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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下中国陆海统筹战略的理路与思考 ∗
刘叶美,殷昭鲁
( 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摘

要:陆海统筹是中国作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在处理海洋与陆地关系问题上作出的科学的、高瞻远瞩的

战略选择,是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部署。 在基于世界其他陆海复合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晰陆海统
筹的战略内涵,论证陆海统筹的战略依据,解读陆海统筹的战略原则,从中明确陆海统筹的战略价值,提出促进陆
海统筹实施的思想基础与重要条件,以求从新的角度和多个维度来理解与诠释陆海统筹,对其形成较为系统性的
认识并完善陆海统筹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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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陆地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两大组成部
分,从来都不是互不相干、毫无关系的“ 二分” 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不容许割裂的统一整体。

1

历史经验:世界主要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历

史命运

然而随着陆地资源的消耗与匮乏、生态环境的破坏

每个国家的人口、实力等内部因素会处于变动

与恶化,海洋本身的价值与地位逐渐得到重视与提

之中,但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永久的,所面临的地

高,因此“ 海陆一体化” 的发展思路随之诞生,在此

缘政治环境是一个兼顾静态与动态的形势,影响到

基础上“ 陆海统筹” 的发展战略又被提出。 2011 年

一国的发展与崛起,因此地理环境对国家规划、国家

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

政治学说的流派———“ 陆权论” “ 海权论” “ 边缘地带

国家“ 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 坚持陆海统筹,制
管理能力。” 但是学术界对陆海统筹发展战略问题
的研究重应用、轻理论,区域研究居多、总体研究不

战略的制定极具重要性,由此而产生一些关于地缘
论” 等。 “ 通常根据国家( 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

所处的海陆位置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战略传统,将其

足,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与系统。 随着“ 一带

分为陆权国家、海权国家和陆海复合国家三类。” [1]

一路” 战略、海洋强国战略以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战略抉择,其抉择

念的提出与实践,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论证实施陆海

依据主要围绕陆权与海权的关系。 中国作为典型的

统筹战略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深入理解和分析陆海
统筹的内涵、明确陆海统筹的战略原则、提出落实陆

陆海复合型国家 [2] ,新时代要进行海洋转型,必须
立足于世界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自身的海

海统筹的条件,对于促进海陆整体发展、实现经济社

陆地缘特点有完整认知,制定取优补拙、契合中国特

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

点的海洋发展战略,进而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梦。

意义。

“ 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

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
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占据着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
国家更优越的地理位置。” [3] 然而纵观世界历史,拥
有这种优越地理位置且实现长久强盛的国家只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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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球性海洋霸权的道路上招致了怎样的挑战呢?
经由对世界大国兴衰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陆海复
合国家 的 发 展 模 式 大 致 有 “ 重 海 轻 陆” 、 “ 海 陆 并
举” 、“ 重陆轻海” 三种战略抉择模式,战略效果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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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人意。 一是 “ 重海轻陆” 的 国 家 代 表 有 荷 兰。

17 世纪,一个仅有不到现在北京三倍大的小国所拥

2

内涵剖析:陆海统筹是中国重要战略选择

有的商船数目却能够超过欧洲所有国家商船数目之

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各方面矛盾、促

总和,近乎垄断了全球贸易,被誉为“ 海上马车夫” ,

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原则。 早在抗日

但其陆基力量很脆弱。 荷兰的全球扩张影响了英国

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并在不

等国家的利益,四次英荷战争,第三次英荷战争与法

同场合和著作中多次提及并阐述,“ 现在是我们管

荷战争同时进行,英国人从海上来、法国人从陆上

事了。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4] “ 实

来,荷兰在陆地上彻底被法国打败了,英国成为了新

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的比较少。 这种统

的世界霸主。 二是“ 海陆并举” 的国家代表有德国。

筹兼顾的 思 想, 要 向 大 家 说 清 楚。” [5] 统 筹 就 是 兼

德国虽然是濒海国家,但其海岸线较短,首相俾斯麦

顾,是整合与协调。 统筹兼顾蕴含着系统思维、矛盾

推行“ 大陆政策” 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与迅猛崛起,然

思维,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 海洋与陆地

而继任的威廉二世却不满足于即得陆权,极力推崇

之间既有矛盾,又存在普遍联系,以统筹的思路与方

马汉的海权理论,盲目追求扩张性海权,推行“ 世界

针来解决海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对毛泽东统筹兼

政策” ,并 期 望 与 英 国 平 分 秋 色, 结 果 就 是 德 国 被
英、法、俄三国同盟两线作战所击败。 三是“ 重陆轻
海” 的国家代表非清朝时期的中国莫属。 清政府实
行闭关锁国政策,“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直被视为
屏障的海洋却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通道,西北的沙
俄也来中国分一杯羹,从而也就有了海防与塞防之
争,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不
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从对三种不同战略选择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分
析( 参见表 1) ,可得出陆海复合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会遭遇的几个严峻挑战与困境:其一机遇上的双重
诱惑性与安全上的双重受害性并存,其二战略方向
选择两难与战略资源分配两难。 也因此很难有陆权
与海权都强大的双料强国。 近代欧洲与中国自身的
历史经验都警示中国要追求海洋发展、避免被海陆
强国包围重蹈覆辙,就必须处理好海权与陆权之间
的战略平衡,走和平的、合作的陆海统筹之路,做到
整体布局、又有所重点,突出优势、隐蔽短板。
表1

陆海复合国家的战略选择与战略效果

战略

代表

陆上

海上

选择

国家

压力

压力

荷兰

法国

英国

重海
轻陆
海陆
并举

德国

重陆

中国

轻海

清朝

法国
俄国
沙俄

英国

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04 年张海峰首先提出“ 海
陆统筹,兴海强国” [6] 的观点,且认为应该把“ 海陆
统筹” 列入国家“ 五个统筹” 之中,学术界对陆海统
筹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对陆海统筹的确切含义
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存在“ 国家发展战略说、区
域发展说、地理学说、地缘政治说” [7] 等几种观点,
在充分分析与论证陆海统筹战略实施的必要性及其
遵循原则的基础上,以全局性、发展性眼光来看" 国
家发展战略说" 更能反映陆海统筹的地位和重要作
用。 因此陆海统筹的内涵中应包含以下几点:
2. 1

本质上的战略性
“ 战略思维就是人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进行

全局性思维,其实质就在于通过正确处理现实实践
活动中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最佳的
整体效果,即全局的最佳效果。” [8] 陆海统筹正是这
样一种战略思维,不局限于陆地思维又或者是海洋
思维,而是充分考虑海洋与陆地在各方面的密切关
联性、强大互补性与复杂综合性,以国家的整体发展
利益为出发点,既着眼于眼前变化的实际情况、又以
实现国家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长远目

战略效果

标,既有世界眼光的高度又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全国贸易领袖地位丧失,霸主

2013 年习近平指出:“ 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没落
军备竞赛、国库空虚,海外殖
民地被夺走,船舰被瓜分

英法

紧缩的国防资源无法有效配

日等

置,领土被瓜分

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
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
的发展道路……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9] 因此
陆海统筹本质上已上升为一种国家宏观层面平衡海

资料来源:由姜鹏,《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失

陆整体发展、处理海陆开发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

败》 ,《 东北亚论坛》2016 年第 2 期绘制而成。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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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内容上的综合性

59

率先发展,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发展;现在新形势要求

陆海统筹是将陆地与海洋看作是两个既相互独

我们在稳定陆路环境的基础上,应将发展的战略重

立又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系统。 一方面陆上的生

点向海洋一侧转移,从而给陆地发展寻找新的增长

产力为海洋开发与海上力量的增长提供了资金、技

点。 因此陆海统筹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顾大局、抓

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海洋开发

重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平衡海陆战略,促进海陆

又积极地为陆上发展服务。 海、陆两个地理单元通

各方面又好又快发展。

过资源间的互补、信息上的互通、产业间的互动以及

3

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实现优势互补、互相促进,从而产
生一个强大的海陆复合系统,进而最大限度地促进
海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参见图 1) 因此陆海

现状分析:中国实施陆海统筹战略的必要

性
对于众多沿海国家来说,如何处理海权与陆权

统筹所包含的内容是综合的、广泛的。 首先陆海统

的发展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战略抉择。 中国实施陆海

筹的范围是广泛的,不仅仅局限于海岸带、沿海地区

统筹战略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地缘

和某一区域,而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划、合理布

政治、国际国内海洋发展形势、海洋强国战略落实角

局;其次陆海统筹的内容是综合的,与近代西方国家

度论证中国实施陆海统筹的必要性。

一味关注海洋与陆地所具有的军事联系和价值截然
不同,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才、军事、生
态、制度、外交等多个领域的统筹。

3. 1

海陆地缘环境分析
首先,中国海陆度值 [11] 较高,属于典型的陆海

复合国家。 中国海疆和陆疆都十分辽阔,陆地面积
有 960 万 平 方 公 里, 海 洋 面 积 有 300 万 平 方 公
里 [12] ,即中国海陆度值高达 31%,说明中国海陆兼

备的地缘特征十分明显。 这位中国实施陆海统筹提
供了必要的地理条件。 其次,相比美国“ 东西两大
洋,南北无强敌” 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国的地缘环境
可以称之为“ 糟糕、恶劣” 。 中国背靠亚欧大陆且深

入亚欧大陆腹部,北部有昔日强国俄罗斯、西部有中
亚地区局势动荡的阿富汗与叙利亚等国、南部有正
在迅速崛起的印度以及诸多东南亚国家、东部有日
图1

2. 3

陆海统筹发展示意图

海陆之间的战略平衡性
统筹发展 不 是 意 味 着 “ 平 均 发 展” , 而 是 坚 持

“ 两点论” 与“ 重点论” 相统一。 陆海统筹不等同于
德国威廉二世所追求的海陆并举,不意味着海洋和
陆地要“ 两面出击” 、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既要区分
海陆间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

本以及一串群岛与半岛。 也就是说中国陆域环境复
杂,海域方面却被第一岛链所围困、阻碍中国出入太
平洋。 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想谋求海洋转型、实现
长久的外向型发展,“ 势必会引起世界霸权国家以
及周边邻国的强烈反应” [13] ,目前东海、南海的岛屿
主权争端就是对此最直接的体现,因此“ 大国是关
键、周边是 首 要” , 一 旦 处 理 不 好 陆 权 与 海 权 的 关
系,中国将承受来自海洋与陆地两侧外界势力的挤

面与次要方面,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曾

压。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坚持推进陆海统筹,来

形象地指出:“ 弹钢琴要十个手指头都动作,不能有

实现海陆间的优化配置和动态平衡,充分发挥出中

的动,有的不动。 但是,十个手指头同手都按下去,

国边缘地带的优势,“ 使大陆成为海洋的战略纵深,

那也不成调子。 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手指头的动
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10] 海陆发展战略是在对
国内发展情况及世界发展形势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
上,既总揽全局,又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 改革开放
后,为统筹沿海与内地的发展,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

使海洋成为陆地的战略屏障” [14] ,从而形成海陆双
向促进中国发展的合力。

3. 2

世界与中国海洋态势分析
办好中国事情,既要放眼全国,又要放眼世界,

审时度势,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陆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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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战略就是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

这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通过谋取

上作出的正确抉择。 首先国际上海洋世纪已经到

海上霸权、无限追求制海权来建设海洋强国,更有利

来,海洋事业的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 1982 年签署

于强化海洋“ 硬实力” 、同时营造良好地国际社会舆

的里程碑,沿海国家的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范围进

争议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更有效的体现了中国合作

一步扩大,沿海国拥有的海洋管辖权包括领海、毗连

共赢的发展思想,更契合中国“ 强而不霸” 的海洋强

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开启和建立海洋新秩序

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 参见图 2) ,由此各国间关

于海洋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所以中国必须抓住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走
向海洋、经略海洋,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积极主动参
与到这场全球性的海洋竞争与合作中。 其次国内必

论环境,更有助于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海洋

国目标。 因此“ 海陆统筹解答了中国怎样建设海洋
强国以及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强国的问题” [18] 。

4

原则解读:陆海统筹是中国特色海洋崛起

之路

须通过实施陆海统筹来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各方面的

通过对陆海统筹内涵的剖析、战略抉择依据的

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由于长期受“ 重陆轻海” 观念

论证,从中可以归纳出陆海统筹战略所遵循的基本

的影响,陆地系统在资源、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的

原则,以便从多维度加深对陆海统筹的理解,从全方

承载力趋于下降,且“ 西、中、东” 三部区域发展不协

位审时陆海统筹的战略价值。

调、差距仍然明显,迫切需要通过海陆联动来实现

4. 1

“ 以海促陆” ,突破陆地发展中的众多瓶颈;另一方

发展性原则
陆海统筹体现出发展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中国海洋生态受损、海洋科技体制不完善、海洋产

面。 首先战略抉择具有发展性,陆海统筹是立足于

业布局不合理、海洋人才紧缺等问题需要陆地给予

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三方面而作出的正确

支持和保障来实现“ 以陆带海” 。 因此“ 海陆统筹是
践行科学发展观、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方法。”

[15]

抉择。 第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注重陆权或只注
重海权都无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
将海权与陆权在全局调控中统一整合起来;第二,当
前世情与国情反映出了实施陆海统筹迫在眉睫的事
实,唯有抓住机遇、及时决策、保持战略定力,才能在
立足陆地、开发海洋的联动中实现国家发展水平的
整体提升;第三,陆海统筹坚持“ 实现阶段性目标和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19] ,不仅立足现状,还
着眼未来,推动国家未来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
轨道。 其次战略目标是追求陆地、海洋经济社会和
生态系统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

图2

沿海国管辖海域的空间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人民

问题的基础与关键,陆海统筹所要实现的发展是协
调发展、科学发展、全面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交通出版社 2004 年版绘制而成。

展,以海陆一体化开发与发展实现“ 五位一体” 总体

3. 3

4. 2

布局的协调统一建设。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提高海洋资源

整体性原则
陆海统筹体现出了整体性的要求在于正确处理

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

多种关系,从整体着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之相互

2017 年十

促进、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全局的最优化。 “ 海陆统

这是中国对于如何经略海洋做出的重大战

割、不可或缺的一体化关系。 没有其它五个统筹,就

略部署,那对于怎样兴海强国、建设和谐海洋、实现

谈不上海陆统筹;没有海陆统筹,其它五个统筹都会

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便是走陆海统筹发展道路。

显得不完整。 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木桶。” [20] 可以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16]

九大报告 指 出: “ 坚 持 陆 海 统 筹, 加 快 建 设 海 洋 强
国。”

[17]

筹与其它五个统筹是互为补充、互相完善、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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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施陆海统筹的过程也是贯彻“ 五个统筹” 的过

配与利益平衡问题,兼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

程。 陆海统筹实行沿海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

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多个方面的综合发展,致

内陆三者之间的联动,以点带轴、轴带面,能够有效

力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比较协调地

促进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更好地“ 统筹

发展,而发展成果都是由人民共享,即最终归宿是促

区域发展” ;区域间各种资源的互动也有助于提高

进人的发展。 因此海陆统筹坚持以人为本,从最广

随海洋各方面的开发,也能有效吸纳众多劳动力,打

5

解决“ 三农” 问题效率,更好地“ 统筹城乡发展” ;伴

造新的就业增长点,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更好
地“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海洋污染的源头就在于陆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谋发展、促发展。

未来展望:促进陆海统筹更好落实的条件
实施陆海统筹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战略部署,具

地污染,海、陆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陆海统筹也坚

体落实还需要各行各业乃至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与

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从而更好 地

持续推进,在切实实施陆海统筹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海洋所具有的开放性为

全体民众对海陆和谐的意识认同和国家切实可行的

中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

统一规划与政策引导这两方面是促进陆海统筹更好

联互通的“ 一带一路” 战略是中国实施陆海统筹的

落实的基础与保障。

重要战略,更好地“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 因

5. 1

以协调,以求促进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

素。 中华民族骨子里就带有“ 天下为公” 、“ 达则兼

此陆海统筹坚持系统整体原则,兼顾各个系统并加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得到整体的、根本的、长

社会意识上的认同
首先中国传统海陆文化中蕴含着许多积极因

济天下” 的世界胸怀与担当以及“ 协和万邦” 的地缘

足的发展。

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放包容的海陆观念指导

4. 3

我们以和平的、合作共赢的方式走陆海统筹的和平

和合性原则
中国要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没有走西方

崛起道路。 其次中国“ 重陆轻海” 思想长期占据主

海权强国“ 扩张性、掠夺性” 崛起的老路,而是走具

导地位,海洋观念和意识还未深入人心。 海洋意识

有中国特色的海权发展道路,陆海统筹战略就体现

是一个濒海民族的灵魂,海洋观念薄弱的国家无法

了中国以“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实现建设海

对海洋开发进行机敏的、前瞻的预判,因此提高和强

洋强国目标。”

[21]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议并推

化国民海洋意识是制定及贯彻国家海洋战略的思想

进“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且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海

基础与必要前提。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传承优秀的传

洋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 经济上谋求合作共赢、政

统海陆文化,又要不断提高海洋的国土意识、价值意

治和安全上谋求和平安全、文化上谋求包容互鉴、生

识、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健康意识,做到心中有海、

态上谋求清洁美丽” 的世界海洋秩序,即对内建设

心中爱海才能知海懂海,进而用海护海,从而使整个

和谐社会、 对 外 实 现 和 平 发 展, 倡 导 建 设 “ 和 谐 海

社会对实施陆海统筹、建设海洋强国有强烈的认知

设海洋强国,是主张“ 以均衡协调可持续为目的,以

5. 2

洋” 、“ 和谐世界” 。 因此中国以陆海统筹来加快建
和平发展为主题,以和谐合作为原则,构建中国国家
整体战略。”
4. 4

[22]

来助力中国和平崛起。

感、责任感,并形成推动实施陆海统筹的强大合力。
国家战略上的规划
陆海统筹作为一项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

的政策,其具体实施是“ 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统一认识、统一组织、统一步调。” [24] 首先国家

人本性原则
陆海统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出发点

层面上应“ 将海洋开发与整治纳入全国国土规划体

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系之中” [25] 。 在 2017 年国务院通过的《 全国国土规

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 要坚

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定和贯彻党的方
针政策和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
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23]

陆海统筹兼顾东

中西三者的区域协调发展,兼顾不同地区的利益分

划纲要(2016 - 2030 年) 》 中涉及“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三大
战略’ 落实” 、“ 开展海岸带和海岛综合治理” 等,仅
覆盖到了靠海的陆地区域,并未充分体现 300 万平
方公里海洋国土的重要性。 因此加强海洋空间、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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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间规划的顶层规划,是实施陆海统筹、实现“ 海
陆一张图” 的重要基础。 其次制定相应的经济、政
治、文化、生态、科技、法律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完善
体制机制,政府积极发挥在其中的主导引领作用,形
成有效促进海陆衔接、落实陆海统筹的长效机制。
陆海统筹为解决海陆均衡发展的矛盾、实现国
家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实现“ 强而不霸” 的海洋强
国目标提供了新思路,是将海陆兼备这一地缘政治
的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最佳配置,是实现国家综合实
力不断增强的最优配置,是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的
重要战略。 对陆海统筹内蕴的战略含义、战略价值、
战略依据、战略原则进行多维度、全方位分析,加强
对其理论上的认知与理解,是国家和全体人民实施
海陆统筹的必要基础和有效助力。 当然陆海统筹是
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目标任务,仅有理论支撑是不够
的,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摸索出其有效运
行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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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Thinking of Chinas Land and Sea Integrated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Hundred Years Changes
LIU Yemei, YIN Zhaolu
( School of Marxism,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Province264025, China)

Abstract:As a typical land sea composite country,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is a scientific and farsighted strate-

gic choice made by China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 and land, and an important deployment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maritime power.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other land and sea compos-

it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strategic connotation of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demonstrates the
strategic basis of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interprets the strategic principles of land sea integration, clarifies the
strategic value of land sea integration, puts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finally forms a mor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and and se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land and sea integration; land and sea composite country; land and sea balance; maritime 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