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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海洋经略思想的
历史演进与实践成就

侯 毅

历史昭示我们，海洋关乎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实现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为己任，带领中国人民结束了百年有海无防的局面，实现了向海兴国、依海富国的战略
发展目标，正在向建设海洋强国挺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必然能够实现建设海洋强国
的伟大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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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华民族陷入危境始于海疆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起，高度重视维护海疆主权和发展国家海洋事业，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实
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海疆治理方略和发展海洋事业的策略方针，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一、1978 年以前: 维护海疆主权、发展海洋事业

( 一) 抗击外来侵略，收复海疆主权
鉴于近代以来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陈独秀、瞿秋白等痛感中国国

力衰微、海疆失守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很多重要纲领性文件
和公开发布的政治声明中，都将收复国家海疆主权列为党的最核心的奋斗目标之一。②

1941 年，广东成立了“东江人民游击纵队”，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袭击敌人的海上交通运
输线。纵队针对日军通往广州、香港的海上交通线展开破袭战，削弱了广州、香港作为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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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43—44 页; 瞿秋白: 《瞿秋白选
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5 页。

如: 1922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 、1924 年发布的《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 中国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中国共产党史参考资料》第 3 册，1979 年，第 112 页) 、1927 年发布的
《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中国共产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册，1979 年，第 462 页) 和 1931 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74 页) 等。



后勤补给基地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太平洋战场抗战。1942 年，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了
“海防大队”，后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海防纵队不仅打击了日军，而且开辟了苏中
同苏北、山东、浙东、上海的海上交通线，将大量物资人员运送到抗日根据地。1944 年，
中国共产党在沿海地区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周恩来在演讲中谈及 “敌后
我军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 800 公里，经常有我活动的海岸线，约 6500 公里”。①

解放战争爆发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
斗争方针维护国家海疆主权，主要是阻止美军掩护国民党军队登陆，并捍卫主权。 “紫石
英”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发表声明，强调中国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要求英、美、法
军舰和军用飞机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②

随着解放战争走向胜利，人民解放军快速挺进沿海地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基本解放了大陆沿海主要城市和港口。与旧军阀和国民党政权不同，人民解放军在解放领土
的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一切特权。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 《中央关于外交工
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海关机构，亦应全部接收，派人管理”，同时要求 “塘沽及其他
港口，应实施船舶检查，未经许可，不得出入”。③ 政务院先后制定和通过了 《外籍轮船进
出口管理暂行办法》和 《海港引水暂行通则》等规章，有序收回了引航权。1949 年底到
1955 年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庙岛群岛、海南岛、万山群岛、舟山群岛等沿海重要岛屿，
盘踞在中国领土百年的西方殖民者最终被驱逐出中国。

1950 年，经过协商谈判，中苏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
协定，我国于 1951 年收回大连商港。1955 年，我国军队收回了旅顺海军基地，中国海疆主
权基本恢复。

正是在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结束了广阔海疆有海无防的局面，实现了海疆
独立自主和安全稳定，开启了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海洋、建设现代海洋强国的梦想。

( 二) 反对海洋霸权，捍卫海疆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充满敌意，构建对华

军事包围圈，实施封堵措施。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美国军机、军舰不断侵袭中国沿
海地区领空、领海。党中央多次指示，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打击。毛泽
东在给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中明确提出: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④ 在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国海、空军英勇应敌，对入侵我领海、领空的美国军机予以坚决打
击，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了苏联在旅顺建设长
波电台、共建潜艇部队及派遣军舰进驻福建等要求。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克服种种困难，
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195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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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9 页。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1 页。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
毛泽东: 《坚决打击入侵海南岛上空的美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3 页。



布，规定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 12 海里，强调台湾及其周围各岛和南海诸岛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该声明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规则惯例，标志着我国领海制度的初步
建立，对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①

新中国的缔造者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卓越的胆识和深远的谋略成功地维护
了海疆主权，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为中国在 21 世纪建设海洋强国奠定了基础。

( 三) 建设强大海军，保卫海疆安全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对近代中国有海无防惨痛历史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

实需求，将加强海防和突破帝国主义封锁作为发展海洋事业的核心任务。1953 年，毛泽东
在视察海军时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② 他在同年
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
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
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
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③

在吸收苏联海军装备技术的基础上，我国海军逐步实现了装备的国产化。1963 年，我
国第一艘仿制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 1966 年，我国第一款自行设计的护卫舰 “海口号”
服役; 1968 年开始自主制造驱逐舰。针对苏联对我国技术封锁，毛泽东指出: “核潜艇，一
万年也要搞出来!”④ 经过艰苦攻关，1970 年，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成
功，1974 年正式入列，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装备核潜艇的国家。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海军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军情的发展道路，
建立起军、警、民一体的海防体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幸福提供了安全保障。

( 四) 重视全面统筹，发展海洋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发展需要坚

持经济和军事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时将恢复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提升海洋科教
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⑤
在政策引领下，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很快。以福建省为例，1957 年全省共有渔船 870 艘，总
吨位 22600 吨; 到 1962 年，渔船数量增长至 1800 艘，总吨位 50600 吨。⑥

重视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 “沿海的工
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
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⑦ 上海、广州等地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状态。自 1957 年开

—51—

中国共产党海洋经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实践成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国家海洋局政策法规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法规选编》，海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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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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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 页。
参见杨瑞堂: 《福建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 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67 页。



始举办的广交会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联通世界的窗口。
重视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务院制定的 《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将 “中

国海洋的综合调查及其开发方案”列为 1956—1967 年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1956 年，在
李四光、竺可桢等人倡议下，专门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拟定了 《十二年
海洋科学远景规划》。1959 年底，海洋组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担负起领导、协调
和组织实施全国“海洋科学远景规划”的职责。1958 年至 1960 年，在国家科委海洋组的规
划和组织领导下，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进行海洋普查，参与单位 60 多家。这是我国
自主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洋综合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重视海洋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经中共中央批准，山东海洋学院、大
连海运学院、上海海运学院、上海水产学院、舟山水产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成
立。军队也成立了海军军事学院、海洋航海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科研教育机构，为我国海洋事
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做了技术积累。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由我国自行建造的
万吨轮船、科学考察船、核潜艇等装备陆续下水，我国船舶远洋航行能力不断提升。

为了加强对海洋事业的管理，1964 年中共中央批准设立国家海洋局，负责国家海域、
海岛的开发与管理，海洋科考的规划和管理，海洋环境与海洋权益保护与执法。

中国共产党坚持陆海统筹、军民协调发展的方针，科学合理地制定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
路线方针，推动了我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的进步发展，为改革开放和我国世界海洋大国地
位的确立做好了准备。

二、1978 年至 2012 年: 依海兴国富民、维护海洋权益

( 一) 实施改革开放，发展沿海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党中央在认真分析

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以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重大决策。
1980 年 3 月，邓小平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关于长期计划座谈会上指出: “要发挥比较优
势，扬长避短，要承认不平衡。”① 在“六五”计划中，中央明确提出 “积极利用沿海地区
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内陆地区要加快能
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建设，支援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② 为探索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党
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经济特区，并获得了成功。1984 年，中央决定开
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 14 座城市。1988 年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
议上，进一步明确了沿海地区经济优先发展战略。③

得益于区位优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七五”期间，我国东部地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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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讨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谷牧强调要有紧迫
感既不能丧失良机也不能一哄而起》，《人民日报》1988 年 3 月 5 日。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4%左右，内陆年均增长 7%左右。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引擎，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明确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海地区新一波开放浪潮兴起，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1990年至 1998年，上海 GDP年均增长率为 11. 7%，① 1990 年至 1999 年，广东的 GDP 年均
增长率为 14. 95%。② 外国资金大量进入沿海地区，一方面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快
速发展，另一方面输入了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沿海地区带动下，内地农村富余劳动力
实现了转移，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以海洋能源、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为主的海
洋产业增长速度很快，有学者统计，20世纪 90年代初期，海洋经济平均年增速为 22. 24%。③

正是在党中央科学决策下，沿海地区的生产力得以解放，率先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对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
大会上对经济特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长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
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
了重大贡献。”④ 这充分说明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 二) 开发海洋资源，促进国家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开发海洋资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依海

兴国、依海富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江泽民提出: “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
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⑤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编制完成了《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和 《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等具
有战略指引性质的文件，确立了提高海洋开发综合效益，推行科技兴海，开发和保护同步发
展的海洋开发指导方针。

进入 21 世纪后，海洋成为世界大国之间战略博弈与竞争的重要平台。胡锦涛指出:
“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加强海洋调查评价的规划，全面推
进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开发和经济发展。”⑥ 2001 年，我国编制了
第一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加快发展海洋产业，促进海洋经济发
展，对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⑦ 在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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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 年 3 月 1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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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都将开发海洋资源列为重要工作内容。特别是“十二
五”规划中专门列出一章阐述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根据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应是
“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①

( 三) 发展海洋科技，提升综合国力
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邓小平做出

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93 年，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海洋局等
联合制定了《海洋技术政策要点》，1997 年又专门针对海洋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问题制定了
《海洋应用基础研究计划》，并在“863”计划、“973”计划等国家重点科研规划中列入了很
多关系海洋科技长远发展的项目。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洋装
备制造能力的不断提升。1995 年，我国建造船舶吨位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②

( 四) 推进法制建设，规范海洋开发
改革开放后，党十分重视推进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1997 年召开的党的 “十五大”

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
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
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③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海洋管理政策法规。1982 年颁布了 《海
洋环境保护法》和《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1983 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1986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 1992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2001 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009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为了使涉海法规落到实处，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海洋执法机制不断完善，执法队伍建
设不断加强。198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在广州、大连、上海等城市先后设立海事法院。1998 年，中共中央批准
设置“中国海监总队”，负责对我国管辖海域内侵犯海洋权益、违法使用海域、损害海洋环
境与资源、破坏海上设施、扰乱海上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执法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海洋事业快速发展，用好海、管好海成为时代的要求。党中央审时
度势，在很短的时间内构建起了现代海洋法治体系，为科学用海、依法护海提供了制度保障。

( 五) 参与国际合作，增加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我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多边和双边的海上合作，与其

他国家地区交流不断增多。我国与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海洋领域的合作
协议，与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签署了渔业协议，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等国际涉海组织机构。1982 年，我国作为首批国家签署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1996 年，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先后签署了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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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之 1996 年议定书》 《国际干预公海非油污类物质污染
议定书》和《南极条约》等国际协定。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1998 年全国人大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标志着我国在海洋管辖方面与国际进一
步接轨。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海洋合作，我国在深海大洋、南北极等资源的勘探开发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强。

( 六) 坚定维护主权，务实处理争端
自 20世纪 70年代起，我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出现争议。以周恩来、

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提出了“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提出: “我经过多年
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有
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① 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中国处理领
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与态度，后人将其总结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的提出，体现了老一辈领导人伟大的战略气魄

和外交智慧，这与我国外交政策中 “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也符合国际法的有
关规定。在这一方针引领下，我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就海洋争端展开磋商，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为我国发展赢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是 “主权属我”，对于周边国家无理侵
权行为，我国予以坚决反击。1988 年，我国海军在南海痛击入侵南沙群岛的越南军队，取
得了胜利。

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海军建设发展。1996 年，江泽民在接
见海军党代会代表时指出: “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海洋权益，维护周边
环境的稳定，海军肩负着重要责任。”② 人民海军建立 50 周年之际，他为海军题词“为建设
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而奋斗”。③ 胡锦涛指出，“海军是一个战略性、综合
性、国际性军种，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发展利益中具有
重要地位和作用”。④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人民海军装备
研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 21 世纪后，海军主要装备逐步实现了跨越式更新换代，
大大提升了作战能力。

三、2012 年以来: 建设海洋强国

( 一) 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明确海洋事业发展方向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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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① 的战略目标。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做出更为全面、深刻的阐
释，他指出: “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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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建设海洋强国提
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二是 “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三是
“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四是 “要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②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海洋问题是战略性问题，提出 “海洋事业关
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衰安危”，③ 关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关乎 “中国
梦”的实现。“海洋强国”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党中央对海洋工作的重视程度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正是在 “海洋强国”战略的指
引下，我国海洋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二) 鼓励推进科技创新，建设海洋科技强国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创新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领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

兴和国家的繁荣昌盛，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要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海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海洋经济、实施技术创新关乎国家未来命运。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考察时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关键的技术要靠我们自主来研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
无量”。④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海
洋科技创新发展规划。2013 年科技部发布 《国家 “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16 年国家海洋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 《全国科技兴海规划 ( 2016—2020 ) 》，2017 年
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及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这
些专项规划的出台为提升我国海洋科技整体创新能力提供了政策支撑。

在政策支撑下，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有了明显增长。2006 年，我国海洋科技经费投
入为 10. 77 亿元，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2016 年，我国海洋科技经费投入为 34. 68 亿元，约

—0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 ( http: / /cpc. people. com. cn /n /
2012 /1118 /c64094 － 19612151. html) ，访问时间: 2021 年 2 月 25 日。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人民网 ( http: / /cpc. people. com. cn /n /2013 /0731 /c64094 －
22399483. html) ，访问时间: 2021 年 2 月 25 日。

《海洋事业关系国家兴衰安危 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中国网 ( http: / /ocean. china. com. cn /
2013 － 09 /03 /content_ 29905733. htm) ，访问时间: 2021 年 2 月 25 日。

《习近平谈建设海洋强国》，人民网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1 /2018 /0813 /c1001 － 30225727. html) ，
访问时间: 2021年 4月 3日。



为美国的四分之三。①
除了在经费和硬件条件上予以支持外，我国在科研体制方面不断探索创新，组建了一批

国家海洋实验室，如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南方海洋实验室等，旨在推动海洋科
学技术的发展，聚集和培育优秀科技人才。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海洋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海洋探测技术、生
物资源开发技术、海洋装备制造技术和海洋新材料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与国际
先进水平差距日益缩小，建成海洋技术强国指日可待。

( 三) 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建设海洋经济强国
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

做出指示。2013 年，他在大连考察时指出: “海洋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关系国家兴
衰安危。要顺应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加快培育海洋工程制造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
提高海洋开发能力，使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② 2018 年，他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
之重。”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经济一方面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另一方面转向高
质量发展。根据自然资源部统计资料显示: “2019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8941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6. 2%，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 0%，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 1%。”④ 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船舶、海水利用、滨海旅游等产业发展速度明
显快于海洋矿业、海洋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传统海洋产业。《“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加快海洋生物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打造 “蓝色药库”确定
为重大发展战略。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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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建闽南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集
聚区等。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兴海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也不断提升，我国的海洋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稳中有优的发展态势。

( 四) 加强综合管控力度，建立海洋生态强国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总体布局中，⑤ 党的十九大做出

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提升到衡量社会文明现代化水平的高度。我国海洋面积广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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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我国近海海域污染问题严重，生态环境存在严重问题。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将海洋生态治理列入我国海洋事业重点工作内容之一。

2018 年，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海洋是高质
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
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①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严
格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相继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为海洋环境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制度性
保障。

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严格管理，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力度，取得
了显著成效。根据《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统计，我国 2019 年劣四类水域面积为 28340
平方公里，较 2017 年劣四类水域面积 47310 平方公里下降了 40%。②

党中央、国务院还采取多种措施强化了海洋督察制度，督察领域涵盖海域使用管理、海
岛开发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权益维护等领域，有效地管控住了非法填海造地和滥用
海岛资源等问题。

( 五)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担负海洋大国责任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交流日益频繁，海洋作为沟通纽带的作用日渐加

强。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海洋污染等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作为海洋大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海洋全球治理机制，在科研、环保等领域

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改革开放后，我国与近 50 个国家、国际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签署了 50 多个政府间或部门间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开展了一大批富有成
效的合作项目。③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
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基本原则，为加强世界各国联
系，发展国际海上合作提供了新思路。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他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
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
加强海上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
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④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坚持正确义利
观，兼收并蓄各国文明交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的体现，是中国人为解决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给出的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人构建和谐世
界海洋秩序的中国愿景，体现了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充分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
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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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全面统筹大局，维护主权权益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的海洋权益屡受挑战，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菲黄岩岛对峙、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981”平台事件、中韩渔业问题等海洋争端集中爆发。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顶住各种压力，从容应对，以坚定的决心维护
我国合法权益主张，在南海岛礁建设、应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进一步加强海洋维权工作，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涉海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制度建设是
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是构建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我国涉海管理部门机构多、层级多、协调工作量大。2012 年，
党中央设立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作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最高层次协调机构，负
责统筹协调我国海洋权益维护工作。① 2013 年，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重组国
家海洋局，整合中国海监等部门机构，组建中国海警局。2018 年，为强化涉海管理工作，
提升涉海管理部门层级，原国家海洋局部分职能划归自然资源部等部委承担，中国海警转隶
武警部队。机构调整大大提升了海洋维权效率，使我国海洋维权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成为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亮点。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海军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
新型战斗机、预警机、反潜巡逻机批量交付，新型舰船陆续服役，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足以应
对任何外来威胁的强大海军。

四、结语

我国近代屈辱史昭示我们，海洋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向海
则兴、背海则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结束了有海无防的局面，实现了向海兴
国、依海富国的战略发展目标，正在以坚定的步伐向建设海洋强国挺进。尽管在建设海洋强
国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遭遇各种障碍，但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
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能够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强国、海洋科技强国、海洋军事强国
和海洋文化强国。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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