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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 20%，占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20%多，已连
续 24 年居全国首位，海洋经济发
展态势良好，是广东省经济的增长
点和经济支柱之一。新时代广东
省海洋经济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仍存在诸多问题，系统梳理
该省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对
于推动广东省海洋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其
他沿海省市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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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经济如何借势再跃升
高端海洋产业。

发展建议

从行业来看，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仍存在突出短板。

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发展。

极承担沿线各国名优新水产品种的养殖技术培

一是不断完善海洋科技人才培育机制。构

训等服务。

建突出特色、
优势互补的海洋学科体系，
支持在

二是推动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海上交通合

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出台

粤涉海高校海洋重点学科的发展，在重点学科

作发展。拓展与海丝沿线国家港口之间的海运

浙江和福建等省份，这些指标的落后直接表现

新一轮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推动

和特色专业领域增设一批具有培养资质与实力

航线。目前广东港口开辟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

在海洋渔船“木、旧、残”，海洋渔业企业“小、

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硕士、
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加强海洋生物

线 300 条左右，
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区。广东应进

在海洋渔业主要指标上全面落后于山东、

散、弱”，渔港“脏、乱、差”。如广东省 2018 年拥

推动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海洋产

医药、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步大力发展海上运输，
进一步拓展海运航线，

有海洋捕捞渔船 44108 艘，其中 24 米以上的海

业园区统筹管理和政策协调，促进海洋产业的

的学科建设，加强与国内外涉海科研教育机构

发展更多的国际友好港口。通过签订友好协议

洋机动渔船 3467 艘，仅占比 7.9%。12 米以下

结构调整和布局调整。统筹陆海科技创新力

联合协作、优势互补。编制并发布广东省海洋

的方式建立港口联盟。广东港口在我国沿海港

的海洋机动渔船 32279 艘，
占比 73.2%。

量配置，加强政策性金融支持，推动海洋高技

紧缺人才和高端人才需求目录，培养海洋科技

口中距东南亚、中东等海上运输港口的距离最

术产业化发展。

创新的后备力量。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

短，
可与海丝沿线国家建立广泛的
“国际港口联

海洋旅游业仍在低水平层次上徘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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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多方面问题，如开发模式落后，缺乏创新

一是推动以“港口群”为核心的物流基础

新中心，
主动
“走出去”
招贤纳士，
拓宽海外高层

盟”
，
构建串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合作平

性；开发定位不明确，缺乏特色性；景区城镇

设施建设。以沿海主要港口为中心，推进疏港

次人才引智渠道。同时配套公平公正的人才考

台。目前，广东省应在友好港的基础上重点增

化，缺乏旅游吸引力；精品意识不强，缺乏文化

铁路和疏港公路建设，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高等

核、
竞争机制与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引进、
评价等

加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北非地区的友好港口。

性；旅游形象塑造不够，缺乏标志性。普遍只

级航道网建设，打造衔接有序、协同联动的航

相关政策，
充分挖掘利用科技人才的创新潜力。

加强泛珠合作，拓展港口腹地。珠三角应提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

在海水和沙滩上做文章，没有利用岛屿、红树

运集疏网络。强化航道对沿海港口的支撑服

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涉海投融资机制。设立

西江航运干线的通过能力，实现珠江三角洲内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广东

林、腹地的山地、渔村、农田进行综合开发，海

务作用，加强珠三角联系粤东、粤西的重要内

海洋科技产业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同时辅助中

河航运体系由适应内河运输向适应江海船运输

省海洋经济已连续 24 年领先全国居首位，是广

洋文化、历史文化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

河航道建设，加快西江、北江等内河航道扩能

介机构提供补贴和担保，
实施涉海企业信用评价

的跨越。加强珠西经济带港口之间的合作。同

东省经济的增长点和经济支柱之一。新时代

广东海洋旅游业面临海南、泰国、马来西亚、印

升级，形成西江干线、北江干流至珠江口港口

制度。逐步形成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导，
企业自

时，
积极建设内陆
“无水港”
，
加强珠三角港口群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

尼等国家和城市的同业替代竞争。

群的高等级航运主通道。

筹为主体，
金融机构和社会团体筹资为补充的多

带来了新机遇。

广东省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仍处于全球

广东在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

二是推动形成以滨海旅游公路串联景区，

渠道、
多层次的涉海投融资体系。

内陆腹地的拓展，推动珠三角港口群发展成为
“海上丝路”枢纽，通过政府牵头、港口对接，积

产业链的低端，自主研发设计能力比较薄弱，

构建“旅游链”。以滨海旅游公路为纽带，依托

面具有区位优势，
基础设施较好，
同时广东省是

同时还面临着高端人才缺乏的现状。广东海

滨海地区优美旅游景区和特色旅游资源，将湾

支持科研机构、
涉海高校和高新技术企业建立海

三是推动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形成区域旅

海洋经济试点省，国家赋予一系列先行先试海

工装备制造业在设计、经营、管理、甚至是法律

区内优质的海岸、
海湾、
海岛等滨海景观串联起

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推动省内重点涉海实

游合作联盟。区域旅游合作联盟是将 21 世纪海

洋开发政策，为加强海洋经济领域对外合作提

方面的人才都相当缺乏。

来，促进“交通+旅游”发展新模式，形成以滨海

验室、
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平台的建设，
形成技

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景点联系起来，
将城市、
地区

度假为主导，观光、休闲和度假相结合，专项旅

术集成度高、
创新成果对接应用、
项目对接市场、

和国际旅游联系起来，游客可将沿路各类风光

游为补充的高品质滨海
“旅游链”
。

产学研用无缝结合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等一览而尽，
大大拓展了旅游的内涵、
内容和空

供了政策保障。未来广东省推进
“海上丝路”
建

海上风电产业链体系不完整，建设成本

设潜力巨大，同时“海上丝路”建设必将为广东

高，补贴不足，产业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广东

海洋经济发展创造诸多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发

省海上风电业整机制造有一定的基础，但部分

展规划纲要》提出，
“加强粤港澳合作，
拓展蓝色

核心部件产业基础薄弱。
海洋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与海洋经济高质量

经济空间，共同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地”，将海
洋经济发展作为重要支撑。2017 年 11 月，
《广

发展的要求尚有差距，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印发。

一是高层次专业人才缺口严重，后备力量

三是完善海洋科技领域产学研合作模式。

三是发展高端智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四是推动海洋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极与内陆地区建立广泛的港口物流联系。

间。广东应抓住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充分发

重点支持海洋高端运载设备、海洋能源开发装

广东省应借助已建立的海洋科技创新联盟，积

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优势，制订相关

备、
海陆关联工程装备、
智能海洋渔业装备的研

极吸引国外发达海洋国家的海洋科研机构、涉

文化旅游品牌的分区落地方案，形成东线旅游

发与制造。大力推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转型

海企业等，建立以项目为主体的跨国海洋科技

合作区、西线旅游合作区、粤港澳旅游合作区、

升级、
优化发展，
助推广东省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合作机制，与国外相关海洋科研机构和涉海企

东南亚旅游合作区四个各具特色的旅游合作

业向高端智能方向发展。

业发展长期合作关系。围绕广东省亟待发展的

区。东线旅游合作区包括粤东地区（潮州、揭

该《规划》是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和利用的总

不足。广东省在海洋科技创新领域虽然聚集

体性、基础性、约束性规划，也是全国首个省级

了大量海洋科研人员，但人才数量仍不及山东

四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生物医药

新兴产业对海洋科技领域的现实需求，吸引国

阳、
汕头、
汕尾、
梅州），
延伸至福建和台湾，
其旅

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是进一步做

和上海。2016 年广东省高级职称人员占海洋

业。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海洋生物医

外知名海洋科研院所和涉海跨国企业在广东设

游目标定位为世界级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旅游

好海洋工作的重要依据，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科技活动人员的比例为 37.45%，落后于环渤海

药新产品，形成以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制品、海

立分支研究机构。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深入构建

目的地。西线旅游合作区包括粤西地区（湛江、

的工作指南。广东抓住发展机遇，集中优势资

地区；在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学历方面，海洋专

洋生物功能制品和海洋生化制品为主，具有较

与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的蓝色伙伴关系，践行

阳江、茂名）、广西、海南以及越南、泰国、缅甸、

源，聚焦重点领域，突破关键环节，用好海洋资

业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点数在全国排第四，远不

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营造海洋科技

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其旅游目标定位为

源，
深耕海洋经济，
有机会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

及山东、江苏、上海和辽宁等省份，海洋领域高

五是打造产业链完善的海上风电业。科学

文章，
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层次人才培养仍有所欠缺，海洋人才后备力量

布局广东省海上风电项目群，按照规模化、连

不足。究其原因，广东省缺乏海洋综合性大

片化原则，由浅至深、循序渐进，以市场化方

学，
也缺乏大型海洋科研机构和涉海企业。

式选取综合实力强的企业集中连片开发海上风

主要问题

创新的国际化氛围。

世界著名的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粤港澳旅游

推动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广泛签订专项合
作协议，
加强海洋经济领域合作。

合作区包括广东、香港、澳门，其目标定位为世
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亚太旅游中心区。东南亚

一是推动广东与东盟国家海洋渔业合作。

旅游区包括广东，
向南通往越南、
泰国、
新加坡、

二是海洋科研投入不足，仍缺乏有效的投

电。做大做强海上风电产业链，带动研发设

发挥广东省在水产养殖、
水产品仓储、
保鲜与加

文莱、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东帝汶等

融资机制。2016 年，广东省海洋科研领域的研

计、海上施工、运营维护辅助设备系统产业发

工方面的优势，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深海网箱

国家，
其目标定位为世界知名旅游圈。

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研发经费支出比重仅为

展，力争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上风电产

养殖、
岸上设施养殖、
休闲渔业、
饲料加工、
渔药

四是在东盟
“10+1”
框架下，
围绕南海推动产

一是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不平衡。广

0.88%，上海市占比 2.51%，山东省 1.59%，辽宁

业集群。

及疫病防治、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的深度合

业转移和跨区域合作，
推动广东与南海周边国家

东省海洋经济总量较大，
发展速度较快，
但海洋

省 1.31%，广东省海洋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与

六是推进发展天然气水合物产业。以推进

作。继续鼓励和引导企业赴国外进行远洋渔业

（地区）共同打造
“南海海洋产业国际集聚区”
。通

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传统产业与高耗能产

国内其他科技型、
创新型海洋强省相比较，
差距

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先导试验

合作，利用交通便利条件扶持互惠共利的远洋

过长期贸易协议与参股开发相结合等方式，
深化

业多，
新兴产业与低能耗产业尚未成为支柱。
“同

悬殊。海洋科研投入不足也说明广东省在重大

区建设为契机，
成立勘探开发企业，
逐步推进天

渔业的培育和发展。加强广东企业与东南亚相

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在油气开发、
远洋渔业等领域

质同构”
现象比较普遍，
海洋经济速度与质量不

海洋科研项目的创新能力方面薄弱，严重滞后

然气水合物产业化。

关国家企业建立捕捞、
运输、
国内外销售等一体

的合作。与新加坡等国共同发展深海技术，
培育

平衡。从经济效率、
科教支撑、
生态环境三方面

于海洋强省战略的需求。海洋高层次人才的缺

化合作经营模式。加快远洋渔业区域结构调

深海能源产业。联手打造港口物流大通道和自由

衡量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广东省并非处于前列，

失为国家级海洋科技项目的申请带来了限制。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于海洋环境、海洋管理等方

整，
巩固已有作业渔场，
建立马来西亚、
菲律宾、

贸易园（港）区。建设以广州港为核心、
以大通关

甚至部分指标排名较靠后。例如，
单位岸线海洋

广东省目前仍缺乏针对海洋科技创新风险投资

面，
构建以海洋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
有效整合

印尼、
泰国、
缅甸等周边国家的东南亚远洋渔业

为支撑、
以珠三角水网港点和东盟港口为节点、
覆

生产总值落后于上海、
天津、
江苏、
河北，
仅位居

的法律法规，对于社会资金投入的政策也不健

信息资源的海洋信息体系，重点支持以海洋信

中心基地。重点发展金枪鱼延绳钓等传统优势

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海运大通道，
与新加

全国第五，
表明广东省海洋经济效率有待进一步

全，
海洋科技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投融资机制，
海

息服务、
海洋社会服务、
海洋技术服务为代表的

作业，积极拓展大洋性金枪鱼、鱿鱼钓渔业项

坡港、
巴生港、
雅加达港和迪拜港等共同构建区域

提高。海洋科研机构和海洋科研从业人员居全

洋科技创新得不到持续的资金保障。

海洋公共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水下机器人、

目，探索大型拖网加工作业，适当发展拖网、灯

港口服务网。争取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

水面无人艇、智能浮标等海洋电子信息产业。

光围网等传统捕捞作业。加强渔业技术创新，

先行先试，
推动粤港澳自贸区与升级版中国-东

广东省海洋经济总体发展仍存在诸多不
平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七是加快发展海洋公共服务业。将新一代

国沿海省份第一，
但应用型课题占总的海洋科技

三是海洋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高技术瓶

课题比重处于沿海省份中下游水平，
说明广东的

颈。广东省海洋生物医药方面的研究较为薄

推进建设海陆空天一体化立体监测网，大力推

推动海洋渔业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如开展养殖

盟自贸区的政策对接。

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
海洋经济发展的

弱，对海洋医药产品的开发仍停留在初级水

进“智慧海洋”
建设。

设计、养殖技术、养殖发展等技术服务咨询，积

（作者单位系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科技创新驱动不足。广东省毕业的博士、
硕士、

平，海洋能利用等关键零部件主要依靠进口，

本科各层次人数低于辽宁、
上海、
江苏、
福建、
山

海洋高端工程装备制造技术和深海技术仍处

东、
浙江，
与海洋经济大省的位置不匹配。广东

于起步阶段，远远不能适应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省沿海工业废水排放量仅次于山东和江苏，
位居

展的要求，
其产业化自主发展能力较弱。

全国第三，
说明广东沿海工业废水排放量较大，
海洋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较强。

渤中 26-3 油田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
建设项目的名称及项目概况

四是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成果推广应用

tent/201912/27/c92093.html

平台有待加强。广东省的海洋科技论文发表

渤中 26-3 油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本

联系人：
朱睿

公众也可向建设单位或者评价单位索取

二是近海和远海资源开发利用不平衡。过

数、出版科技著作、海洋科技专利方面的指标

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工程内容包括新建一座四

去近海由于围填海建设，
近海高强度捕捞等，
导

均处于全国中游水平，总体水平居全国沿海省

腿四桩平台 BZ26-3WHPC；新建一座三腿三

纸质报告书。
三、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致开发强度过大。而对深海环境认识及资源勘

第四。如果用成果应用课题数占课题总数比

桩 平 台 BZ26- 3PAPD，与 BZ26- 3WHPA 井

项目周边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

探开发起步较晚，
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能力不足，

重来反映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即：海洋科技

口 平 台 通 过 栈 桥 连 接 ；新 建 一 条 BZ26-

四、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缺乏面向深海的科技力量和相关设施设备。

成 果 转 化 率 = 成 果 应 用 课 题 数/课 题 总 数 ×

3WHPC 平台至 BZ26-3PAPD 平台的混输海

公众可登录中国海洋在线网下载公众意见

电话：
022-66503211

传真：
022-66500888
邮箱：
zhurui2@cnooc.com.cn
（2）评价单位：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
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28 号院
1 号楼北科创业大厦 10 层

三是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不平衡。广

100%，可得到广东省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仅

管 ；新 建 一 条 BZ26- 3PAPD 平 台 至 BZ26-

表 ：http://www.oceanol.com/content/201912/

联系人：
张蓓

东省海洋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国内资

为 2.01%，处于沿海省市末端，海洋科技创新

3WHPC 平台的注水海管；新建一条 BZ26-

27/c92093.html

传真：
010-84928383

源，
利用国际海洋市场和资源方面仍存在不足，

应用能力不足。广东省目前仍缺少高质量国

3PAPD 平台至 BZ26-3WHPC 平台的集束海

在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家级的海洋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平台和具有自

缆；
对 BZ26-3WHPA 平台进行适应性改造。

方面，
步伐不大，
不够快，
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主知识产权和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海洋科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

技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缺少企业与科研机构
合作的海洋成果推广应用平台，大部分海洋科

公众可登录中国海洋在线网下载报告书

较低，科研开发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民

技成果至今还停留在实验阶段和小批量生产

征 求 意 见 稿 ：http://www.oceanol.com/con-

营涉海企业多集中于传统海洋产业，较少参与

阶段，
距离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最终目标尚远。

海洋环境预报

近海旅游航线海洋环境预报
12月31日8时～1月1日8时
航 线

五、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邮箱：
zhangbei@coes.org.cn

公参意见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反馈。

六、
征求意见起止时间

（1）建设单位：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四是涉海民营经济较弱、比重小。大多数
民营涉海企业生产方式较传统、产品技术含量

1月1日8时～1月2日8时

海况

浪级

海况

渤海石油管理局 B 座

12 月 31 日 8 时～1 月 1 日 8 时

12 月 30 日 8 时~1 月 1 日 8 时

1 月 1 日 8 时～1 月 2 日 8 时

大连—烟台

中浪

一般

中浪

一般

12月29日14时～12月30日14时

上海—普陀山

中浪

一般

轻浪

良好

海口—北海

中浪

一般

轻浪

良好

大连

7.5

中浪

较差

厦门

17.8

大浪

较差

大连

7.3

轻浪

极佳

厦门

17.6

中浪

极佳

天津

3.5

轻浪

较差

北海

19.0

轻浪

极佳

天津

3.3

轻浪

优良

北海

18.9

轻浪

极佳

浪级

中浪

厦门—金门

大浪

较差

中浪

一般

浪高（米）

1.6

深圳—珠海

轻浪

良好

轻浪

良好

海口—海安

中浪

一般

中浪

一般

水温（℃）

23.5

自然资源部 国家海洋预报台

三亚—西沙北礁

大浪

较差

大浪

国家海洋预报台网址：http://www.nmefc.cn

较差

城市

（℃）

浪级

综合
情况

城市

水温
（℃）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南沙三大岛礁海洋环境预报

钓鱼岛附近海域海洋环境预报

水温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
特此公告。

通讯地址：天津市塘沽区海川路 2121 号

旅游休闲观光海洋环境预报

浪级

浪级

综合
情况

城市

电话：
(010)51262112-818

水温
（℃）

浪级

综合
情况

城市

水温
（℃）

浪级

综合
情况

青岛

8.5

轻浪

优良

海口

22.8

中浪

优良

青岛

8.4

轻浪

优良

海口

22.7

中浪

极佳

舟山

12.8

中浪

优良

三亚

24.6

大浪

较差

舟山

12.7.

轻浪

极佳

三亚

24.5

大浪

较差

岛礁
永暑礁
渚碧礁
美济礁

预报时效

浪高（m）

水温（℃）

30 日 8:00

1.8~2.4

26.5~27.5

31 日 8:00

2.0~3.0

26.5~27.5

30 日 8:00

1.8~2.2

26.5~27.5

31 日 8:00

1.8~2.8

26.5~27.5

30 日 8:00

1.5~2.0

27.0~28.0

31 日 8:00

1.8~2.8

27.0~28.0

南海预报中心
海洋预报网网址：nh.hyy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