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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海洋传统产业还是海洋
新兴产业，蓝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
技进步。

“2011年至 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
发展指数从 105.4 增长到 131.3，年均
增长 3.5%，其中 2018 年增长 3.2%。
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质量进
一步提升。”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
何广顺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
业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持
续增强，我国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1年的 47.2%
提高到 58.6%，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其中，2018年海洋旅游业全年实现增
加值 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3%，对
海洋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效发
挥。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洋生物
医药、海水利用等新兴产业成为海洋
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8 年海
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0.4%，高于
同期海洋经济增速 3.7个百分点。

从海洋经济的质量来看，随着市

场新活力不断激发，涉海企业经营效
率、盈利能力较快提升，增幅进一步
扩大，海洋经济生产效率持续平稳提
高，2018 年海洋劳动生产率是 2011
年的 1.7倍。

“科技创新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
的有效支撑。”何广顺介绍，2018年重
点监测的海洋科研机构中，科技活动
人员数量比 2011年增长了 20%以上，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 2011年增长近
90%，专利授权数是 2011年的 3.5倍。

“新技术能够显著地推进产业发
展。比如，海洋产业产业链长、跨度
大，涵盖了各个领域以及各种规模的
企业，通过云计算的普及和赋能，就
可以更方便地实现产业链企业之间
的协同。”SAP（思爱普）中国区副总
裁尹锦明说。

新技术正作用于各传统产业，
“智慧海洋”也因此被寄予厚望。什
么是“智慧海洋”？实际上就是将海
洋工业化与海洋信息化有机融合，在

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海洋生态
等方面深度发展。

在海洋航运业和船舶工业领域，
不少智慧应用已经落地。中国造船
工程学会首席专家方书甲介绍，“比
如从上海港到鹿特丹港，航线有 2 万
多公里，传统航线会绕很多路。不
过，利用‘智能导航’，船舶也能像城
市里的汽车一样，更精准更实时地确
定自己的航线，不仅节约时间，也有
助于节能减排”。

另一个被看好的领域是海洋养
殖业。“通过深远海养殖大型工船发
展深远海养殖，同样需要信息技术的
支撑，才能实现精细化、有效益的养
殖。根据测算，以量化养殖三文鱼为
例，一条船可以养殖 10 万吨，产值超
过 2 亿元。”中船系统研究院研究员
邱伯华说。方书甲则将信息技术运
用 于 海 洋 养 殖 业 称 为“ 高 值 化 养
殖”，比如，通过传感器实现对海洋
环境感知，用大数据分析开展生存生

长特性研究，大大提升了海洋养殖业
的附加值。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
工程学院院长段梦兰非常看好智能化
在海上油气开采上的应用。“智能化装
备有效提升了海上油气开采效率。更
重要的是，通过智能化可以实现无人
平台，使安全性有了巨大的提升，也让
海上油气开采平台可以建设在更恶劣
的环境里，从而拓展开采边界。”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 2019》显
示，当前我国海洋经济正在经历从高
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海洋经
济转型升级持续稳定；在国家创新驱
动战略和科技兴海战略的指引下，中
国海洋科技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
高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在推动海洋经
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
关键共性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创新驱动 引领海洋经济

向海而兴向海而兴 拥抱蓝色机遇拥抱蓝色机遇

近日，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博会”）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海博会聚焦科技创新，涉及海洋产业上下
游 30 多个细分行业，展出了众多彰显我国海洋实力的“大国重器”，涉海新产业、新技术频频登场……当前，我国海洋经济正
在经历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蓝色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方向。1200 个参观名额一抢而空。

“雪龙 2”号亲临现场并举行公众
开放日活动，助力海博会。

“雪龙 2”号受邀在海博会期
间从深圳出发首航南极。作为我
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
破冰船，“雪龙 2”号采用船艏、船
艉双向破冰技术。一位带孩子登
船参观的市民说：“对孩子来说，
有机会登上‘雪龙 2’号参观，近距
离感受中国极地科考事业的进步，
是一次很生动的科普教育。”

创造下潜 7062 米中国载人深
潜纪录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南
海海域成功完成我国首次可燃冰
试采的“蓝鲸 1 号”钻井平台、由我
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自航
绞吸挖泥船“天鲲号”、首艘国产
极地探险邮轮“格雷格·莫蒂默”
号……一系列高端海洋装备模型、
高新技术研发成果在本届海博会
上集中亮相，让参观者集中感受

“大国重器”的魅力。
海博会上，一个笼子状的“庞

然大物”——半潜式渔业养殖平
台“海洋渔场 1 号”模型吸引了参
展者的目光。这是目前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半潜式智能海上养殖装
备之一，由中船重工武昌船舶重工
集团承包建造。平台总高 69 米，
直径 110 米，可抗 12 级台风，一次
可实现养鱼 150 万条。平台集挪
威先进养殖技术、现代化环保养殖
理念和世界顶尖海工设计于一身，
最大的特征是智能化，配备了全球
最先进的三文鱼智能养殖系统、自
动化保障系统和高端深海运营管
理系统及对应的子系统，安装各类
传感器 2 万余个，水下水上监控设
备 100 余个，生物光源 100 余个，把
复杂的养殖过程变得简单和准确。

中集集团旗下渔业科技公司
总经理郭福元说，无论是中国还是
挪威，目前都面临着近岸密集养殖
带来的环境问题。目前两国在渔
业养殖新技术方面有几大趋势：一
个是陆上 ROS系统（机器人操作系
统）养殖，二是近岸封闭式或者半
封闭式环境友好型养殖，三是深远
海养殖。今年 4 月，中集来福士设
计建造的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

坐底式网箱“长鲸一号”交付，目
前正稳“坐”在山东长岛大钦岛海
域。“长鲸一号”模型及其大数据
平台也亮相海博会。工作人员介
绍，“长鲸一号”设计建造的一大
亮点便是水动力自动投饵系统，能
够实现系统定时、定量、高效自动
控制，日常仅需 4 名员工就能喂养
1000吨鱼。

高端海洋装备、高新技术成果
代表着我国的综合海洋实力。在
海博会上发布的《2019中国海洋经
济发展指数》（以 下 简 称《发 展 指
数》）显示，近年来我国海洋科技
创新投入增长迅速，海洋科技产出
成果持续增加。 2018 年重点监测
的海洋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比上年增长 19.2%，专利
授权数量超过 3700件。

在供给体系高质量发展要求
下，一批高科技含量工程、产品和
装备陆续投入使用。港珠澳大桥
完工通车，国内自主研发的治疗老
年 痴 呆 的 药 物“ 甘 露 寡 糖 二 酸
（GV-971）”正式进入上市审评阶
段，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深
海一号”顺利下水，“海洋一号 C”
卫星、“海洋二号 B”卫星和中法海
洋卫星成功发射，为海洋经济升级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张占海
表示，过去 5 年，我国注重以科技
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海洋生物医
药、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快
速增长，平均增速超过 12%，明显
领先其他海洋产业。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副所长李硕从事水下机器人研
制近 30 年。他说，从来没有一个
时期我们国家对海洋的重视超过
现在，海工装备可以说迎来了一个
辉煌的发展时期。我们现在需要
考虑的是，科技投入如何和经济回
报平衡。通过多年的发展，水下机
器人从遥控到自主，从单台设备发
展到集群，航程也从原来的百米级
跨入了千公里级，我们的机器人已
经遍布全球大洋、深海和极地。今
天我们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产业化，
将放在科学家手里的海洋高端装
备转化成国民经济贡献率。

大国重器
彰显科技实力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海洋经
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要坚持创
新驱动，共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坚
持绿色发展，共建海洋生态文明；坚持
合作共赢，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自
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
王宏在海博会开幕式上表示。被称为

“中国海洋第一展”的海博会，不仅是
推进海洋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
重要功能平台，也是促进海洋经济国
际合作的高端经贸平台。

来自 21 个国家的 455 家展商参
展，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9.7 万人
次专业观众参观了展览，来自 2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90 位嘉宾在论坛上
发表了真知灼见。今年的海博会，成
为全球海洋领域国际组织和国外政
府高级官员、专家学者、涉海龙头企
业高管展示海洋经济发展成果，分享
研究、治理、安全等方面经验和见解
的盛宴，为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
智慧与活力。

《发展指数》显示，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积极融入

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2018 年我国
积极拓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经贸往来，贸易额达 1.3万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2.6%。一批中国企业承
揽国际涉海项目，海洋领域经贸合作
不断深化。

在海博会主论坛——全球蓝色
经济合作伙伴论坛上，张占海表示，
我国更加注重以共建蓝色伙伴关系
促进对外开放合作。积极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国投资的瓜达尔港、
亚马尔等标志性项目取得积极进
展。中国与欧盟建立了“蓝色伙伴关
系”，深圳积极推进“中欧蓝色产业
园”建设。同时，坚定不移地扩大对
外开放，吸引了各国企业到华投资，
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其中德国巴斯夫
在广东湛江的投资达 100 亿美元，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资项目。

柬埔寨环境部副部长杨·索帕拉
表示，柬埔寨希望和世界各国一起，
尽全力保护海滩、沿海资源、海洋生
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共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塞舌尔政府蓝色经济首席秘书
肯尼思·拉康博说，一直以来，塞舌
尔重视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与世界银
行等组织合作，以绿色的方式开发海
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希望与合作
伙伴一起，在蓝色经济发展方面携手
共进。

斯里兰卡灌溉和水资源管理部
辅秘维马拉维拉希望，可以吸引世界
各地的更多投资者参与斯里兰卡渔
业发展。

招商局集团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招商局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崔军说，招商
局在积极投身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建设过程中，努力构建多层次
的蓝色伙伴关系，与吉布提和多哥政
府 签 署 了《战 略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项目创
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受到了东道国的欢迎。王崔军表
示，下一步招商局将以“一带一路”为
指引，发挥自身在设施联通方面的综

合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海
洋强国的重要战略贡献智慧和方案。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
世界 155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实质性
业务，在 121 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
机构 240 个，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
的“一带一路”海洋经济对外合作主
力军。中国交建总裁宋海良说，中国
交建是港口建设的领军者，海工装备
的代言者，推动产业“走出去”的临
海产业园区运营者。中国交建愿意
继续深化海洋经济国际合作，推动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海博会期间，来自全球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嘉宾参展参
会，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世界海
洋强国，部分海洋经济新兴国家和共
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海国
家。蓝色经济国际联盟成立，170 多
家中外企业加盟。蓝色经济和海洋
空间规划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中国
与 12 个太平洋岛国结成发展蓝色经
济、编制海洋空间规划和培养海洋人
才的“蓝色伙伴关系”。

蓝色伙伴 共享合作成果

本文综合自新华社、中国海洋
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等报道

（上接第 1 版）
2018 年 1 月 28 日 18 时 30 分，“桂

通拖 005”船和“桂通拖 25”船拖带“南
砂 432”船等 3 艘船舶航行至黔江武
宣三门洲水域时，“南砂 432”船发生
触礁，导致事故船舶左舷尾部船舱破
损进水。武宣县水上搜救中心接报
后，武宣海事处处长兼武宣县水上搜
救中心副主任梁伟及时启动应急反
应，并同时乘“海巡 10653”船赶赴现
场，制定有效施救方案，成功将“南砂
432”船上 5 名遇险船员转移，并将险
情船舶移至安全水域靠泊。

“梁伟作为基层一线海事处长，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尽心尽责，带领
一帮年轻人，不辞艰辛、不畏困苦，
在水上搜救和处置险情工作中模范
展示了一名基层海事工作人员的精
神风貌。”卢闯向记者介绍，经过 1
年零 10 个月的奋进，来宾海事局以
上率下，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
引领作用，树立“干事”工作理念，培
养了一批有责任心、有干劲的后备
力量，积极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
斗堡垒和党员的旗帜作用。

态度决定成效，起步影响结果。
今年以来，来宾海事局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重点，

提高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责任、强化
政治担当，坚持稳中求好、稳中快进
工作总基调，全面推进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着力提高
党总支的建设质量，为加快推进来宾
海事建设，全面提升事业发展水平，
为开创来宾海事事业新篇章提供了
坚强的政治保障。

与此同时，来宾海事还积极推进
文化品牌建设——推出了以“把心放
在廉上，把廉放在心上”为核心精神
的“心·廉”廉政文化品牌以及以“壮
美·来海”为核心的职工文化品牌。

秣马厉兵
海事业务稳步推进

今年 7月 25日—26日，为保障水
上交通安全，来宾武宣海事处、桂平
海事处开展了水上联合巡航，对长期
脱管船舶、船员不按规定穿着救生
衣、船舶配员不足等情况进行重点检
查。参加巡航的交通运输部优秀党
员、部海事局优秀党员、武宣海事处
副处长丁张平向记者表示：“在洪水
频发季，局领导和我一起在基层办事

处盯守，让我们绷紧‘安全弦’。这
是本月第 4 次水上联合巡航，共出动
执法人员 19 人次、船艇 4 艘次，检查
船舶 48 艘次，查处船舶违法行为 3
起。联合巡航有效地遏制了水上交
通安全隐患。”

武宣海事辖区有一段被称为“魔
鬼航道”的勒马航道，水流急、落差
大、流态紊乱，安全形势严峻。面对
监管任务繁重、水运环境复杂的工作
现状，丁张平以身作则，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和同事们一起
面对困难与压力，勇敢前行。他具备
青年同志肯干、能干的特点，同时又
避免蛮干、乱干的弊病，向领导积极
建言献策，提出推行以老带新，加强
规范、制度建设的建议，通过规章制
度推动部门“三化”建设工作，高效
地行政履职。现在，武宣海事处里每
个人在面对复杂水情和紧急情况时
都能独当一面。

为了进一步落实好海事服务，来
宾海事局根据“一事通办”的相关要
求，完成了“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
的编制，并且能在特殊情况下“上门

服务”——
4 月 13 日，武宣海事处在辖区安

全检查时，发现有 3 名水上加油站工
作人员未持有特殊培训合格证，更为
棘手的是，广西地区并无该项目的培
训机构。针对这种情况，来宾海事局
主动联系广东佛山的特培机构，为加
油船工作人员争取到参加培训的机
会。在来宾海事的帮助下，3 名工作
人员顺利取得了合格证，辖区内水上
加油站未持特陪证书上岗的安全隐
患得以消除。

目前，来宾海事从业务锻炼、人
才培养、制度完善、服务优化等方面

“四管齐下”，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兴局
智慧海事建设再提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建局以来，来宾海事局注重将海

事工作与高科技相融合，大力推进智
慧海事建设，海事工作高质量发展成
果显著。

7 月 5 日 ，来 宾 海 事 局“ 海 巡
10671”船列编仪式在武宣巨龙码头举
行。卢闯向记者介绍，这艘海巡船是
广西内河最先进的 20米级海巡船，配
备了船载光电跟踪取证系统、船载移
动视频监控系统、多功能雷达、高精度
导航终端和卫星电话等先进设备，是
一艘集巡航执法、应急救援、决策指
挥、教育实践于一体的多功能巡逻船。

10 月 21 日，横卧于黔江之上的
大藤峡将开启蓄水工作，“魔鬼航
道”随着水位提升也将告别历史。届
时，“海巡 10671”船将发挥更大的作
用。来宾海事局副局长廖广斌对记
者说：“‘海巡 10671’船的投入使用，
将进一步增强来宾海事局辖区通航
水域范围内执法船舶的整体实力，实
现综合指挥、海事监管、事故调查、
人命救助和应急处置等能力的一体
化，极大提升水上突发事件的快速反
应能力，标志着海事执法装备现代化
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将更好地为服
务地方水运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与先进的海巡船配套升级的，是
更加精准的电子巡航系统。

2018 年下半年起，来宾海事已将
广西智慧海事监管服务平台应用到
电子巡航工作中，并根据黔江航运干

线航行规则在辖区内划定了电子报
告线 3条，记录了近 12万条船舶进出
区域信息；划定了桥区水域禁止追越
区、水资源保护区、禁航区等管制区
域 10 处，发现约 1000 例触犯预警规
则的异常情况，均通过相应手段进行
处理；使用船舶轨迹回放功能协助事
故、险情调查 18 例；通过重点关注船
舶管控功能参与船舶协查 2 次。“广
西智慧海事监管服务平台的应用极
大地提升了海事服务效率，降低了行
政成本，来宾海事的业务能力得到了
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廖广斌说。

下一步，廖广斌介绍，会在“智慧
海事”系统中接入雷达信号和 CCTV
信号，形成 AIS、雷达和 CCTV 信号覆
盖，充分调用资源达到“看得见”的
目标，实现全方位的“智慧”管控。

对于来宾海事局的发展，卢闯充
满信心，他表示，来宾海事将在稳健
扎实的党建工作的推动下，更加奋进
拼搏，更加守正创新，围绕交通强国
战略，坚定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和
广西海事“11126”工作思路，以更昂
扬的斗志推动来宾海事高质量发展，
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以更强大的科技后盾谱写交通
强国海事篇的美好画卷。

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

▲海湾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