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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带来澎湃动力
本报记者 刘 成

近年来，青岛强力集聚海洋产业、技术、资本、人才等多种要素，推

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统计局发布了
2014 年海洋经济数据：按照新口径统
计，2014 年青岛市完成海洋经济总产值
6723.4 亿元，同比增长 14.7%；实现海洋
生 产 总 值 175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1%。海洋经济占 GDP 比重也首次突
破 20%。同时，2014 年海洋经济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三成。这标志着青岛
海洋经济的产业强度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并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

“海洋经济能够成为青岛经济最为
强劲的新引擎，得益于国家战略带来的
聚集效应的逐步放大。”任振刚是青岛市
发改委副主任，2009 年开始兼任青岛市
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主任。他告诉记
者，青岛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龙
头城市，近年来在海洋产业、技术、资本、
人才等要素上，都形成了强力的集聚效
应，“青岛市每年引进的 10 万多各类人
才中，海洋经济人才占了三分之一；资本
的聚集体现在数百家金融机构云集青
岛，投资海洋产业的资金比重大幅增加；
产业的聚集更加凸显，仅 2014 年我们就
筛选确定了 140 个海洋经济重点项目，
总投资达 1300亿元。”

青岛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可谓不遗
余力：为了让海洋经济发展冲破地域局
限，他们下决心将黄岛区和胶南市合二
为一，组建的西海岸经济新区已被国务
院批准为第 9 个国家级新区，是我国唯
一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他们打造的“蓝色硅谷”，更是以进军
世界海洋科技高峰为导向，目前正在以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
深海基地为核心汇聚众多科研院所，打
造世界一流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世界一
流海洋科技平台体系、世界一流国际合
作交流中心。“西海岸新区体现的是大，
蓝色硅谷体现的是高，这一大一高的两
个区域，加上位于红岛的青岛高新区，将
是青岛市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任
振刚说。

据任振刚介绍，在布局重点区域的
同时，青岛还大力推动海洋产业向园区
集中。截至 2014 年底，8 个市级海洋特
色产业园完成主导产业海洋业务收入总
额 816 亿元，同比增长 18%，增长速度高

于全市海洋经济 5 个百分点。不久前，
青岛市又评定了 6 个市级海洋特色产业
园，市级海洋特色产业园增加到了 14
个。“海洋产业向园区集中，有利于形成
海洋产业的集群化链条式发展，既有利
于企业上下游产业的配套、降低成本，又
会带来更大的集聚。”

从青岛市区西行穿越胶州湾海底隧
道，不远处便是西海岸经济新区的海洋设
备制造基地，放眼望去，只见数十个巨大
的龙门吊排列在海边。巨大的厂区内，有
的场地在造船，有的场地在造海上石油平
台，一片忙碌景象。据西海岸经济新区的
同志介绍，这个基地现在有北船重工、武船
重工、海洋石油工程（青岛）等规模以上企
业十多家，仅科研人员就有1300多人，许
多技术和产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周
边还有配套企业500多家。

这种集聚效应印证了任振刚的说

法。目前，海洋设备制造业已成为青岛
海洋产业中“最大块头”的产业。2014
年 ，青 岛 海 洋 设 备 制 造 业 完 成 产 值
1312.9 亿元，同比增长 23.1%，快于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增速 13.5个百分点。

让青岛决策层高兴的是，2014 年，
青岛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海水
利用、海洋科研教育和海洋金融服务业
等为主的新兴海洋产业增加值突破 200
亿元，占海洋经济比重达到了 11.5%，提
高 0.6%。“这表明青岛海洋产业的结构
正在进一步优化。”任振刚说。

青岛新兴海洋产业的崛起，得益于
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青岛深知海洋产
业的核心是科技支撑，因此把科技成果
转化看作重中之重。作为我国的海洋科
技城，青岛拥有 28 家海洋科研与教育机
构、20 个部委级重点实验室、7 艘千吨级
以上海洋调查船。高级海洋专业人才数

量占全国的30%，涉海领域两院院士占全
国的70%左右，科技实力不可谓不强。但
过去青岛海洋科技呈现出两个问题：一是
基础研究多，成果应用少；二是“墙内开花
墙外香”，科研成果在本地的转化率较
低。针对这些问题，青岛通过体制、机制
创新，搭建科技产业化平台等多种措施，
使青岛科技成果转化率大幅度提高，特别
是不少传统企业通过对接海洋科技成果
转化，成功转型为海洋科技型企业。

“青岛海洋科技和产业的未来将更
加美好。”任振刚告诉记者，在山东省实
施的蓝色产业人才引进计划中，青岛目
前已引进了 10 个高科技团队，都代表着
世界顶尖的海洋科技水平，而且其发展
模式都是研发与市场一体化的。“这预示
着这些海洋高新技术一诞生，就是与市
场接轨的。高技术与产业化高度融合，
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不可限量。”

对某些小海岛而言，“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美景今后或将只是记忆。因为全
球沿海海平面正以超乎科学家想象的速
度上升。

我国也是如此。近日，国家海洋局发
布的《2014 中国海平面公报》（以下简称

《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变
化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海平面较常年高
111毫米，较2013年高16毫米，为1980年
以来第二高位。

根据海平面监测和分析结果，1980
年至 2014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
为 3.0 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
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沿海海平
面上升更是明显。“按照这一趋势，当出现
百年一遇的潮位时，2050 年我国沿海地
区可能淹没的面积是 9.83 万平方公里，约
占国土总面积的 1.02%，约占沿海地区面
积的 7.5%。”有关专家表示。

气候变暖是海平面上升主因

因为我国所处的西太平洋是全球海

平面上升较快的地区，所以沿海海平面上

升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是谁在不断“吞噬”美丽的海岸线？
“这跟全球的气候变暖直接相关。全

球气候变暖后陆地上的冰融化入海，使得
海水增多。另外，全球变暖让海水升温，
海水热胀冷缩膨胀，也造成海平面上升。”
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司长曲探宙说。

为何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

曲探宙告诉记者，海平面上升的区域
差异较大，西太平洋是全球海平面上升较快
的地区，我国正好处于这一地区；同时，这也

与当地的水文气象和地面等因素密切相关，
“我国沿海很多地区地质构造松软，在抽取
地下水、高楼大厦压实等因素作用下，地面
沉降造成海平面相对上升速率较快”。

《公报》显示，2014 年，渤海湾西南
部、长江口北部和杭州湾南部沿海海平面
上升明显，上升幅度均超过150毫米。

“我国沿海地区的三大脆弱区包括珠
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北
沿岸地区、黄河三角洲及渤海湾和莱州湾
地区，将承受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工程研究
院院长张全说。

张全推算，到 2050 年，我国海平面上
升 100 厘米的情景下，淹没损失将高达
30.8 万亿元，相当于 2010 年全国国内生
产总值（40.15万亿元）的四分之三。

长期累积加剧海洋灾害

海平面上升是缓发性灾害，长期积累

会加剧海水入侵、风暴潮等灾害程度

虽然张全的预估短时间内不会出现，
不过必须注意到，海平面上升的累积效应
已逐步显现，并呈扩大趋势。

“海平面上升导致波浪和潮汐能量
增加、风暴潮作用增强、海岸坡降加大、
海岸沉积物组成改变，以及沿海地区海
岸侵蚀进一步加剧，同时海平面上升也
使侵蚀海岸的修复难度加大。”国家海洋
局办公室主任石青峰说。

这一现象在海南十分突出。2009 至
2014 年，海南海口东海岸超过 4000 米的
岸段受到侵蚀，平均侵蚀距离 24.7 米，侵
蚀总面积超过 10万平方米。

石青峰介绍，海平面上升作为一种缓

发性灾害，其长期积累效应引起海洋动力
作用增强，也加剧了咸潮、海水入侵和土
壤盐渍化程度，沿岸防潮排涝基础设施功
能降低，高海平面期间发生的风暴潮致灾
程度也相应增加。

以广东为例，2014 年 2 月，珠江口发
生严重咸潮入侵，影响广东中山多个水厂
取水。9 月，广东沿海处于季节性高海平
面期，台风“海鸥”登陆湛江期间恰逢天文
大潮，广东沿海水产养殖等设施遭受严重
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近 30亿元。

广东的遭遇并非个例。国家海洋局
发布的《2014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
示，风暴潮、海岸侵蚀等各类海洋灾害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136.14 亿元。其中，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是风暴潮灾害，占
全部直接经济损失的 99.7%。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我国有 6700 余
个岛礁，海平面上升亦可能淹没沿海低
地、岛礁，不仅在经济价值上，而且对海洋
权益维护都将产生影响。”张全表示。

积极应对减少损失

既要制定沿海发展规划，也应加强生

态防护，减少侵占海岸空间

面对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和频发的海
洋灾害，我们应如何应对？

《公报》建议，在科学评估和规划的基
础上，针对不同海岸类型制定适宜的防护
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首先应开展海平面变化规律和上升
趋势分析、绘制海平面上升风险图，据此
制定沿海发展规划。”曲探宙说。他认为，
在沿海地区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海
域使用规划中，要避免在海平面上升高风

险区规划人口密集和产业密布的用地或
用海类型；在沿海地区防洪排涝规划中，
提升相应设计标准，适应海平面上升。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亦深有
感触，“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区对海平面上
升问题的认识仍显不足，过度侵占海岸空
间等现象屡见不鲜，发展中应避免过度临
海化。”在他看来，目前我国海堤的设计标
准相对较低，难以适应未来气候变化背景
下海平面上升的挑战，应结合海平面上升
的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现行海堤
设计标准进行适当修订，尤其对高风险的
脆弱地区应大幅提高建设标准，以增强海
堤防潮抗浪能力。

同时《公报》提出，在沿海地区水资源
规划中，通过限制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地
面沉降，减缓海平面相对上升。

“今后沿海城市需减少在软土层、古
河道、古海滩、工矿采空区和断裂带上建
设重大工程项目，不允许布置密集的城市
建筑，必要时打深桩加固地基，减缓地面
沉降程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对地下水进
行合理的人工回灌，修复或防止地面沉
降。”杜祥琬指出。

此外，加强生态防护也是有效应对海
平面上升的一个重要举措。《公报》提出，
在滨海湿地、红树林海岸、河口三角洲、旅
游沙滩等岸段，采用植被修复、沙滩养护
和天然材质护岸铺设等生态防护措施，减
少沉积物损失、保持生态系统的自然特
征，在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的海岸线附近
形成天然缓冲带。

“海平面上升可能带来的‘温水煮青蛙
式’灾害效应容易被忽略，目前国家海洋局
正努力提升海洋灾害观测和预警能力，完
善海洋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我们要进一步
增加海洋监测观测能力。”石青峰称。

2014年，我国风暴潮、海岸侵蚀等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6.14亿元——

海平面上升的灾害效应有多大
本报记者 沈 慧

数数“大洋一号”的科考成果
图/文本报记者 鲍晓倩

3 月 26 日，中国大洋 34 航次第四航段从毛里求斯路
易港起航，此前历时 40 天的第三航段科考任务顺利完
成。在调查作业中，第三航段通过 12 条常规和加密综合
异常拖曳探测，新发现 1 个大范围分布硫化物区和 9 个
热液异常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电法、近底磁力和热液异
常探测，取得较好的磁力和视电阻率异常数据；在 3 个站
位完成 4 个钻孔，获得了热液活动岩心序列；在 7 站位的
电视抓斗作业获得样品；并进行了微生物分离、大型底栖
生物分类和鉴定了生物采集。下面就让我们回顾一下

“大洋一号”第三航段的科考成果。

取得海底黄铁矿样本

东四时区时间 2 月 20 日 8 时 30 分，风平浪静，海况
良好，“进取者”深海底中深钻开展作业，两小时后即顺利
到达 1726 米深海底开展钻探。东四时区时间 20 日 14 时
43分，“进取者”携带取得的海底岩心顺利出水。这也是我
国首次在西南印度洋断桥热液区开展钻探试验。

“取样情况非常好！”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苏新介绍，
“进取者”取得的海底岩心为玄武岩，局部含有黄铁矿，属
于热液蚀变围岩，证明周边可能有硫化物矿体。

中国大洋 34 航次首席科学家陶春辉介绍，本次钻探
对于研究硫化物与围岩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获取热液生物深海红蟹

东四时区时间 3月5日12时10分，电视抓斗从1845
米深海底顺利回收至后甲板，大洋 34 航次第三航段首个
深海电视抓斗顺利完成。经称重和初步处理，此次抓斗作
业共获取海底样品约60公斤，主要包括玄武岩角砾、海底
沉积物及少量生物样品。

此次抓斗作业获取了一只海胆及一只颜色形状独特
的螃蟹。大洋 34 航次第三航段生物组组长施晓峰博士
介绍，螃蟹通体粉红色，可能为热液生物，初步鉴定为“深
海红蟹”。所谓热液生物是指在海底高温热液喷口附近
生存，不依赖于阳光，而是依靠地球内热，通过化能自养
微生物的化能合成作用制造有机质生存的生物。文献资
料显示，“深海红蟹”此前曾在大西洋深海发现过。

“大洋一号”上使用的电视抓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深
海设备。设备负责人、杭州先驱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师李绪民告诉记者，深海电视抓斗可以下探至最深
4000米的海底，能一次抓取最多 1.5吨海底样品，可用摄
像头全程监控抓斗水下工作，并实现由甲板供电。

时间域瞬变电磁法作业圆满完成时间域瞬变电磁法作业圆满完成

东四时区时间 3 月 12 日 18 时，两个明黄色的鱼形拖
体先后出海，顺利回收至“大洋一号”后甲板，持续 4 天的
时间域瞬变电磁法作业顺利完成。

“大洋一号”在已探明存在热液活动的“断桥热液区”
完成 4 条测线，共计 69 公里。“4 条测线均探测到异常数
据，并了解到异常区域的深度和面积。”大洋 34 航次第三
航段作业组长、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师袁晓磊
介绍，时间域瞬变电磁法是探测海底金属矿快速、有效、
便捷的方法，该系统探测深度为 120 米，由两个前后相距
40 米的拖体构成，前一拖体为仪器拖体，包含控制舱和
通讯舱，加载了能确定拖体精确位置的超短基线系统；后
一拖体为线圈拖体，向海底发射并接收电磁波，通过返回
电磁波的形态可了解海底深部的异常情况。

据了解，此次在“大洋一号”使用的瞬变电磁探测系
统是我国于 2007 年自主研发的深海探测设备，在大洋
22 航次、26 航次、30 航次都有过成功试用，该系统一般
用于在已经确认存在矿化异常的区域进行探测，以了解
海底表面下硫化物的浅部分布。

□ 沿海地区打造蓝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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