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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旅游不断升温
本报记者 郑 彬

邮轮、游艇；阳光、沙滩；蓝天、海浪；海鲜、美食⋯⋯我国滨海
旅游正日益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旅游业从观光旅游向
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变，滨海旅游已经开发出以休闲渔业、海洋文化
和海洋休闲度假等为主题的多种旅游产品—— 迪拜港：

发展目光投向新兴市场
本报记者 徐惠喜

我国海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主要

存在 5 个问题，包括海洋资源退化、海洋

生态环境恶化、海洋权益形势严峻、海洋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不足、海洋产业

布局缺乏系统性。它们是中长期内制约

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海洋资源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保障。长期以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

利益，部分海洋由于过度开发造成了资

源衰退，使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

质基础遭到破坏。我国海洋资源衰退主

要表现在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空间资源

方面。其中，海洋渔业资源退化问题最

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海洋渔业资源过度

捕捞、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海洋渔

业管理体制不完善、海洋工程对生态环

境破坏等。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开发活

动，会造成海岸和海域空间资源的浪费、

破坏甚至丧失，譬如围填海造成滨海湿

地面积大大缩减。据统计，2012 年我国

滨海湿地面积为 594 万公顷，比 2000 年

减少近 100 万公顷。与滨海湿地面积减

少同样严峻的是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的广

度和深度不足造成的浪费。我国海水和

海洋资源开发程度和水平仍很低。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是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制约和障碍。2014 年，我国全

海域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

积约为 15 万平方公里。海洋水体的污

染破坏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使得海

产品产量和质量大幅下降，直接影响海

洋渔业的发展。海洋水体污染损害岸线

资源，而且对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频繁发生的海洋灾害造成财产

损失和人员伤亡，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海洋灾

害往往造成沿海地区公路、通信、水利基

础设施、海洋工程以及海上航行的重大损

失，同时对海洋渔业发展具有严重威胁。

海洋灾害中风暴潮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

海洋权益形势的日益严峻阻碍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领域。管辖海

域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

目前，我国部分沿海区域与周边国家存

在复杂的海洋权益争议，如海域划界纷

争、岛礁被侵占等对我国海洋开发活动

造成了重大影响。

当前，我国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能力仍不足。2012 年我国海洋科技

进步贡献率为 58%，与发达国家 70%的

贡献率相距甚远，支撑海洋经济发展的

能力远不能满足需要。目前，我国海洋

科技部分重点领域的创新进展仍较为缓

慢，如海洋观测设备仪器制造技术的自

主创新、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技术以及海

洋能源的开采技术等。与欧美等国相

比，一些领域特别是深海资源勘探和环

境观测方面，我国技术装备仍然比较落

后，海洋仪器依赖进口的局面仍未得到

根本性改变，关键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海洋领域的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十分匮乏，尤其在关键领域、前

沿领域海洋高端人才严重不足，科学研

究水平亟待提高。

海洋产业布局缺乏系统性导致用海

行业冲突加剧及海域资源利用效率较

低。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不同行业用

海矛盾突出。沿海地区不同行业在分配

使用岸线、滩涂和浅海方面的矛盾一直

存在。二是海洋资源过度开发与开发不

足并存。以油气资源开发为例，近 10 年

我国新增石油产量 50%以上来自海洋，

且绝大部分来自近海海域，而深远海油

气资源勘探开发刚刚起步。三是海洋产

业结构雷同，开发布局不够合理。以山

东省为例，山东沿海地区已建成 10 余处

省级以上滨海旅游度假区，由于所依托

的滨海旅游资源类似，滨海旅游产品雷

同，导致旅游企业恶性竞争。（作者为国
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扼住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根源
刘 明

滨海旅游异军突起

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中，滨海旅游无
疑是最大热门。放眼全球，地中海地区、
加勒比海地区、大洋洲海域和东南亚海
域一直是人们出游的热点；回望国内，大
连、秦皇岛、威海、青岛、厦门、珠海等城
市滨海旅游更是游人如织。

人们走向大海、亲近大海的“滨海旅
游热”不断升温。记者从携程旅游网了
解到，7 月以来滨海旅游线路预订量翻
番，报价也有 10%至 20%的上涨。从山
东半岛到海南岛，滨海城市目的地部分
热门旅游产品呈现资源紧张现象，酒店
价格涨幅近 20%。

目前，在我国海洋经济总产值中，滨
海旅游业占 25.6%，位居第一，已超过捕
捞渔业、船舶油气等产业，成为海洋服务
业的主体。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滨海
旅游产业生产总值为 8882 亿元，同比增
长 13.13%，2013 年滨海旅游产业生产
总值为 7851亿元，同比增长 12.61%。

滨海旅游业发展迅速，主要得益于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滨海旅游业发展
的政策意见：刚刚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中“鼓励社会资本大力开发温泉、滑雪、
滨海、海岛、山地、养生等休闲度假旅游
产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
意见》中“积极支持利用边远海岛等开发
旅游项目”；《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纲要》中“努力培育海洋海岛等高端
旅游市场⋯⋯积极发展海洋海岛等专项
旅游产品”；《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
五”规划》中“因岛制宜，科学发展，以生
态养殖、休闲渔业、生态旅游等产业为主
的海岛经济”。

江 苏 省 如 东 县 委 书 记 詹 立 风 在
2015 滨海旅游发展论坛上介绍说，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江
苏沿海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国家对
旅游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如东不
断加快新兴海港城市、生态宜居城市
和现代旅游城市的建设。目前，如东
已形成了以“海鲜、海泉、海港、海韵”
为主题的滨海生态旅游，具有浓郁的
南黄海风情，吸引了上海和苏南地区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休闲。数据显示，
去年如东旅游人次突破 300 万，实现旅
游收入 30亿元。

培育滨海旅游新业态

滨海旅游快速升温，使沿海各地政
府从北到南，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发海洋
旅游资源。然而，我国对滨海旅游产品
的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产品
结 构 单 一 、产 品 同 质 化 严 重 、可 替 代
性较强等问题，无法形成对游客的长
久吸引力。对照印尼的巴厘岛、泰国的
普吉岛、韩国的济州岛等国际知名滨海
旅游城市，国内滨海旅游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记者在走访一些滨海城市时发现，
开发滨海旅游确实对发展地方经济、改
善经济结构、促进渔农民增收等方面有
所贡献，也让许多老百姓走上了致富之
路。但许多滨海地区大都以观光游、海
滨浴场、渔家乐、海鲜美食等内容和形式
为重要开发项目，开发层级较低，游客逗

留时间短，旅游经济效益较低。
为更好促进滨海旅游的发展，沿海

城市要培育一些旅游新产品、新业态，让
更多游客感受到大海的魅力。北京交通
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表示，“休闲
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打造滨海
旅游亮点，首先要明确旅游者对旅游的
需求，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物产、
生活、餐饮等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对旅
游地‘原生态生活’的向往”。

“滨海旅游是一种发展潜力大、市场
前景好、深受中外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
希望通过对滨海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
发，打造滨海旅游拳头产品，为中外游客
创造更加愉悦的旅游体验。”国家旅游局
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利忠说，目前，我国滨
海旅游产品除了邮轮旅游外，游艇、帆
船、海钓等一系列海上旅游项目也正在
沿海省市快速发展，并在当地政府的引
导与支持下逐渐成熟，形成规模。邮轮、
游艇、帆船、海钓⋯⋯这些过去看来遥不
可及的“贵族”旅游项目，如今逐渐进入
普通游客的视线。

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

旅游业的发展也给滨海生态环境造
成很多隐患：存在过度开发利用资源的
现象，旅游设施的增多，用水消耗日益增
大。同时，游客带来的大量垃圾也加大
了海岛垃圾处理压力。而且，随着驾车
旅游的人数增加，也加重了汽车尾气对
环境的影响。

对此，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滨海旅游应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一
方面，开发滨海旅游业，应在保护的基
础上改造基础设施、美化环境；另一方
面，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可借机引导、激发公众保护海岛的
意识。旅游专家刘思敏也表示，各地
应使滨海旅游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环境保护同步，特别是要与海洋旅游
需 求 增 长 的 速 度 同 步 ，杜 绝 无 偿 、无
序、无度等开发现象，使滨海旅游开发
合理有序进行。

“滨海旅游开发,要强调规划先行,
拥有完善的规划,将有利于滨海旅游业
的快速、高效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认为，我国不少滨海城市在开发
项目实际操作中模仿现象严重，“仅仅单
纯依靠上几个大项目，搞几个吸引眼球
的大活动，就把滨海旅游发展起来，这种
想法是行不通的”。他举例说，马尔代夫
旅游业的成功,根本上得益于其有完善
的发展规划。马尔代夫在海岛开发过程
中特别重视海岛规划,充分考虑单一岛
屿的整体性及与其他海岛的关联性，保
证一岛一风格,整体如诗如画。另外,规
划也有力控制住了马尔代夫的工业污
染,保证海水清澈见底。

专家表示，如果不注意保护滨海旅
游资源，滨海旅游业将成为无本之木。
一旦毁坏，即使将来复制重建，也无法取
代原有资源的价值。“在发展滨海旅游的
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保护原有生态环
境，给旅游者创造一个美好的旅游景观
生态环境；其次，应积极推广当地旅游文
化，建立旅游与当地百姓、社区共荣共享
的气氛，推广具有当地风情特色的旅游
产品。”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教授李
明德说。

如今，到江苏省如东县看海景、泡温
泉、品海鲜成为周边地区游客的首选。

虽然不是周末，但是记者看到小洋
口风景区的门口停了不少自驾游的车
辆。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国清园等旅游
景区游人如织，来自上海、南京、苏州、
无锡、扬州等地的自驾自助游游客络绎
不绝。“海上迪斯科”旅游项目深受游客
的喜爱，吸引了大批游客体验踩文蛤的
乐趣。作为我国东海岸首个“黄金理疗
温泉”，小洋口温泉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理疗或泡美容澡的都市白领和国外
游客让酒店爆满。

如东滨海旅游业得到了越来越多
游客的认可，仅今年“五一”假期，全县
共接待游客 20.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2.02 亿元。去年，全县接待游
客突破 300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30 亿元，滨海旅游业已成为全县旅游
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如东县委书记詹立风表示，近年
来，如东滨海旅游方兴未艾，小洋口旅
游度假区成为南通市首家省级旅游度
假区，海洋公园被批准为国家级海洋公
园，小洋口国际温泉城等一批重大项目
正在加快推进中。

如何在发展大项目的同时保护好
环境，詹立风告诉记者，为了发展滨海
旅游业，政府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并限
制了捕捞范围，尽量减少捕捞对海湾生
态的破坏和海水的污染。

发展滨海旅游给农民的生活带来
了巨大的变化，村里盖起了一座座崭新
的楼房，农民的年收入由原来的两三万
元增长到七八万元，收入好的甚至达到
十几万元。 （郑 彬）

前不久，我国的振华重工与中东的老客户迪拜港又签订
了一份价值不菲的大合同。这一次，迪拜港向振华重工采购
的内容都是港口机械设备，主要包括岸桥、轨道吊等，用于配
套其自动化码头，合同金额高达 7亿美元。

大手笔，这是迪拜的一贯做法，也是迪拜港的成功之道。
回顾迪拜港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从一个本地的小码头起
家，茁壮成长为闻名遐迩的区域枢纽港，再进一步发展成长为
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的码头营运商，迪拜的港口业务实现
三级跳处处显示的是大手笔。

迪拜扼守海湾咽喉，是地区交通要道。而在半个世纪
前，迪拜还仅是位于迪拜海沟边的一个小镇。1969 年，迪
拜政府开始在迪拜海沟附近建设拥有 4 个泊位的拉希德港
后，迪拜在海湾地区的贸易地位崭露头角。到了 70 年代
末，拉希德港的泊位数逐渐增加到 35 个，能停泊当时最大
的集装箱轮船。

着眼于未来，迪拜 1979 年开始在距离市中心 35 公里的
杰贝阿里修建新的人工港，几经扩建，杰贝阿里港如今成为中
东第一大港，也是最大的人工港。值得一提的是，迪拜政府随
后在港口临近的荒芜沙漠中圈出大片土地，建设成为集物流
仓储、进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等多功能为一身的杰贝阿里自由
区。30 年间，该自由区从 19 家企业起家，目前已拥有入驻企
业 7000 余家，创造了 13.5 万个工作岗位，进出口贸易额接近
200亿美元。

拉希德港和杰贝阿里港的成功运作，逐渐确立了迪拜在
海湾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迪拜踏上了商业繁荣之路。得益
于港口经济的发展，迪拜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的贸易集散中心，
其辐射面已达北非、中东、南欧和南亚、西亚等地区，人口近
20亿。

迪拜港口的繁荣，刺激了海湾地区的商业市场和转口贸
易，既巩固了迪拜的贸易集散中心地位，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欣欣向荣，同时进一步夯实了自身贸易枢纽的地位。如今，迪
拜不仅成为海湾地区的第一大港，在世界港口航运业中也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东站稳脚跟后，迪拜港决定放大自身的港口营运专
长，走出阿联酋，到世界其他地区经营管理港口。进入新世
纪伊始，迪拜港率先获得邻国沙特阿拉伯最大港口城市吉达
港的一个码头特许经营权，从此，迪拜港开始了不断“野蛮
生长”的全球扩展历程。通过投资、并购、入股、股权置换
等方式，迪拜港随后获得了吉布提的多哈雷港，印度的维萨
卡帕特南港、科钦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的经营权。迪
拜港的经营口碑在业内开始树立起来。

真正让迪拜港扬名全球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 年对环
球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和 2006 年对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收
购。这两家公司都是业内的老字号，在欧美发达国家市
场有着大量的港口和集装箱业务。迪拜港的这两次收购出
手不凡，在业内引起广泛反响，同时也使其港口业务一下子
迈上一个新台阶，经营网络触及全球，树立了起业内翘楚的
地位。

最近两年，迪拜港的全球布局轨迹进一步加速，又获得
了不少港口码头的经营权，如英国伦敦的盖特威码头、巴西
桑托斯的 Embraport 港、多米尼加的考赛多港物流中心、
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斯特别经济区和内陆集装箱中转站、荷
兰的鹿特丹国际枢纽码头、比利时的列日多式联运港、印度
尼赫鲁港等。目前，迪拜港已发展成营运遍布六大洲 65 个
港口的全球性码头组合。

随着迪拜港在世界各地投资的集装箱码头项目陆续运
营，码头处理能力强势提升，集装箱吞吐量稳步走高。去年
的集装箱转运量为 6000 万个标准集装箱，在全球集装箱码
头运营商排名中名列前茅。迪拜港在全球范围扩张，在建码
头项目遍地开花，并不仅仅是为了贪大铺摊子、实现纯数量
上的扩张，重要的是迪拜港对其获得经营权的码头基础设施
进行升级改装，流程再造，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实现港
口业务的有机增长。迪拜港最近对振华重工 7 亿美元港机设
备的采购，便是配套于旗下部分码头的硬件升级。

展望未来，迪拜港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集装箱
转运量达 1 亿标准箱。港口管理层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与
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握住新兴市场的发展机遇。
为此，迪拜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了一家港口公司，业务聚
焦于新兴市场中型港口的运营机会，提升贸易管理和物流基
建水平，支持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迪拜港主席苏莱曼表
示，“我们有信心发现并把握世界港口的下一波发展机会，
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的机会”。

据了解，迪拜港投资 2 亿美元的印度尼赫鲁港新集装箱
码头即将竣工，届时可增加 80 万个集装箱的年处理能力。
而迪拜港的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 3 号码头扩建工程已进入尾
声，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半自动化码头，使其集装箱年处理
能力提升至 1900 万个。此外，迪拜港还与马达加斯加、索
马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港口达成了初步协议，提升其港口
基础设施。

迪拜港如此快速扩张，经营效益如何？面对外界的质
疑，公司的财务报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经第三方审核的
公司财务报表显示，迪拜港去年营收 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净利润 6.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迪拜港的喜
人经营业绩，为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迪拜港
首席执行官默罕默德·沙拉夫表示，该港口资产负债表健
康良好，现金流充裕，后续扩大港口投资规模和覆盖面游刃
有余。

迪拜港从一个本地的小码头起家，茁壮成长为

闻名遐迩的区域枢纽港，再进一步发展成长为在全

球范围内名列前茅的码头营运商。去年迪拜港的集

装箱转运量为6000万个标准集装箱，预计到2020年

实现1亿标准箱。迪拜港管理层认为，这一目标的

实现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握住新兴市

场的发展机遇

如东：让滨海旅游火起来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25 印完时间：4∶15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