海岸带规划具体建立并实施基于水资源依赖程度的海岸带

空间用途管控政策，但为了防止沿海市县政府基于发展自利

性偏离既定目标，也防止各地定义不一致造成海岸带空间用

途监测困难 [1]，建议由省级海岸带规划统一确定海岸带空间

用途定义，制定海岸带空间用途通用化的代表性清单。此举

有助于沿海地方政府在约束性框架内因地制宜作出调整，强

化省市协作性，共同提升海岸监测、保护和保障赖水用途的

能力。

本研究借鉴美国海岸带管理在确定赖水用途领域的丰富

经验，结合我国海岸带开发与管理实践，根据开发活动对水

资源的依赖程度，将海岸带空间用途划分为赖水、水相关和

水强化三个层次并给出对应定义：

（1）赖水用途指为实现其主要目的不能位于内陆而必须

在水内、水面、水上或临近水域进行的活动；

（2）水相关用途指不依赖于直接使用水体以实现其主要

目的，而是主要向赖水用途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活动，是

实现赖水用途的必需用途；

（3）水强化用途指本质上不需要靠近或位于沿海水域，

但可从滨水位置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业活动。政府最好避免将

此类经济因素作为赖水用途和水相关用途定义的一部分，因

为将经济因素纳入考量会为诸多功能上不依赖水资源而经济

上需要水资源的活动进入管控空间提供诸多创造性借口和

理由。

进一步综合考虑我国《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

T20794-2006）[41]、《海域使用分类体系》（HY/T 123-2009）[42] 等

相关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结合美国海岸带空间用途示例，笔

者提出适用于我国的海岸带空间用途通用化的代表性清单

（表 2）。与美国相似，住宅和居住公寓被排除在赖水、水相

关和水强化用途之外。

4.3  市县因地制宜制定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政策
借鉴美国关于目标声明、当地条件、代表性用途清单和

分区政策等方面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市县

海岸带规划通过以下步骤开展基于水资源依赖程度的海岸带

空间用途管控政策设计（图 2）。
（1）合理划定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线 

通过前文我国海岸带空间用途管理现状的分析可以发

现，近些年诸多沿海省市海岸带规划、条例或规定出于防灾

减灾、生态保护和公众亲海等多方面考虑，均提出要划定海

表 2  海岸带空间用途通用化的代表性清单

用途分类 用途示例

赖水用途

包括但不限于：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海洋渔业服务（鱼苗和鱼种服务、水产良种服务、水产增值服务）；滨海游览与娱乐、滨海旅游文化服务；

海洋旅客运输、海洋货物运输、海洋港口、海底管道运输、海洋运输辅助活动（船只调度、航道疏浚、运输监查、救助打捞、灯塔航标等）；海

洋船舶制造、海洋固定及浮动装置制造；海洋能发电（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盐差能等）、海洋风能发电；海滨砂矿采选、海边土

砂石开采、海底地热煤矿开采、深海采矿、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服务；海上工程建筑、海底工程建筑（海底隧道、海堤电缆管道、海底仓库

建筑）、近岸工程建筑；海水制盐、海水直接利用、海水淡化；海洋环境监测服务、海洋环境预报服务、海洋矿产地质勘查、海洋基础地质勘查、

海洋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海洋专业技术服务、海洋工程技术服务、海洋自然环境保护、海洋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修复等公益事业活动；部分因其

性质需要进入沿海水域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活动；海洋农业、海洋林业（防护林、红树林等林木种植和养护）；需要大量水来制冷或加工产品的“耗

水产业”；难以陆上运输，严重依赖水上运输原材料或产品的工业用途等

水相关用途
包括但不限于：海洋水产品加工、海盐加工、滨海旅游经营服务（滨海旅行社、游艇俱乐部等）、海洋渔港经营服务、滨海公共运输服务、海洋

渔业批发与零售、滨海旅游产品批发与零售；赖水用途的临时 / 短期停车设施、进出赖水用途的道路等

水强化用途
包括但不限于：滨海旅游住宿（饭店、宾馆、酒店、疗养所、度假村、旅馆、旅社、客栈）；滨海餐饮服务（宾馆、饭店、酒楼、餐厅及其他餐饮场所）；

商业公寓、一般办公设施、一般零售设施、一般停车设施、一般产业和园区等

图 2  市县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政策设计流程

划定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线

岸段划分

综合考虑

明确发展愿景

多部门综合协调机制 公众参与机制

建立用途管控政策

目标声明 空间用途管控清单 建设与操作标准

自然属性 功能属性 管理属性

自然（基岩、砂质、泥质、生物）

人工（填海造地、围海、构筑物）

其他（生态恢复、河口）

渔业、工业、交通运输、旅游娱乐、

造地工程、特殊、其他、未利用
限制开发、优化利用

管控核心区 管控协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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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建设后退线，严格控制在后退线向海一侧范围内新建、扩

建、改建建筑物。本文暂不论述海岸建设后退线如何划定更

为科学，但其底线保护的思想和严格管控的要求决定了其距

海岸线的距离有限，且难以充分保障城市海岸带空间用途合

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因此，建议综合考虑发展需要与海岸用

途竞争矛盾，合理划定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线。海岸带空间

用途管控线的划定可考虑采用“典型地理标志＋功能拓展范

围”的方法来划定：典型地理标志主要指滨海道路、防护林、

潟湖等；功能拓展范围主要是前瞻性考虑现有或规划海岸活

动未来发展的空间需求，做好空间预留和管控，避免造成城

市发展遗憾。例如青岛国际邮轮母港由于周边配套空间预留

不足，相邻空间多被房地产等其他产业占据，随着邮轮业务

的不断发展，滨海商业商务功能拓展严重受限。

理论上，海岸建设后退线向海一侧的陆域宽度要窄于

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线向海一侧的陆域宽度，当然不排除

在某些岸段如未建成区，这两条线也可能重合。需要明确

的是，海岸建设后退线向海一侧的陆域空间无疑是海岸带

空间用途管控的核心区，需要进行严格管控；两线之间的

区域可作为用途协调区，要做好陆海功能协调、海岸用途

间协调，强化滨海公共开放性，强化建筑高度及视线通廊

的控制。

（2）基于多重属性进行岸段划分

海岸资源环境禀赋条件、开发利用现状和潜力差异决定

了其保护与利用的目标差异。岸段划分的目的是实现用途管

控措施的空间差异化，确保滨海开发活动顺应自然规律和社

会经济规律。2019 年自然资源部出台《关于开展全国海岸

线修测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全国海岸线修测技术规程》

组织实施新一轮海岸线修测工作，旨在全面准确掌握我国海

岸线的位置、长度、类型和开发现状等基本情况。这为岸段

划分和实现海岸带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决策支撑。建议依

据最新岸线修测结果，基于岸线自然属性、功能属性和管理

属性进行具体管控岸段划分，确定各岸段四至边界，并对各

岸段进行命名和编码标号。

（3）明确岸段发展愿景

成功的愿景是滨海地区保持持久、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

素，是贯穿区域每个角落以及发展各个环节的组织精神。建

立发展愿景有助于政府以此为基础制定战略规划，并且为确

立目标提供参照标准。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是明确岸段发展

愿景的有效方法，也是保障战略规划落地实施的重要环节。

建议在政府层面构建海岸带规划多部门综合协调机制，促使

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参与从城市海岸带开发格局确立、岸段愿

景展望到规划决策的全链条环节，在获得部门支持的同时检

验政策和规划构想；在公众层面探索构建科学的公众参与机

制，政府可适时以法规的形式明确公众参与的方式、内容和

程序等，使相关企业、居民参与岸段愿景展望活动，以明确

区域发展的价值观、定位和未来愿景，并将愿景分解到不同

的规划阶段。

（4）分岸段建立差异性用途管控政策

不建议地方政府在尚未考虑清楚赖水用途限制的政策目

标情况下，盲目建立各岸段用途管控政策。地方政府需要基

于岸段发展愿景，清晰理解各岸段实施用途限制背后的政策

原因，并明确阐释用途管控的目标声明，从而帮助证明将开

发活动限制在赖水或其他相关用途上的决定是正当的，并为

将来在法规和决策受到质疑时提供有关支持。

目标声明确定后，地方政府可在省级规划提出的海岸带

空间用途通用化代表性清单基础上，因地制宜创建各岸段空

间用途管控清单来指导地方发展政策，促进愿景实现。该清

单应基于岸段发展愿景和用途管控政策目标声明，既明确岸

段相关用途的滨水优先级，又明确各种用途进入管控核心区

或协调区的许可级别，包括许可用途和附条件用途两个层次

（表 3）。其中，管控核心区和协调区的许可用途建议仅限

于符合岸段愿景和目标的部分赖水用途，还有一些赖水用途

需要考虑符合相关条件才能进入管控区域，例如涉海教育机

构可能需要其提供一定的亲海通道和空间；有限的水相关用

途可通过附条件用途许可方式进入管控核心区和协调区；如

果岸段愿景和目标允许，适量水强化用途可通过附条件用途

进入管控协调区，但应禁止水强化用途进入管控核心区。附

条件用途所设定的附带条件主要考查拟议用途是否与其附近

存在的或潜在的赖水用途兼容；能否提供足够的亲海通行权；

停车或交通计划是否干扰该区域内赖水设施的正常运行，是

否超过区域交通承载能力等。

为更好地实现用途管控区域各用途间协调发展，建议进

表 3  基于水资源依赖程度的岸段空间用途管控清单式样

用途分类
管控核心区 管控协调区

许可用途 附条件用途 许可用途 附条件用途

赖水用途 ◎ ◎ ◎ ◎

水相关用途 / ◎ / ◎

水强化用途 / / / ◎

注：“◎”表示该行滨水优先级用途可通过该列许可级别合理设置；“/”表示该行滨水优先级用途不允许通过该列许可级别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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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制定岸段建设标准和操作标准。建设标准可从非渗透表

面比例、建筑物高度限制、建筑风格等角度作出规定；操作

标准则涉及室外材料存储方式、噪声、气味、排污、停车、

照明等诸多方面，例如港口岸段的直接光源不得干扰港口内

往来船只，也不得对临近居民产生不合理的不利影响。

4.4  其他思考和建议
基于水资源依赖程度划分的用途优先级并不代表部分赖

水用途选址必须占用岸线资源，如相关科研教育活动可以使

用公共码头进入水体，而无需自身处于滨海位置。因此赖水

用途的选址申请也需经过更为具体的审查与考量。此外，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某些赖水用途对水资源的依赖性也可能

逐步下降，如陆基养殖模式。因此，政府也需定期审查其设

置的赖水定义和代表性用途清单，以确保能够为用途许可等

管理过程提供明确的指导。

在海岸带空间用途管控区域内，对不符合用途准入要求

的现有合法建筑，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和现状、维护公共利益

和法律权威的原则进行分类对待与处理。对海岸带生态环境、

风貌景观影响不显著的，应当合法保留；对于负面影响显著

的建筑物，应当进行妥善的建筑整改并基于建筑生命周期考

虑逐步将其清退；对于负面影响非常显著确需进行拆除或

改建的建筑物，应该给予较为充裕的时限，并做好拆迁补偿

工作。

最后，不可否认当前我国部分沿海地区还存在港口岸线、

养殖岸线等赖水用途占用海岸线偏多的情况，且不同程度存

在岸线荒废、占而不用、深水浅用的问题，海岸线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相对较低，与有限的资源数量形成鲜明反差。此类

情景绝不是滨海地区设置赖水用途限制政策所希望看到的，

地方政府应正确理解根据开发活动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来确

定用途优先级的初衷，围绕如何实现岸段发展愿景和目标，

科学利用用途限制政策，实现相关用途的空间平衡，确保海

岸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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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美国沿海州及领地海岸管理规划关于赖水用途的相关定义

规划（批准年份） 赖水或赖岸用途的定义

《亚拉巴马海岸管理规划》（1979） 赖水用途指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必须位于沿海水域其上或其中，或紧邻沿海水域，以便在物理和经济上切实可行的用途

《阿拉斯加海岸管理规划》（2011

年 7 月撤销）
赖水（用途）指需要使用水体且只能在水面上、水域内或临近水域进行的用途或活动

《美属萨摩亚海岸规划》（1980） 赖水（用途）指需要使用水体且必须在水面上、水域内或临近水域进行的项目、用途或活动

《加利福尼亚海岸管理规划》（1977） 赖岸用途指任何需要位于或临近海域才能够完全发挥作用的开发或用途

《康涅狄格海岸管理规划》（1980）

赖水用途指需要直接靠近或位于海洋或潮汐水域而不能位于内陆的用途和设施，包括但不限于：船坞，商业和娱乐捕鱼及船

舶设施，鱼类和贝类加工厂，滨水码头和港口设施，造船厂和造船设施，水上娱乐用途，导航辅助设备，海盆和航道，依赖

于水上运输或需要大量冷却水或工艺水而不能合理地在内陆地区选址或操作的工业用途，以及使用海洋或潮汐水域一般公共

通道的用途

《特拉华海岸管理规划》（1979） 赖水活动指只能在水面、水内、水上或附近进行的活动，并且水或水下土地的使用是该活动或用途主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佛罗里达海岸管理规划》（1981）
赖水活动指只能在水上、水域内或其附近进行的用途或活动，需要用水进行水上运输、娱乐、能源生产或需要水源，且对水

或其下土地的利用是该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岛海岸管理规划》（1979） 赖水用途指一项活动的滨水位置对于其物理功能是必要的，例如处理货物和水上运输服务（即港口设施）

《夏威夷海岸带管理规划》（1978） 赖岸开发指如果不靠近沿海资源，将导致其所提供货物或服务质量有所损失的开发活动，例如港口、口岸、旅游业和能源设施

《路易斯安那海岸资源规划》（1980）

海岸赖水用途指由于需要使用水体或湿地；或需要消耗、采集海岸资源或对其进行其他直接利用；或需要使用沿海水域进行

货物的制造与运输，而必须位于或临近沿海水域或湿地的用途。例如：地表和地下矿物开采、渔业、港口、必要的商业和工

业配套设施、船舶建造、维修和维护设施、航运项目和渔业加工厂等

《缅因海岸规划》（1978）

功能性赖水用途指为其主要目的，需要位于淹没土地上，或需要直接使用水体，或位于沿海或内陆水域，且不能远离这些水

域的用途。这些用途包括商业和娱乐捕鱼及划船设施，不包括游船贮存建筑物、鱼类及贝类加工、鱼类储存及零售及批发市

场设施，包括滨水码头和港口设施、造船厂和造船设施、码头、助航设备、流域和航道、护墙，依赖水上运输或需要大量冷

却水或加工水，且无法在内陆地区合理选址或运行的工业用途，以及主要提供公众使用沿海或内陆水域的用途

《马里兰切萨皮克海岸规划》（1978） 赖水设施指与工业、海事、娱乐、教育或渔业活动有关的建筑物或工程，这些活动需要位于海岸线或其附近

《马萨诸塞海岸管理规划》（1978）

赖水用途指需要直接利用或位于海洋或潮汐水域，因此不能位于内陆的用途和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码头，娱乐用途，航行

和商业捕鱼及划船设施，水基娱乐用途，助航设备，海盆和航道，依赖于水上运输或需要大量冷却水或工艺水因而不能位于

内陆地区的工业用途

《密西西比海岸规划》（1983）
赖水产业指为实现其存在的基本目的必须在河口、海湾、通道、航道、海岸或沼泽地上或其附近进行或选址的商业、工业或

制造活动



42  2021 Vol.36, No.4

城乡研究 

规划（批准年份） 赖水或赖岸用途的定义

《新罕布什尔海岸规划》（1982）

（1）赖水用途是一种需要获取或位于沿海水域的活动或设施，包括：码头、商业捕鱼设施、休闲划船设施、鱼类加工厂、滨

水港口和码头设施、造船厂、水上娱乐、助航设备、水池和航道；或者依赖水上运输或需要大量的冷却水或工艺水的用途；

以及提供公众使用沿海水域的一般用途。（2）赖水建筑物指在州水面、水上、水内建造的船坞、码头、防波堤、海滩、挡土墙、

下水坡道等建筑物或其任何部分

《新泽西海岸管理规划》（1980）

赖水（用途）意味着不直接使用水体就无法发挥物理功能的开发活动。赖水用途如：船坞、码头、新船和旧船的调试和退役、

修船和短期停放船只、难以通过陆域运输的船只的储存（一般大于 24 英尺）、鱼类加工厂和其他商业捕鱼业务等行业、要求

船舶装卸的港口活动、水上娱乐。赖水用途不包括：住房、酒店、汽车旅馆、餐馆、仓库、制造设施（接收和快速加工原材

料的船舶除外）、可通过汽车拖车运输的船舶的干船库、长期停车场、不参与水上活动的人员的停车场、船只销售、汽车垃

圾场以及非水上娱乐，如滚轴溜冰场和壁球场

《纽约海岸管理规划》（1982）
赖水用途指只能在水体上、水体内、水体上方或附近进行的活动，因为这种活动需要直接获取水体，并且用水是这种活动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卡罗来纳海岸管理规划》（1978）

未给出正式定义，但该州关于环境问题地区的指导方针指出：餐馆、住宅、公寓、汽车旅馆、旅馆、拖车停车场、私人道路、

工厂和停车场都是非赖水的。赖水用途包括：公用设施渡口、风力发电设施、码头、船坞、船坡道、挖泥工程、桥梁及桥梁

引道、护岸、舱壁、暗渠、丁字梁、助航设备、系泊桩、航道、通道及排水渠

《马里亚纳群岛北部联邦海岸资源

管理规划》（1980）

赖水用途指理论上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点，而只能存在于水域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水上贸易、与耗水有关的船只销售、

船舶建造修理和保养、停泊及下水设施、水产养殖以及公众捕鱼码头、码头及海岸公园

《俄勒冈海岸管理规划》（1977）

赖水指由于需要使用水体进行水运、娱乐、能源生产或作为水源，只能在水上、水内或水域附近进行的用途或活动。典型用

途包括：（1）工业，例如造船和修理的制造业，水运、码头和相应支撑，需要大量用水的能源生产，用于冷却、处理或其他

综合功能而需要大量水的设施活动；（2）商业，例如商业性捕鱼码头和相应支撑服务，鱼类加工销售，船舶销售、租赁和供

应；（3）休闲娱乐，例如休闲船坞、船舶下水滑道及基础设施；（4）水产养殖；（5）某些科学和教育活动，其性质需要进入

沿海水域—河口进行研究活动和设备系泊等。非赖水用途例如餐馆、旅馆、汽车旅馆、住宅、与赖水无关的停车场和木板路

《波多黎各海岸管理规划》（1978）

赖水用途指需要直接临近或位于海上公共海域，而不能位于其他地方的活动和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码头和渔村；存放区以

及使用和装卸船只所需的任何其他商业或娱乐场所；水族馆；海洋研究实验室和其他教育或培训机构；主要致力于海洋资源

的活动；水产养殖；海上客运设施，如渡船、游轮、远足船、划船和水上穿梭机或水上出租车

《罗德岛海岸资源管理规划》（1978）
赖水活动或用途指由于需要接近水域或获取水源而只能在潮汐水域或沿海池塘表面、之内、上方或附近进行的活动或用途；

还包括可以为公众提供通向海岸的道路建设这类活动

《南卡罗来纳海岸带管理规划》

（1979）

赖水是指能够证明依赖、使用或进入沿海水域对其主要活动的运作至关重要的设施

《得克萨斯海岸管理规划》（1996）

赖水用途或设施指必须位于沿海水域或淹没土地上，或必须直接进入沿海水域，以满足其基本目的和功能的活动或设施。赖

水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公众海滩使用及出入设施、船坞、码头、防波堤、泊位、船舶装卸设施、公用设施地役权、下水坡道、

航道及盆地、桥梁及桥梁入口、护岸、滨线防护设施、暗渠、丁字梁、海水屏障、助航设备、系泊桩、简易通道、鱼类加工厂、

船只建造及维修设施、海底管道及低于平均水位的人工湿地。赖水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海洋休闲（钓鱼、游泳、划船，观赏

野生动物），依赖海上运输或需要大量水且无法在内陆取得的工业用途、养殖，在沿海水域或淹没土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和生产，某些气象和海洋活动

《弗吉尼亚海岸带管理规划》（1986）
赖水设施指因其运行的内在性质而不能存在于资源保护区以外，必须位于岸线上的土地开发，包括但不限于：港口，发电厂、

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及雨水管道进出构筑物，船坞和船舶停泊设施，海滩及其他公共水上娱乐区，渔业或其他海洋资源设施

《华盛顿海岸带管理规划》（1976）
赖水用途指理论上除了存在于水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点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水上贸易，码头及转运设施，轮渡码头，

用水依赖型的船舶销售，船舶建造、修理和维护，停泊及下水设施，水产养殖，原木种植，以及公共钓鱼码头和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0-28] 整理绘制

（本文编辑：王枫）

附表（续）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