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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海洋经济发展布局中，海洋产业园区是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海洋创新能力提升的支撑载体。目

前，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的海洋产业园区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海洋产业园区布局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十三

五”期间是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时期，促进海洋产业园区进一步优化布局，是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

重要课题之一。对我国现有海洋产业园区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海洋产业园区空间

架构及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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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业园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加快海洋产业发

展，以海洋资源或涉海空间为依托，在沿海或沿江地区通过

政府主导、规划引导所设立的产业发展管理区或通过市场机

制形成的优势产业集聚区域，是海洋产业布局最基本的依托

载体和空间组织形态。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的海洋产

业园区体系，海洋产业园区在促进海洋产业要素集聚、加快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优化海洋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为

国家战略，并对海洋经济转型提升、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拓展

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战略

的关键时期，促进海洋产业园区进一步优化布局，是实现我

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政策工具和重要抓手。

一、我国海洋产业园区空间布局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 1983 年设立第一个涉海国家级产业园区以来，我国

已形成由涉海国家级园区、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和其他类型海

洋产业园区组成的多级别、多层次的海洋产业园区体系，其

中涉海国家级产业园区( 包括涉海国家级高新区、涉海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涉海国家级新区、涉海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等) 51 个，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 7 个，海洋特色园

区近 200 个，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海洋经济转型、海洋

科技创新驱动发挥着重要的拉动力、支撑力和先导作用。
( 一) 我国海洋产业园区空间分布现状

在空间分布上，我国海洋产业园区大致呈现“三片一带”

的格局，包括北、东、南“三片”和沿海岸线的“一带”，在空间

上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密度，产业上形成了较为多元和协调

的结构。
1. 海洋国家级产业园区分布:“三片”协同并进

北部片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共有 22 个涉海

国家级园区，占全国涉海园区总数的 37. 1%。这一片区海洋

产业集群化特征明显，船舶制造与海工装备、海洋化工等产

业链较为完备，总体竞争力较强。2015 年北部片区海洋生产

总值 23437 亿元，占全国的 36. 2% ①。

东部片区包括江苏、上海和浙江，共有 11 个涉海国家级

园区，占全国涉海园区总数的 27. 0%，是我国临港工业、船舶

制造与海洋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域，重点产业优势突出，产

业外向性较高，创新能力较强。2015 年东部片区海洋生产总

值为 18439 亿元，占全国的 28. 5% ①。南部片区包括福建、广
东、广西和海南，共有 18 个涉海国家级园区，占全国涉海园

区总数的 26. 4%，2015 年该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 的

35. 2% ①。这一区域海洋产业园区起步较晚，涉海产业结构

呈现多样化，布局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园区主要集中在

福建、广东，仅广东海洋产业增加值就占了全国的 22%、整个

区域的 64%左右。但考虑到这一区域区位特殊，海洋资源丰

富，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①数据来源: 国家海洋局，2015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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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特色园区:“一带”助力

目前全国有海洋特色园区近 200 个，面积超过 20000 平

方公里。这类园区是依靠市场力量或是地方政府培育形成

的、以一个或者几个海洋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聚集形成的专

业化园区，部分海洋特色园区实际上是一些涉海国家级产业

园区中的“园中园”。相对于涉海国家级产业园区，海洋特色

园区规模较小，产业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产业优势和较强

的竞争力，产业聚集、科技创新溢出效应明显。在空间分布

上呈现出显著的沿海岸线分布的带状特征，对海洋资源和涉

海空间的依赖程度更高，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 二) 海洋产业园区布局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园区布局缺乏统筹规划和政策设计

由于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权批准设立涉海产业园

区，全国在海洋产业园区布局上难以有效统筹和规划，园区

布局及产业发展协调性、协同性较差，造成园区重叠交叉布

局、管理体制不顺、政策冲突等问题。而在国家层面也还没

有制定促进海洋产业园区发展的专门政策，海洋产业园区投

融资机制比较单一，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难以满足园

区发展的融资需求。
2. 园区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

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制定海洋产业园区土地利用评价

指标体系，对海洋产业园区的单位土地投入及产出强度没有

具体的标准规定，一些海洋产业园区规模偏小，产业链短，产

业关联和协同关系较弱，产业之间的网络关系未能真正形

成。据测算，在近 200 个海洋特色产业园区中，有 20% 左右

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约 30%的园区工业产值不超过 100

亿元。投入产出强度低、土地资源利用率较低、产业集聚效

应不明显等问题仍在困扰着一些海洋产业园区的发展。
3. 区域之间、园区之间存在产业结构趋同、同质化竞争

现象

我国海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产业起点和定位相对偏

低，受制于现有的产业基础和技术，以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

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园区比重大。大部分沿海省份涉海园

区的主要产业都集中在临港石化、船舶制造、海工装备制造、
海上运输、港口物流等传统产业，在以优惠政策为主要内容

的项目招商上各自为战，在产业上存在结构趋同、同质化竞

争、相互挤压发展空间等问题。
4. 技术创新投入不足，核心竞争力偏弱

我国海洋产业园区技术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创新能力较

弱。2014 年全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经常费用仅占全国研发经

费的 2. 2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0. 49%，大大低于全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D) 经费投入强度(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

比) 2. 09%的水平②③。一些重点海洋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国

外先进水平比仍有较大差距，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水

利用等领域的很多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主要部件必须依赖

进口，国产化配套率低。

5. 园区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形成

由于国家级、省级涉海产业园区的科技机构分别属于国

家与地方的不同系统，在一些海洋科技重大项目的研发上难

以有效协同，园区内涉海企业之间、涉海企业与科研机构之

间缺乏充分合作的平台，海洋创新资源、技术信息等难以有

效共享和充分利用，以致一些高水平、高级别的海洋科研机

构也难以研发出与其地位相称的技术成果。

二、“十三五”期间我国海洋产业园区空间架构

“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

战略的关键时期，按照集聚发展、集约布局、产城融合、陆海

统筹、区域协调和生态优先等原则，我国海洋产业园区应以

现有“三片一带”的布局为基础，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发展

一批海洋产业发展核心区，建设多个国家级海洋金融中心和

沿海、沿江海洋产业带，构建起以“两带三心五圈”为支撑的

海洋产业园区“多轴多中心”格局。
( 一) “两带”发力———沿海主轴带、沿江次轴带

1. 沿海主轴带

以我国自北向南将近 2 万千米的海岸线为依托，构建由

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海南等 1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54 个地级市组成( 不含上

海、天津的区县，下同) 的海洋产业园区主轴带，包括环渤海

湾、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和珠江三角洲 4 个主要区域。
2. 沿江次轴带

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4 省 2100 多千米长江沿线为

依托，构建以航运、海洋船舶、海工装备产业为主的沿江海洋

产业园区次轴带，重点建设海洋工程船舶研制基地、海洋工

程总装制造基地、船舶配套设备制造基地、深海机器人生产

基地。
( 二) “三心”引领———建设天津、上海和深圳国家级海

洋金融中心

通过政策创新、产业聚集、产融结合和国际合作等，依托

区位条件优良、交通网络发达、经济外向度高、海洋产业规模

大、海洋金融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天津、上海和深圳，吸引

海洋经济总部基地、海洋金融与高端服务企业聚集，建设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家海洋金融中心，分别为北部、中部、南部

省份的海洋产业园区提供资金保障、金融服务和发展驱动

力，引领全国海洋产业园区优化布局。
( 三) “五圈”支撑———提升“五圈”涉海产业园区竞争力

1. 环渤海海洋产业园区圈

环渤海海洋产业园区圈由辽宁、河北、天津、山东 4 省

( 直辖市) 17 个沿海城市构成，重点任务是推进海洋传统产

业园区改造、转型与提升，加快海洋新兴产业园区做大，健全

海洋产业链和产业配套体系，提升海洋产业园区集群化水平

与竞争力。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1) 建设水产品健康养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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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库。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4 年全国科技经费

投入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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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升发展特色水产品与精深加工产业园区; ( 2) 整合大

连、天津、秦皇岛、唐山、黄骅等港口资源，提升航运中心和港

口物流园区; ( 3) 提升产业与技术优势，提升以大连、青岛为

中心的国家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 4) 推进海水淡

化、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建

设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 ( 5) 整合海洋旅游资源，加快发

展国际滨海休闲度假、邮轮游艇、海上运动等高端海洋旅游

业，建设具有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海洋文化和体育产业基

地; ( 6) 加快船舶融资租赁、船运保险、资金结算等海洋金融

业务发展，建设天津海洋金融中心。
2. 长江三角洲海洋产业园区圈

长江三角洲海洋产业园区圈由江苏、上海、浙江 3 省( 直

辖市) 10 个沿海城市构成，应重点加快推进海洋金融中心建

设，扩大海洋装备、海上航运业、海洋服务业等产业园区竞争

优势，提升海洋产业的附加值、外向性。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1) 发展集约化生态水产养殖园区和海洋生物资源精深加工

区，建设泰州、连云港、大丰、启东海洋生物产业园区; ( 2) 提

升船舶自主设计制造能力，集中发展上海、江苏新型高端海

洋船舶和高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地; ( 3) 加快海

水利用业发展，建设国内领先水平的海水资源开发利用产业

化基地; 壮大南通、盐城、连云港海上风电基地和盐城风电装

备园区; ( 4) 整合港口资源，完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大

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和集装箱干线港建设，建成我国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④、航运中心和现代物流枢纽; ( 5) 壮大海洋

服务业，完善上海航运交易所服务功能，开展船舶交易签证、

船舶拍卖、船舶评估等服务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海洋金融

中心; ( 6) 发展湿地生态旅游、生态休闲旅游区，培育发展海

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3. 海峡西岸海洋产业园区圈

海峡西岸海洋产业园区圈由福建、浙江、广东 3 省 10 个

沿海城市构成，重点扩大闽台海洋产业园区合作，发挥海洋

生态和海洋文化特色，提升船舶修造、海工装备、海洋精细化

工、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园区的规模水平。主要发展方向包

括: ( 1) 依托独特的生态型海水养殖和闽台合作优势，建设海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区; ( 2) 提升建设船舶修造、海工装备研

发和制造、海洋精细化工等产业园区; ( 3) 发展海洋药物和生

物制品产业园区，建设厦门、福州、泉州等海洋药物及生物制

品生产基地; ( 4) 发挥港口群优势，扩大国际物流业务，建成

现代港航物流园区; ( 5) 提升特色海洋文化资源优势，发展高

端旅游度假区。
4. 南海海洋产业园区圈

南海海洋产业园区圈由广东、广西、海南 3 省 17 个沿海

城市构成，重点推进海洋特色产业园区整合提升，加快海洋

新兴产业及服务业园区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和海洋现代服务业基地。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1)

大力发展生态养殖、特色品种养殖产业园，建设水产品精深

加工及配套服务基地、西沙渔业生产服务园区; ( 2) 推进深海

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研发与生产，建立深海勘

探与海洋新能源开发设备制造园区; ( 3) 提升大型船舶设计

制造能力，建设广州、江门船舶、海工装备及配套产业基地;

( 4) 发挥港口群综合优势，建设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物流

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 ( 5) 发展以海洋金融为主的海洋服务

业，建设深圳国际海洋金融中心; ( 6) 发挥海洋文化和海洋旅

游资源优势，建设珠江口滨海度假与海上运动基地、海南国

际旅游岛和环北部湾滨海跨国旅游基地。
5. 中部沿江涉海产业园区圈

中部沿江涉海产业园区圈主要由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4 省构成，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应充分

发挥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制造业产业优势，

借助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机遇，建设优势海洋产业集群，打

造沿江海洋经济增长极。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1) 建设形成

以长江航道为主轴、干支线水系畅通的长江中游内河航运体

系，打造集现代航运物流、综合保税服务、临港产业开发为一

体的长江航运中心; ( 2) 构建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层次分明、
紧密协作的长江中游港口群，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 ( 3)

壮大武汉、荆州、九江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建设全

国最大的海洋工程船舶研制基地、海洋工程总装制造基地、
海工装备研发设计中心、船舶配套设备制造基地; ( 4) 加强长

江沿岸旅游合作，整合旅游资源，打造长江生态文化旅游和

沿江休闲旅游带。
三、促进海洋产业园区优化布局的对策建议

海洋产业园区是我国创新政策、产业政策、海洋政策和

区域政策的交汇点与支撑点，根据我国海洋产业园区布局目

标与空间架构，“十三五”期间，我国应实行促进园区集群化

的政策导向。
( 一) 促进海洋产业园区协调布局与集约发展

宏观层面上，应突出每个区域海洋产业发展的特色与优

势，对一些目前海洋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但海洋资源丰富、发
展潜力大的地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国家级海洋产业

园的优先布局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海洋产

业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中观层面上，应推进海洋产业园区

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体

系发展规划有效衔接，海洋产业园区功能定位与城市发展合

理对接，引导海洋产业园区依托现有临海、临江城市群集中

布局。微观层面上，引导海洋产业园区内企业按产业链上、
中、下游进行布局，形成产业链聚集区，共同发展产业服务配

套，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产业园区

的资源配置能力、产业吸纳配套能力、综合成本消化能力和

辐射带动能力。
( 二) 强化园区项目招商区域协调机制建设

对于我国来说，协调好省与省、市与市、园区与园区之间

项目招商上的恶性竞争是海洋产业园区优化布局的重要基

础。建议对涉及国家海洋产业布局有关键性影响、跨省( 直

辖市、自治区) 园区布局的重要企业、重大项目招商，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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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牵头统一组织对外招商、统一发布优惠政策。同

时，编制国家级海洋产业园区项目招商目录，组建专门招商

机构，依据不同区域、不同海洋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及

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开展园区招商、产业链招商、龙头企业

招商，对国家级重大招商项目，做好“一站式”服务，确保项目

落地。
( 三) 控制好海洋产业园区布局的生态和环保底线

促进海洋产业园区布局规则与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生态

环境容量、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合理衔接，新设立海洋产业园

区必须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的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 加大海

洋产业园区生态和环境保护投入力度，支持现有园区加快园

区循环化改造步伐，大力采用现代化生态技术、节能技术、节
水技术、再循环技术，构建有利于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的

产业链; 加大园区现有企业污染治理力度，关闭退出污染大、
能耗高的企业，对园区生活、工业污水、固体废弃物全部进行

无害化处理。
( 四) 统筹安排园区用地用海政策

强化海洋产业园区用地用海的统筹安排是优化园区布

局的保障。“十三五”期间，应以海洋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和

主导产业为依据确定土地资源利用的方向，对海洋产业园区

集中建设的用海项目实行整体规划论证，执行建设项目用海

预审制度，定期开展海洋产业园区项目用地清理，对于土地

闲置、改变土地用途性质或建设内容的园区予以收回或征

费。同时，推进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规划、海洋功能

区划、海洋园区布局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多规合一”，对于

列入国家级海洋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的园区及高产出、高技

术、低能耗、无污染的项目，优先保障用海用地需要。
( 五) 实行有利于海洋产业园区优化布局的投融资政策

完善海洋产业园区投融资政策，是通过资金流动引导海

洋产业园区实现优化布局的保障机制，既能提高资金配置效

率，又能促进海洋产业园区在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上更加均

衡合理。财政政策方面，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海洋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科技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重大平台项目及“走出去”的龙头企业，综合运用政策性奖

励、财政补助、贴息贷款、设立海洋产业园区专项发展基金等

方式加以支持，同时兼顾传统产业园区提升改造项目。金融

政策方面，优化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拓宽信贷投放渠道，

加大对海洋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大型装备拓展市场项

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船舶制造企

业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企业上市、发行

债券或短期融资券直接融资，推广 BOT、PPP、BT 等新型融资

方式; 开展在建船舶抵押、海域使用权抵押、出口退税账户质

押、应收账款质押，支持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专利

权、商标权、排污权等抵押、质押融资，拓展海洋装备及船舶

融资业务，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提升等方式灵活、多样地

为海洋产业园区提供资金支持。
四、结语

海洋产业集群化发展是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升我国海

洋产业竞争力的优先方向。基于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园

区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和发展问题，“十三五”期间，为

打造以“两带三心五圈”为支撑的海洋产业园区“多轴多中

心”格局，促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应积极构建以创新为中

心、以集群为抓手的海洋产业园区网络，在规划指导、组织管

理、用地用海、资金保障、科技人才支持等方面为园区提供保

障和政策倾斜，使未来海洋产业园区的布局设置与区域经济

发展相适应，与生态环保相协调，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实现集

群集约发展，成为沿海地区经济的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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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industrial park is the important support in developing marine economics，adjusting marine in-
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marine innovation capacity. At present，China has formed a multi － level marine in-
dustrial park system to some extent. But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rine industrial park
cannot be ignored. The“13th Five － year”is the critical period to implement Ocean Power Strategy and“th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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