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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落实“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海洋建设初步探讨
林国尧ꎬ刘一霖
(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ꎬ海南海口 ５７０１２５)
摘

要: “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的重大战略ꎬ是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ꎮ 为落实“ 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的实施ꎬ该文提出“ 一门户、二基地、多园区” 的
海南省海洋发展战略初步构想ꎮ
关键词: 海南省ꎻ“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ꎻ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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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提出:“ 南海是建设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ꎮ 以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加工、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业、
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为重点ꎬ
合作建立一批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科技合作园和
海洋人才培训基地ꎮ 支持海南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
务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ꎬ积极发展临港产业园区ꎮ

１

三亚海上丝绸之路旅游门户的设想和布

局

１.１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旅游门户ꎬ三亚应重点建设

基础设施

１.１.１

海上机场航空产业园

在三亚红塘湾海域围填人工岛建设海上机场ꎬ

加强海口、三亚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建设ꎬ强化三亚

打造高标准、国际化、现代化的临空经济区ꎬ大力发

等国际门户机场功能ꎬ深化与东盟国家重点航空港

展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产品和服务ꎬ以及辐射东南

合作ꎬ加快建设国际空中通道ꎮ”

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ꎬ培育与东南亚、珠

为落实“ 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的实施ꎬ我们提出
“ 一门户、二基地、多园区” 的海洋发展战略初步构
想:“ 一门户” :以航空产业园和邮轮母港为基础ꎬ将

三亚建设成为 “ 海上丝绸之路” 的海上旅游门 户ꎻ
“ 二基地” : 以南山港为主体ꎬ建设辐射海南本岛周

三角、北部湾等区域的差异化国际竞争优势ꎬ拉动海
南国际旅游岛产业升级和发展ꎬ服务于国家南海开
发战略ꎬ成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合作
交流的前沿窗口和重要平台之一ꎮ

边及三沙海域的资源开发基地ꎻ以海口、三亚为中

１.１.２

心ꎬ建设辐射海南本岛周边及三沙海域海上救捞基

或凤凰岛选划建设国际邮轮母港ꎬ充分发挥靠近南

地ꎻ“ 多园区” :一是在以海水养殖工程技术服务、远
洋渔业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环保产业等
为重点在海南本岛及三沙建设一批海洋产业园区ꎻ
二是将海口作为海洋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基地ꎬ建
设国际合作园区ꎮ

国际邮轮母港

在三亚海上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崖城镇南山港

海的区位优势ꎬ构建国际邮轮的海上互联互通ꎮ
航空产业园和国际邮轮母港的建设将形成空中
和海上立体交通ꎬ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其他
亚欧美等国家形成良好的互通ꎬ为国内外游客来岛
提供便利ꎬ同时也提升了海南旅游的档次ꎬ能够吸引
更多国际航班及国际知名大型邮轮公司将航班及大
型豪华邮轮航线划经南海海域ꎮ 因此ꎬ航空产业园
和国际邮轮母港的建设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
三亚作为旅游门户的重要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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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以三亚航空产业园和邮轮母港为门户打造海

上丝绸之路三大旅游圈
第一圈:南海旅游圈———海南本岛至三沙和菲

律宾、文莱ꎮ 以国际标准在西沙群岛的晋卿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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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轮港ꎬ使其成为国际邮轮航线停靠港ꎬ强化三

队进入南海ꎬ既有现实意义ꎬ又具有长远意义ꎬ是取

沙岛礁生态建设ꎬ基础设施建设ꎬ全面提升西南中沙

得合作开发突破最为现实的途径ꎮ 南海海洋资源开

“马尔代夫式” 旅游模式的发展ꎬ提倡盆景式岛屿开

发服务基地重点发展新能源技术应用ꎬ政府需加大

发ꎮ 拓展本岛及三沙至菲律宾马尼拉、文莱摩拉港

对新能源开发的政策扶持力度ꎬ将新能源技术研发

等南海国家海上旅游航线ꎮ

成果率先应用于三沙ꎬ将三沙建成全国的绿色、低碳

第二圈:东南亚旅游圈———海南本岛至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ꎮ
拓展本岛至新加坡滨海湾邮轮中心和新加坡港、马

之岛ꎬ建设海岛低碳生态经济区ꎮ
２.１.４

渔业资源综合服务基地

在海南南部区域( 乐东) 选址建立南海渔业综

来西亚巴生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泰国普吉岛、缅

合补给服务基地ꎬ为南海三省( 区) 和港澳地区渔船

甸的仰光和毛淡棉等东南亚国家海上旅游航线ꎮ

到南海开展渔业作业、南海其他资源开发提供强有

第三圈:印度洋旅游圈———海南本岛至印度、斯

力的运输中转和补给保障服务ꎮ 以实际经济活动宣

里兰卡、马尔代夫、迪拜等印度洋国家ꎮ 拓展本岛至

誓中国对南海的主权ꎮ

印度的孟买及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马尔

２.２

代夫的马累港、迪拜的新邮轮码头等印度洋国家海

南海海上救捞基地
南海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ꎬ是扼守两大洋

上旅游航线ꎮ

海域的要冲ꎬ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走廊ꎬ为多

２

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必经之地ꎬ是沟通中国

海南建设南海资源开发基地、救捞( 预警

预报、防灾减灾) 基地的设想和布局

２.１

南海海洋资源开发服务基地
南海海洋资源开发服务基地主要包括 ４ 个功

能ꎬ即油气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海洋工程装备研
究生产基地、新能源研发应用基地、渔业资源综合补
给服务基地ꎮ
２.１.１

油气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

与世界各地的一条重要通道ꎬ其战略地位十分显要ꎮ
目前ꎬ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８０％ 是通过南海运输的ꎬ
在中国通往国外的 ３９ 条航线中ꎬ有 ２１ 条通过南沙
群岛海域ꎬ６０％外贸运输从南沙经过ꎬ中国所需 ８０％

左右的石油需依靠这条航道ꎮ 因此南海对中国来说
是一条名副其实的“ 海上生命线” ꎬ但中国现阶段在
南海救捞( 预警预报、防灾减灾) 基地建设上还较为
薄弱ꎬ有效监管范围小ꎬ预控能力不强ꎮ 亟需完善南

在海南岛南部区域( 可选区为三亚南山港或乐

海海洋公共服务体系ꎬ加强海洋信息化、防灾减灾、

东沿海附近) 及西南中沙等地( 可选区为三沙市晋

环境监测预报、调查与测绘等基础性工作ꎬ提高海上

卿岛等) 建设点对点的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服务保障

交通安全保障、海洋经济支撑服务能力ꎬ扩大海洋公

基地ꎮ 加快建设码头、港口等基础服务设施ꎬ优先配

共服务范围ꎬ提高南海海区海洋公共服务质量和水

套海洋交通运输服务ꎬ把海南建设成国家南海石油

平ꎮ 主要发展思路和实施战略如下:

开采与加工的主要后方港口基地ꎬ使之成为保障南

第一ꎬ提高南海海区海洋信息化服务能力ꎮ 加

海中部及南部油气资源开发与服务的前沿基地ꎮ

快推进海洋信息化建设ꎬ积极应用各类涉海调查成

２.１.２

果ꎬ加快推进涵盖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海

海洋工程装备研究生产基地

海洋工程装备是进行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重

洋防灾减灾、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海洋执法监

器ꎬ包括钻井和生产两类主装备和辅助装备ꎬ在海南

察、海洋科技管理等功能在内的海洋综合管理与服

南部区域( 可选区为三亚南山港或乐东沿海附近)

务信息系统的建设ꎮ 以海口和三亚为基地ꎬ建设海

配套建设相应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ꎬ可大大减少钻

南省海洋与渔业数据中心ꎬ加强基础数据的统一管

井平台等海工装备异地转场的距离ꎬ极大减少平台

理ꎬ有序推进海洋信息共享ꎬ保障信息安全ꎮ

生产、安装和维护的成本ꎮ
２.１.３

新能源研发应用基地

第二ꎬ提高海洋防灾减灾服务能力ꎮ 建立健全
统一指挥、分级管理、运转高效的省、市两级海洋灾

中国应充分发挥在科技方面领先于周边国家的

害应急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ꎬ建立南海海洋灾

优势ꎬ积极在南海海域开展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活

害应急指挥中心ꎬ推进海南省及三沙市两级海洋灾

动ꎬ并逐渐发挥主导作用ꎮ 以科技开发作为先头部

害应急响应决策支持系统建设ꎬ初步建立以海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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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综合观测网、预警网、信息服务网及海洋灾害应急

黄岩岛、七连屿、晋卿岛和永暑礁为站点ꎬ其中海口

指挥平台和风险区划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灾害防御体

基地辐射区为北部湾北部海区、琼州海峡和海南岛

系ꎬ提高对风暴潮、海啸、赤潮及溢油漂移扩散等海

本岛东部海区ꎬ三亚基地辐射区为北部湾南部海区、

洋灾害应急处置能力ꎮ

海南岛本岛南部及东南部海区ꎻ三沙市黄岩岛站点

第三ꎬ提升海洋环境观测监测能力ꎮ 完善海洋

辐射区为中沙群岛以东ꎬ南沙群岛以北海区ꎬ七连屿

环境观测监测体系ꎬ建设由海洋站、志愿船、海上观

和晋卿岛站点辐射区为西沙群岛、中沙群岛海区ꎻ三

测设施等组成的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监测平台ꎬ推进

沙市永暑礁站点辐射区为南沙群岛海区ꎬ各个站点

海洋通信网络的升级ꎬ实现海洋观测监测信息的实

及基地的辐射半径控制在 ２５０ 公里范围ꎬ以达到全

时接收与传输ꎮ 形成优势互补、布局合理、自动化程
度高、运行稳定的海洋综合观测监测网ꎮ

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快速反应及有效救助的效
果ꎮ 同时强化沿岸大数据建设和南海数据监测网建

第四ꎬ提高海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 救捞基地

设ꎬ形成较为完善的南海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灾害预

建设) ꎮ 加强南海海上交通管理和海洋通道安全保

警、灾害信息服务、灾害应急决策指挥和海上交通安

障ꎬ严格船舶检验、登记、签证制度ꎬ规范船舶航行、

全保障服务综合体系ꎮ

停泊和作业活动ꎬ加强危险货物管控、交通事故处

３

置、海底障碍物清除的监督管理ꎮ 完善船舶安全救
助信息系统ꎬ更新改造沿海船舶无线电通信设施ꎬ实

海南发展南海海洋产业园区的设想和布

局

现网络化集群管理ꎬ加强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船舶交

海洋产业园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ꎬ通过

通管理系统建设ꎮ 救捞基地是综合性设施ꎬ是监管、

聚集国内外各类生产要素ꎬ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

救助机动力量和油污清除、抢险打捞装备的大本营ꎬ

产业优势ꎬ可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海洋产

是各种船舶靠泊、飞机起降和溢油应急设备、航标、

业集群ꎮ 海南发展海洋产业发展可依托现有海洋经

打捞浮筒等装备的存放维修场地ꎬ并具有业务培训、

济产业基础ꎬ集合“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新形势ꎬ融

实操训练等功能ꎬ拥有用于季节性监管救助值班待

合海南现有海洋经济结构、产业园整体布局ꎬ利用既

命的大中型船舶临时停靠ꎬ设置前沿待命点ꎬ作为基

有的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资源综合利用

地的补充ꎮ

和技术经验的基础上ꎬ通过产业、技术、人力等各种

初步选定海口市和三亚市作为南海救捞、防灾
减灾和预警预报公共服务基地总部所在地ꎬ三沙市
表１
产业园区

莺歌海海洋经济
示范区

资源整合优化ꎬ加强国际化合作ꎬ形成贯穿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的海洋产业带ꎮ

海南重点海洋产业园布局

行政区域

发展方向

建设位置

依托三亚门户机场功能及三亚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ꎬ建设满足 ３

新建ꎬ 通 过 乐 东

千吨级以上渔船停靠的大型渔港ꎬ打造南海远洋渔业基地、海产品精深加工
乐东县

产业集聚区ꎬ重点发展远洋渔业加工ꎬ构建现代渔业物流贸易ꎬ建立南海自贸
试验区ꎬ加强国际合作ꎬ开展世界( 东南亚) 渔业资源的合作开发利用ꎬ完成
优质渔业资源自由进口贸易ꎮ

金牌港海洋经济
产业示范园区

术产业开发区

三亚创意产业园

岛建设满足海洋
示范区需求ꎮ

以船舶制造和临港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港口新区ꎬ国际旅游配套制造产业基
临高县

地、南海海洋石油经济服务基地、海南岛西部工业园区生产性服务基地ꎮ 重
点发展旅游相关装备制造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ꎮ
重点发展海洋生物制药、生物技术产品、海洋保健品、海洋化妆品等ꎬ形成产

海口国家高新技

西南部离岸人工

海口市

三亚市

业化生产ꎮ

药谷工业园

重点推进海洋信息智能产业ꎬ包括海洋通讯为主的智能海洋领域ꎬ发展海洋

海口美安科技新

科技产业中的海洋生物开发、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研发应用ꎮ

城

重点发展海洋环保装备研发和组装方向ꎬ海洋环保新技术孵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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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港海洋经济
示范区
永乐群岛海洋经
济示范区
南沙群岛海洋经
济示范区

４

４.１

三亚市

以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为载体ꎬ重点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油气勘察装
备制造业等产业ꎮ

三沙市

重点发展深海海水网箱养殖产业ꎬ高新海水养殖技术研发ꎮ

三沙市

重点发展深海海水网箱养殖产业ꎬ高新海水养殖技术研发ꎮ

海口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的设想与布局

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名牌大学之间开展实质性合作ꎬ
在桂林洋建立海洋国际合作园区ꎬ承担海洋方面国

加强海洋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

际合作项目、教育项目、留学生教育以及出国留学基

依托海口市及周边地区已建成的产业园区ꎬ如

地建设等ꎬ与周边国家建立多层次、多模式、多区域、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含美安科技新城、

全方位合作ꎮ

药谷工业园、海马工业园、狮子岭工业园、云龙产业
园、海南国际创意港等六大园区) 、桂林洋经济开发
区、海药工业园、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南( 海口) 水产
加工区、金盘工业开发区、老城经济开发区等ꎬ积极
拓展、研发和创新海水养殖技术、远洋渔业加工、新
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海水淡化技术、海洋生物制
药业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技术等领域海洋
科学技术ꎬ建立海洋科学技术国际交流合作对话机
制ꎬ加强与国际海洋科研机构的深入合作ꎬ建立和强
化与印尼、马来西亚、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区域性
重点海洋科研机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ꎬ切实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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