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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制定总体规划。以海洋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

了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综述海洋产业园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研究视角，

进一步明确了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提出示范区总体规划应坚持特色化发展的总体定位、创新驱动和

绿色发展的产业规划、海陆统筹和全面融合的功能区划以及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机制创新规划。最后，提炼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背景下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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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已成为

常态，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

化，对于“三农”问题而言，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发

展不充分、农民贫困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尤

其表现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不足，供需匹配能力不协调，供给侧产业结构和产品

结构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对此，2015 年 12 月 24 日

至 25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并写入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授权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加 快 培 育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新 动 能 的 若 干 意

见》，即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的

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

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

面在供给侧”。随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化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热点问题。
农业科技园是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进新

旧动能转化和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2017 年中

央一号文件把提升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水平放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位置上。一方面，农业科

技园的创新能力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支撑。为科学评估和有效提升园区创新能力，彭

竞和孙承志(2017) 在确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评

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基于网络分析法的综合

评价模型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下的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模型
［1］。另

一方面，做强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建设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坚持一区一主导产业，是

95

DOI:10.16011/j.cnki.jjwt.2018.06.010



张 剑，隋艳晖，于 海，刘福江: 我国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探究

农业科技园的高级形态，在培育农业创新主体、集聚

优势科教资源和促进主导产业集群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2018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首个以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题，从国家层面系统指导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文件———《关于

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4 号)》。该文件明确提出，将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为示范区建设发展的

主线，“着力打造农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区和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区”。因此，发掘区域

农业特色或主导产业，聚焦并深入分析影响其发展

的瓶颈问题，科学制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

划策略，对于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海洋产业在

农业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之一。本文以海洋产业为例，立足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探索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的规划思路和途径，以期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

参考和借鉴。
二、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海洋产业对全球 GDP 贡献率的迅速增长，

海洋产业逐渐成为世界各大沿海国家共同关注的重

要领域。各国不仅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海洋发展

战略，而且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和特色领域。
在海洋强国战略的推动下，2011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

值开始超过美国，一直稳居世界首位，并将在相当一

段时期内得以维持
［2］。2016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为 70507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9. 5%，对国

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9. 9%。可见，海洋产业在

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经济步入新

常态以后，要长期保持海洋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就必须尽快解决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这

些问题主要有:

( 一) 供需矛盾突出，外部市场低迷，产业结构

亟待调整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在 21 世纪初就完成了向

“三二一”格局的演变
［3］，但与世界其他海洋经济强

国相比，我国海洋产业中只有以海洋捕捞和海水养

殖为主的第一产业占据绝对优势，而产品附加值较

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美国相比优势不明显，

尤其是在海洋能源开发、风电以及海洋旅游等方面

均落后于美国;相比之下，我国占据首位的渔业、海
盐、造船和交通运输业，极易受到空间资源总量和国

际经济局势的影响与制约，不利于我国海洋产业国

际竞争力长效机制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
( 二) 科技投入偏低，产业集聚较弱，创新驱动

严重不足

科技创新是影响海洋产品供给质量的主要因

素。当前，整体而言，我国海洋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效率偏低，即科技成果转化乏

力，转化速度滞后，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无法满足

海洋产业升级的需求，难以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和

创新驱动型的新兴海洋产业
［4］。

( 三) 区域产业趋同，协调度不高，特色优势产

业不明显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同构化现象严重，不仅违背

了产业活动布局中的比较优势原则，限制了较大地

域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演化，不利于区域产业协同

创新、产业集聚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而且导致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区域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造

成了海洋产业中低端产品过剩与高端产品不足并

存、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
［3］［5］。

( 四) 海洋环境脆弱，近海资源受限，绿色发展

与空间拓展尚需引导

由于多年来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长期

以来的要素驱动、粗放型技术发展模式，我国近海资

源几近枯竭，海洋环境质量急剧下降。在实施大陆

自然海岸线保有率和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的形势下，

海洋产业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生态和可

持续方向发展，其核心是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和生产

方式的生态化
［6］。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向深海和

极地远洋拓展新空间，寻求新资源。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的目标和任务

建设以海洋产业为主题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可以集聚区域优势资源，开展其关键共性技术

集成示范，提高创新产出和成果转化率，实现产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协调好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集聚之

间的关系，促进海洋产业差异化发展和产业升级转

型，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一些

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海洋主题产业

科技园区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相关的研究整体

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例如:黄华梅等(2013) 以大亚

湾临海产业园区为例，提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

建设思路
［7］;张玉强和孙鹤峰(2015) 通过对已建成

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从战略定位、选址布局、竞争

优势、创新驱动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炼出未来我国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主要思路和建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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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体雁和施晓铭(2017) 以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为尺

度，对“十三五”时期海洋产业园区空间架构及布局

进行了研究
［9］。然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

出，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研究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更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根据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国办发［2018］

4 号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围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 一) 示范海洋经济发展，助力海洋强国战略实

施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建成全国海洋产业

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

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进步的示范区、海陆统

筹发展的先导区为目标，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

洋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培育涉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大幅度提升我国海洋经济竞争力，借助“一带一路”
倡议等的实施，引领我国海洋产业“走出去”，助力

海洋强国战略实施。
( 二) 加快新旧动能转化，打造海洋高新技术高

地

通过示范区建设，引进科研单位到示范区建立

研发基地，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略为引领，围绕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开展系统性、
集成性研究与工程化开发，构建和完善我国海洋高

新技术集成创新体系和应用示范平台，提升海洋领

域科研实力。通过发挥示范区的试验、示范和孵化

功能，在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之间搭建转化桥梁，促

进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全面夯实科技创新对海洋

高新技术发展的支撑和驱动作用，全面提升区域海

洋产业的科技水平、装备水平、产业化水平，打造全

国海洋经济领域的产业中心、科技中心、休闲中心、
培训中心和代表中国海洋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展示

窗口。
( 三) 优化海洋产业格局，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

式

做强主导特色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的重点任务之一。对于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而

言，主导产业则是海洋产业，我国沿海各省份应充分

发掘各自海洋产业结构中的优势，优化海洋产业区

域布局。同时，集中优势资源，形成特色鲜明、结构

互补、效益明显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依托海洋

产业龙头企业带动，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

值，进一步提升区域特色品牌效应，培育新业态，打

造新增长极。
( 四) 促进城乡统筹，带动区域农( 渔) 民增收致

富

示范区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农( 渔) 民脱贫致富，

增加就业和提高农( 渔) 民收入。以示范区为助推

器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拓展产业领域和

拉伸产业链条，全面提高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促

进相关行业发展，增加农( 渔) 民收入、扩大就业和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

于缩小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向城市靠拢，使示范区成为区域统筹

城乡发展的样板区。
( 五) 深化国际化合作，提高海洋产业国际竞争

力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利用国际和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布局，全面提升海洋高

新技术示范区的国际化视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先进模式优先在示范区转移示范，快速提升自身

产业和产品层次，提升示范区的国际化水平和区域

海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策略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中，应重点

把握“海”“高”“科”三个关键词，即必须以海洋产

业为主导，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坚持科技引

领和创新驱动，实施高标准建设，培养高新技术产

业，打造海洋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验区和示

范区。
( 一) 总体定位:依据资源禀赋，科学定位主题，

突出区域产业特色

要从我国海洋产业总体布局的宏观层面上科学

找准区域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总体定位。沈

体雁和施晓敏(2017) 认为，目前我国海洋产业的空

间布局表现为“三片一带”，并通过深度分析，提出

进一步优化策略，即构建“两带三心五圈”为支撑的

“多轴多中心”格局，依据现状与资源禀赋，明确了

每个海洋产业园区圈的主要发展方向
［9］;马学广和

张翼飞(2017) 通过偏离—份额的办法对我国沿海

地区四类空间聚类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了区域间海

洋产业结构的优劣和竞争力强弱，最后提出各涉海

省份海洋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构建海洋产业体系的途

径
［10］。这些研究结果为区域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的总体定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示范区

只有在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坚持“一区

一主题”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找准各自海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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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特色与优势，突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因地制

宜地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加强特色优势产业

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才能逐步实现区域间的产业

优势互补与协同创新，才能真正示范引领海洋产业

的创新发展，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一二三产融合、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好驱动带

动作用。
( 二) 产业规划: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导向，

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有研究表明，海洋产业集聚对区域海洋经济分

异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11］。因此，在明确了海洋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科学定位之后，就必须考虑在产

业规划上如何围绕主导产业实现有效的产业集聚，

推动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高

端人才引进，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和科技引领在产业

集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统筹海陆优势资源，推动海

洋产业之间的协同、聚集发展
［4］，打造多个相关高

端产业集群，促进区域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例

如，威海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产业规划中确

立了海洋生物科技产业的核心主导产业地位，据此

重点建设现代海洋渔业、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生物

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四大产业集群，明确园区未来

要打造全国知名的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化基地、引领

区域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转型突破区和辐

射东北亚的国际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合作示范区。但

是，创新驱动战略要与区域海洋产业集聚水平相适

应
［4］，在发挥产业集聚对区域海洋经济带动作用的

同时，还要注意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业集聚度，加

大对海洋生态旅游、海岸原生景观风貌修复和生态

岛礁工程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投入力度，提升海

洋产品供给质量，增强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

力
［11］。
( 三) 功能区划:完善园区功能，建立海陆统筹，

实现全面融合共享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功能区划的目的在于

实现全面融合共享，既包括以提质增效为重点的一

二三产融合，也包含产城、产村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空间与产业融合，即打造新型的“科技 + 产业 + 生

活”社区。在功能分区规划过程中，一方面，坚持以

海洋主体功能区为核心的“多规合一”，统筹陆海的

经济、生态、文化和社会功能
［12］，突出示范区在科技

创新、研发应用、试验示范、科技服务与培训等科技

引领方面的功能，加快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

人员创业平台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等创新驱动

平台，在核心空间区位划定主体功能区、产业优化

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生态保育区，分别发

挥创新驱动、示范引领、产业集聚、供给配套和生态

服务功能，并确保彼此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信息流通。
另一方面，培育创新主体，缩小城乡差距，完善农村

基本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开展人居环境

治理和乡村宜居工程，通过开展区域特色培训基地，

提高农( 渔) 民的职业和技术能力，探索并实施农

(渔)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的机制，保障农(渔)民增

收致富，建立产村、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型社区样板。
( 四) 机制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依托互联网平

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

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水平的重要保障，加大海洋产业发展机制改革力度，

是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机制改革的重点

是海洋产业发展环境、投融资体制、海域资源市场配

置制度、海洋人才培养引进机制等方面
［12］。首先要

转变政府职能，重在引导、规范、监测和评价，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同时，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构建“智慧海洋”
信息化服务体系，融合海产品电商平台和管理服务

平台，建立健全海洋产业电商发展标准体系和智慧

化生产经营体系，提高海洋产业全过程信息管理服

务能力，带动海洋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五、结语

本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综合分

析了我国海洋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海洋

产业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的规划思路。通过研究认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应遵循以下原则:(1)

科技驱动，高端发展。以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

题为导向，加大科技自主创新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与推广应用，发展“互联网 +”、智慧海洋等战略

性高技术产业，打造全国海洋科技创新应用高地，大

力提升科技对海洋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引领辐射

全国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 突出特色，优化

升级。紧密围绕园区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

和科技人才优势，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大力发展特色、高端海洋产业，促进海洋升级

换代，走“以海兴区”的发展道路。(3)政府扶持，市

场主导。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落实有关政策，加

大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加快金融创新，构建融资平

台，扩展融资渠道;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紧紧围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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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变化，延展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
(4)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围绕园区建设和发展要

求对海洋产业国际化、金融化、信息化等方面的人才

需求，依托高新科技资源密集、人才密集和高效服务

机制，大规模、多渠道开展技能培训，培养造就和引

进一批高层次的中青年专家，全面提升园区产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5) 产村一体，农民增收。将改善

农(渔)村环境、带动农(渔)民增收作为园区发展的

重要任务，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大力推进三产融合发

展，加大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力度，规划建设一批农

(渔)村新型社区，引导农(渔)村居民向新型社区集

中、农(渔)民就业向二三产业集中。(6)三生融合，

拓展功能。依托海洋产业绿色特质和农( 渔) 村特

色地域文化，保护与利用自然风景区，促进园区以生

产为主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并重转变，发

展海洋休闲观光、海洋生态旅游，拓展海洋产业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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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ihai Management Board of Marine High － tech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District，Weihai 264308，China )

Abstract: It is emphasized that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High － tech Industry Demonstration Dis-
trict should be formulated with the 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 This paper takes the marine in-
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industry in
China，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arine industrial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pres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marine industrial district，taking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this research
clarified furtherly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the marine high － tech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districts，and proposed
that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demonstration districts should adhere to the overall ori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the industrial planning of the innovation driven and theecological development，functional zoning
planning of the integrated marine － land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and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activating endogenous power. Finally，the main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planning of marine high －
tech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districts under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supply － side reform; marine industry; agricultural high － tech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district;
planning; innovation 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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