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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陆地空间基本耗尽的背景

下，海洋为广东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

广大的空间。理论上，在海洋强省的战

略下，海洋经济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海洋GDP应占到GDP总量的30％~
40%。2013年广东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仅

占广东生产总值的18%，尽管广东海洋

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发展空间较大，

可是广东海洋经济却呈现出增长乏力、

结构调整困难以及发展动力不足等问

题。本文梳理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现

状，并从发展基础、发展空间、创新能

力和管理能力四个方面横向比较了广东

与其他省（区、市）的海洋经济发展情

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广东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提出政策建议。

一、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一） 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稳步上

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自 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经济生

产总值稳步上升，2012年海洋经济生产

总值突破万亿元，2013年约达1.13万亿

元。然而，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经济

2017年第4期

第33卷（总第284期）

改革与战略

REFORMATION & STRATEGY

NO.4,2017

VOL.33（Cumulatively,NO.284）

2017.04.026

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省际比较
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向晓梅，张拴虎，吴伟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 广东海洋经济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新常态特征。尽管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基础好，发展空间大，但与我国其他地区

的海洋经济相比，其面临着经济增速下降、结构调整缓慢、发展动力不足、产业升级受阻等困境。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要利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构建现代海洋经济体系，加快数字化建设和开创海洋经济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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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dong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s an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new normal feature. Although

Guangdong ha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Guangdong is still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lack of motive forc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Guangdong is facing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so on.

Guangdong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use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build a modern marine

economy system,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nd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the oce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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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广东经

济发展速度度呈现出高度相关性。

（二）广东海洋就业人口数量、万

吨级泊位数量逐年增加

2008—2013年，广东海洋就业人口

增加了 70多万，每年吸引新增就业人

口 10 万多人，这不仅解决了就业问

题，还奠定了海洋经济发展的良好基

础。广东沿海港口万吨级泊位数量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2008—2013年新增万吨

级港口泊位数 60个，平均每年增长 10
个，万吨级港口泊位数为第二和第三产

业海洋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和空

间较大

广东未开发海洋领域比例较高，

2008—2013年广东海洋养殖面积仅占可

养殖面积的20%多，未来海洋新生物品

种养殖具有很大空间。单位海岸线海洋

GDP呈现增长态势，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较大。2008年以来，广东单位海岸线

GDP 已由 2008 年的 1.416 亿元增长到

2013年的 2.742亿元。但 2011年起，广

东单位海岸线GDP的增长速度放缓。

二、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

省（区、市）的比较

（一） 海洋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

比较

1．海洋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增长速

度发生分离。我国 11个沿海省 （区、

市）中，广东海洋经济总量稳居首位，

这是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广

东海洋经济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存在高度

相关性。速度方面，2013年广东海洋经

济增长速度仅有 7.40%，低于广东GDP
的增长速度，在 11个沿海城市中排名

倒数第五，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排名前三

名，天津、广西和海南依然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意味

着广东海洋经济与广东外向型经济的高

度相关性，世界经济冲击影响了广东海

洋经济的发展。

2．广东海洋经济结构相对合理，

海洋经济占GDP比重及海洋经济中第三

产业占比与个别沿海省份相比还有一定

差距。产业结构方面，广东海洋经济的

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基本呈现出第

二、三产业并驾齐驱的均衡发展格局。

但广东海洋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式还比较

传统、粗放，海洋经济占GDP比重及海

洋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与个别沿海省份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天津、上海、海南

和福建的海洋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要高于广东，其中，2013年天津达

到 31.7%，上海接近 30%，而广东还不

足2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广东经济

规模大，另一方面是天津、上海属于直

辖市，而海南和福建本身经济体量小。

此外，广东海洋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占比

低于上海和海南，上海海洋经济第三产

业主要体现在港口现代服务业，海南主

要体现在旅游业，这说明广东海洋经济

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3．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空间较

大。2013年广东单位海岸线GDP排在

11个沿海省（区、市）的倒数第五位，

且 2008年以来一直是第五位。关键问

题是与天津、上海比较差距太大，天津

和上海单位海岸线的海洋GDP接近每公

里 30亿元，是广东的 15倍左右。不仅

如此，相对河北、江苏和山东，广东也

还有较大差距，它们是广东的 1倍。广

东海洋经济规模、结构具有先发优势，

速度呈现出中等态势，但相对于天津和

上海，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效益弱势较

为突出。因此，未来广东海洋经济发展

更要注重质量，提高单位海洋资源的使

用效率。

（二） 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空间

比较

1．广东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空间相

对充足，海洋产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

广东海洋养殖面积和可养殖面积比仅为

20%多，而河北、辽宁、江苏和山东养

殖面积超过可养殖面积，这表明广东海

洋第一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

2．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贡献过

小，而且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沿海区域平

均增长水平，广东海洋生物医药、新能

源和海洋生物品种培养还有很大空间。

广东海洋原油产量逐年增加，产量位居

天津之后，2013年达到1345.3亿吨。广

东天然气产量位居沿海省（区、市）第

一位，海洋化工产品产量低于天津、江

苏、山东，特别是山东，已经超过1000
万吨，而广东还不到 100万吨。广东风

力发电还处于刚起步阶段，未来发展空

间较大。

3．广东港口平台较多，航运物流

发展潜力较大。广东万吨级港口泊位数

居全国首位，2013年达到270个，远多

于上海 156个、浙江 196个。然而，广

东港口货运量小于上海、浙江，货物周

转运输量不仅低于上海、浙江，还低于

江苏，江苏万吨港口泊位数仅为 44
个，这说明广东发展航运物流的潜力较

大，未来海洋经济增长的空间也较大。

4．船舶制造业还处于落后位置，

海洋第二产业不强。2008—2013年，广

东船舶工业处于全国第七的位置，明显

落后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山

东。广东第二产业基数较大更多是原油

产出量，近年来原油保持 1400 多亿

吨，处于第二位，位于天津之后。

（三） 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

比较

1．科技力量仅处在全国沿海 11个
省（区、市）中等水平，而且与上海、

山东等海洋科技力量领先的区域相比差

距较大，科研投入亟待增加。广东海洋

经费收入相对于其他沿海省 （区、

市），还是存在研究经费收入不高的问

题，2013年上海和山东的海洋研究经费

收入分别超过 30亿元，而广东不足 20
亿元。研究经费收入增长速度方面，

2008年江苏几乎是广东的 50%，2013
年江苏研究经费收入超过广东，且突破

20亿元。广东海洋研究经费内部支出与

经费收入呈现相似特征，广东海洋研究

经费支出小于上海、山东和江苏，规模

和增长速度均存在较大差距。

2．广东海洋专利拥有总量小于上

海、山东和辽宁，海洋科技研发能力较

弱，海洋科技成果、先进技术转化为生

产力的周期过长。广东的科技产业多元

化投资和风险投资机制亟待完善，海洋

经济人才层次太低，科技兴海力度有待

进一步加大。2013年广东海洋发明专利

拥有量仅为 527项，只是上海的四分之

一。不仅如此，广东海洋发明专利拥有

量也远远少于辽宁省。2008—2013年广

东海洋发明专利拥有量的增长速度明显

低于其他省份，如江苏由 2008年的 46
项增加到2013年的201项。根据前面分

析可知，辽宁海洋经济发展特点之一是

海域确权工作的力度较大，这可能与海

洋发明专利拥有量有关，因为辽宁海洋

研究的政府投入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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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相比，广东海洋创新能力处

于前列，大部分指标排在第三名，核心

问题是广东与前两名的差距较大，而与

排在后面的差距较小。因此，总体而

言，海洋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海洋经

济创新能力与广东经济以及海洋经济规

模不相匹配。

（四） 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

比较

1．广东海域确权工作要滞后于江

苏、辽宁和山东。2013年辽宁和山东每

年海域确权面积分别达到 14万公顷和

12万公顷，江苏也达到5万多公顷，而

广东仅有 6000 多公顷。关键问题是，

2008—2013年辽宁、山东和江苏海域确

权不是增长，就是基本保持稳定，而

2008年、2013年广东的海域确权面积

明显减少。

2．广东海洋保护力度不及辽宁、

山东和海南。广东海洋开发与保护矛盾

日益突出，污染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压

力增大。2008—2013年广东海洋保护区

数量减少 14 个，保护区面积减少近

2000公顷，而辽宁省海洋保护区面积依

然保持 9860公顷，山东海洋保护区面

积一度下降后，自 2009 年保持上升

态势。

海洋经济开发和海洋保护是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广东海洋经

济发展与海洋保护并不是平行推进的，

且落后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这说明广东

海洋经济发展、陆地经济发展以及海洋

保护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加大

海洋保护力度、提高海洋治理能力是

广东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必须解决好的

问题。

三、新常态视角下广东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困境

（一）海洋经济结构调整较为缓慢

1．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不断降

低，调整速度缓慢。2008年以来，广东

海洋第一产业的比重由 3.8%下降到

2013年的 1.7%。广东海洋第二产业稳

中有升，2013年海洋第二产业比重比

2008年提高 0.7%。2008年广东海洋第

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海洋产业生产总值的

49.5%，2013年该比值为50.9%。

2．海洋经济第二产业结构相对稳

定，出现增长乏力困境。以造船业为

例，2008年广东修船完工量是 112艘，

造船完工数量是 39艘，2011年修船和

造船数量达到最大共 512艘，此后该数

量开始下降。2013年造船和修船完工数

量仅有 353艘。此外，石油开采原油产

量每年约 1400万吨，占广东海洋GDP
的比重较大。2009年广东海洋第三产业

达到52.5%，高于2013年水平。

3．广东海洋新兴产业和高端临海

产业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海洋经济结构

调整的主要路径是新兴产业或高端临海

产业。尽管广东初步形成了以广州、深

圳为核心的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集

群，以及以粤东、粤西海洋生物育种和

海水健康养殖产业集群，但广东还没有

反映海洋生物医药专门的经济统计数

据，这说明广东海洋新兴产业还没有形

成规模。在新能源方面，2008年以来广

东海洋风力发电虽然得到快速发展，

2013年风力发电仅有180万千瓦，规模

偏小。

（二）海洋研究投入需要增大，海洋

创新能力亟须提升

1．海洋研究经费投入不足。2008
年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还不到 10亿

元，2009年则更少，不到5亿元，2013
年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还是不到 20
亿元。在研究支出少于收入的背景下，

2008—2013年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仅

占海洋生产总值的 1.6%~1.8%，达不到

创新驱动研究经费投入的标准。需要说

明的是，广东海洋研究经费收入就是研

究经费的支出。如果按照人均来计算，

广东海洋研究人均经费更少。从统计数

据可以看出，广东海洋科研人员数量是

逐年增加的，2008年广东海洋研究机构

有 2253名研究人员，到 2013年有 3250
名研究人员，6年增加近1000人。2008
年人均研究经费为 40多万元，2013年

增加到 60万元，扣除劳务费用后，真

正用于科研的费用更少。

2．拥有海洋发明专利总量不足。

2013年广东拥有海洋发明专利的总数为

527项，比 2008年增加 160项。总体而

言，发明专利拥有总量与广东作为海洋

经济大省不匹配，与海洋经济强省对科

技创新的要求不相适应。相对于其他领

域的发明专利，海洋研究专利拥有量明

显不足。

（三）海洋管理和保护的效果不明

显，海洋保护任重道远

增长与保护均衡协调是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粗放式经济增

长使得广东海洋生态处于亚健康或不健

康状态。如果长此以往，海洋经济不仅

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还可能成为影

响人们身体健康的源头。

1．海洋生态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

状态。2008年以来，广东海洋生态监控

区基本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海洋

监控区的生态多样性较差，需要保护的

物种达 20多种。2008年广东海洋保护

区有 64个，2013年减少到 50个，海洋

保护区的面积也由 2008 年的 5701 公

顷，减少到2013年的3820公顷。

2．广东海洋确权面积逐年减少。

海洋确权是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保护的

重要条件，广东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

境是，大量海洋资源被闲置，海洋资源

产权不清，对海洋资源管理能力下降，

上述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海洋经济的

发展。

3．海洋污染治理能力和海洋管理

能力制约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发挥。海

洋保护和管理不足是广西海洋经济发展

的另一个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

展思路已经影响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

未来必须加大海洋保护力度和提高海洋

管理能力。

四、广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

建议

当下，要确保广东海洋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首先是要能够认识到海洋经济

发展也进入新常态，且新常态特征更为

明显。如何适应新常态，发挥海洋经济

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产业

升级、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等系

列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具体而言，

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求，增加有效供给，转换发展

动力。

（一）工业2025+海洋经济，构建有

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未来广东海洋产业的发展方向应是

在加快海洋渔业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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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为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提供有利条件。房地产行业的快

速发展以及城镇人口数量的攀升，使得

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土地制度的变

革和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状况有密切联

系，随着城镇化一系列政策落实，农村

土地流转工作得以开展。对土地政策进

行具体调整时，首先，需要确保农民的

居住问题，同时促进小城镇内需的增

长。其次，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农村劳动

力涌入城市，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稳

健发展。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优化时，

主要是基于土地流转模式实现的，这为

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对

土地流转政策进行变革时，需要以城乡

社会一体化发展为导向。

（二）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

关系，促进小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的发展应首先充分考虑当地

的环境容量和生态条件。在小城镇发展

过程中，如果经济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的

失衡、环境的污染、资源破坏等，那就

得不偿失了。生态保护应作为发展小城

镇的一个重要任务，不能仅仅从经济角

度去考量，要协调好生态环境以及社会

经济等要素的关系。政府要制定科学合

理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和乡

村建设、经济和环境建设同步进行布局

规划。要认真做好环境保护规划，从而

为小城镇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

条件。

小城镇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打造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实现低碳经济

的发展目标，加强当地城镇生态系统的

“自净”功能。对于资源浪费大、能源

消耗高、污染严重、工艺技术落后的产

品和产业，要加以淘汰、转产或缩小生

产规模。此外，在资金上，将政府投入

的用于综合治理环境、道路绿化、大型

生态公园绿化等方面的资金加以高效利

用，提高绿地覆盖率，扩大绿化面积，

建设生态型小城镇。

（三）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

配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传统

工业的改组改造要与科学技术结合，尽

量淘汰污染重、占地多等工业产业，引

导乡镇企业规范化、集约化发展，把工

业的重心移向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可以

尝试办厂的集中化，管理的统一化，在

总量上控制污染物排放量，达到集中消

除、控制和治理污染物的目标。生态农

业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导向，是农业与

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大幅度降低

农药、化肥使用量，重点发展节地、节

水、节能的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

绿色食品基地，使生态农业呈现良好发

展态势。总之，小城镇发展最根本的核

心就是不能脱离自身资源优势和产业特

色。因此，应结合当地经济潜力、资源

禀赋、自然条件等因素，构建一个健康

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形成多元经济协调

发展的综合性城镇经济系统，合理规划

小城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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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契机，主动引进国外以及

港澳地区先进的海洋科技技术，积极引

进和扶持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

体而言，广东海洋经济应重点发展以下

产业：现代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

洋航运业等传统优势海洋产业；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生物

制药及海洋生物育种业、海洋新材料产

业、海洋现代信息服务业、海洋可再生

能源产业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临海

石化、临海钢铁、临海能源等高端临海

产业。

（二）互联网+海洋经济，加快数字

海洋建设，促进海洋科技创新

着力推动广东海洋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三链融合取得突破性进展，

推动广东海洋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变，围

绕提升广东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纵深推

进“深蓝科技计划”，以世界眼光和超

前思维，科学选择并重点研发适合广东

实际的六大类海洋高新技术，引领带动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经

济，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开创

海洋经济合作新格局

广东应该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撬动海洋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结合广

东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共促转

型、共育产业、共拓市场、共赢发展”

为战略取向，构建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国家和经济区之间的全新合作机制，重

构面向东南亚乃至国际市场的海洋产业

国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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