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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和海南省共建的海南高校第一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南海海洋资源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日前开张了，该实验室依
托海南大学，将更好地服务我国海洋强国
战略和海南地方经济发展。

据悉，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运行期为 5 年，将以国家南海战
略需求为导向，主要围绕南海海洋生物资
源利用、南海海洋矿物资源新材料利用、南
海海洋信息资源化技术等方向，开展有区
域特色的南海海洋资源保护和利用研究。
作为实验室建设和日常管理的责任主体，
海南省人民政府在建设运行期内，每年为
实验室提供不少于 1000 万元的实验室建
设、日常运行、开放课题设立和人才引进培
养专项经费。

记者了解到，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虽然刚刚成立，但在筹备阶段
已经开始出成果了，而且是富有南海特色
的科研成果。

砗磲贝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南海岛礁，
属于海洋保护生物，在热带海洋生态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砗磲是一种兼具
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热带海洋贝类，近
年来，我国砗磲贝壳资源遭遇滥捕和盗采，
造成砗磲自然资源急剧下降，开展砗磲保
育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截至目前，全世界已有 22 个国家开展
了砗磲人工增殖放流工作，而我国除了在

一些海洋调查中零星涉及砗磲种类外，
在砗磲研究方面基本属于空白。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海洋牧场与生态工程”团队从今年 4 月
份开始着手研究砗磲贝的人工繁殖，6
月份便成功进行了人工繁殖。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南海海洋
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洋牧场与

生态工程”团队负责人王爱民说，他的团队
首先着手研究的是“砗磲的人工育苗与繁
殖研究”项目，截至目前已成功繁殖了 5
批，其技术正在不断地改进和提升。这标志
着海南省“砗磲贝保育项目”已经成功地迈
出了第一步，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为保育
海南砗磲、保护海洋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目前该团队已初步突破了鳞

砗磲和番红砗磲的人工繁育人工产卵受
精和附着变态、幼虫养殖与附着等多项
关键性技术，还对砗磲贝对光线的强度
和颜色的适应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砗磲是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一环，它的缺失将导致珊瑚礁生态
系统失衡。开展砗磲贝保育，特别是通
过人工繁殖和人工养殖，以及在南海珊
瑚礁生态系统中养殖等活动，将有助于
恢复砗磲资源，维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
平衡。”王爱民说。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海南高校第一所国家重点实验室，该
实验室成立的意义并不仅在于“第一”，
更在于海南丰富的海洋资源将得到更广
泛地开发以及科学的保护。

海南省省长刘赐贵提出，“十三五”乃
至更长时期，海南省要坚持把做大做强海
洋经济放在全省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在
加快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重点
发展壮大海洋旅游、海洋油气、海洋运输、
海洋装备制造等海洋新兴产业。

如何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刘赐贵认
为，推进海洋科技创新是“法宝”，海南省
正在海洋渔业、油气化工、海洋生物等领
域实施一批重大海洋科技专项行动。南
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立
无疑对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将起到重要的
支撑作用。

从泗礁本岛出发，行船近 3 小时，闯
入眼帘的是碧海奇礁，以及古老石头房
上布满的爬山虎。这就是位于浙江嵊山
岛东北部的后头湾村。今年 1 月，英国

《每日邮报》盘点全球 28 处被遗弃的绝
美景点，后头湾村入选。

宛若童话般的美景在海岛县嵊泗几
乎随处可见。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跟
随国家海洋局“海疆生态行”采访团走进
这里发现，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特
点，昔日陆域小县嵊泗已勾勒出一幅美
丽海岛新图景。

一分岛礁九九海

车子转过山脚，远远便可望见青山
掩映中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村落。渔猎
印象、岛礁传说、海洋生物⋯⋯一幅幅五
彩斑斓的渔民画布满墙头，成为田岙村
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嵊泗渔民画源起
于新船下水或新寺庙落成时，渔民在船
体上或墙上画出的绚丽图画。”同行的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很难想象这处艺术气息浓郁的村
落，曾经是另一番景象。田岙村地处嵊
泗泗礁本岛东部，因村中有田但庄稼收
成不好，早年得名“烂田岙”。“过去家家
户户捕鱼为生，房子大多低矮破旧，年轻
人也多远走他乡。”回忆过往，现任田岙
村支书张志燕几多感慨。

昔日的“烂田岙”恰是嵊泗过去的微
缩。嵊泗又称嵊泗列岛，背倚“长三角”腹
地、面向东海，全县岛屿404个，陆域面积
86平方公里，海域面积8738平方公里。

“一分岛礁九九海”。远离大陆，这
曾是田岙村的痛，亦是嵊泗人的痛——
因交通不便，嵊泗人口已连续 10 多年负
增长，老龄化现象严重，劳动力缺乏；人
才结构和分布不合理，本地人才难留，外
地人才难引。

不仅如此，嵊泗的发展面临着我国大
部分海岛存在的难题：渔业生产受空间和
资源影响制约明显，渔民增收难度加大；
海岛土地供应有限，重大项目引进缺乏有
效的土地资源供给保障；城区拓展空间狭
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挑战也是机遇。在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的今天，远离城市喧嚣的海岛旅游渐
受青睐，而嵊泗无疑具备天时、地利、人
和：嵊泗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
名胜区，素有“海上仙山”的美誉；境内岛
屿耸立，礁岩星罗棋布；地处我国南北海
运和长江水运 T 型枢纽点上，背靠沪、
杭、甬等大中城市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离
岛、微城的特质，嵊泗提出“以旅活县”的
战略目标，大力发展美丽经济。“离岛，即
远离大陆的岛屿；微城，顾名思义，人口

在 1 万人以上 10 万人以下的小城。嵊泗
的目标是成为中国岛居生活的美丽典
范。”嵊泗县副县长邵雷解释。

从“烂田岙”到“金田岙”

遇见田岙村村民洪永军时已近中
午，47 岁的他正坐在自家门旁吹着海风
纳着凉。

17 岁开始打鱼的洪永军如今可不再
只是渔民，而多了个新身份——心雨旅
馆经营者洪老板。“以前打鱼很辛苦，每
天早出晚归、风吹日晒不说，一年到头很
少有存款。”眼瞅着同村的人靠旅游相继
富起来，前几年洪永军将自家旧渔船改
造成休闲渔船，陪游客出海垂钓。钱越
赚 越 多 ，洪 永 军 的 劲 头 也 越 来 越 足 。
2014 年，一番装修后心雨旅馆开张，洪
永军的生意从海上垂钓、海鲜加工扩展
至住宿。

“11间客房，一个旅游旺季能有十几万
元收入，再加上垂钓等，一年下来轻松赚20
多万元。”对眼下的生活，洪永军直言满意。

如今，嵊泗的名气渐大，越来越多的
渔民同洪永军一样干起了民宿。目前田
岙村 200 多户村民中有 180 多户经营民
宿，80%以上的村民从原来纯粹以打鱼
为生转变为渔旅多种经营，去年村里人
均年收入达到 4万元。

曾 经 的“ 烂 田 岙 ”摇 身 一 变“ 金 田
岙”，周边 4 个渔村纷纷借鉴田岙村经验
搞起旅游开发。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出
现：由于 5 个渔村单线作战，旅游产品一
度雷同并形成恶性竞争。

如何找到渔村发展的突破口？2011
年，嵊泗借鉴意大利五渔村概念，选取五
龙乡田岙村、黄沙村、边礁村、会城村和黄

龙乡峙岙村 5个渔村，深入挖掘每个渔村
的原生态文化资源，统筹规划各具特色的

“东海五渔村”。田岙的民宿、黄沙的美
食、边礁的色彩、会城的宁静、峙岙的石
屋，如今，各村的旅游产品在独具内涵、交
相辉映的基础上实现连村成片、抱团发
展，已成为嵊泗渔村旅游的“五朵金花”。

“未来，‘东海五渔村’将大力推动旅
游经济和民宿经济的转型升级，不断拓
展电子商务、文化创意、运动健康、养老
养生、社区服务等新型业态，使渔村产业
由渔业逐渐转型升级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张志燕表示。

一花一鸟一世界

与“东海五渔村”不同，数十海里之
外的花鸟岛则以定制旅游见长。

在这里，游客上岛需提前预约，花鸟
乡创办的嵊泗风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为预
约成功的游客量身打造三天两夜的旅游项
目，并推出包括交通、住宿、景点等在内的
一卡通服务：游客只需轻点鼠标，订购旅游
套餐，即可享受到专船、专车、专人等个性
化服务。比如，每两幢民宿会配备一位管
家，负责游客在岛上的吃、住、行、游。

事实上，这样的发展定位既是提升
旅游品质的需求，也源于现实考虑。花
鸟岛，地处嵊泗列岛最北面，形如海鸥，
花草丛生，故而得名。花鸟乡乡长王丹
俊告诉记者，岛上景致虽美，旅游业却因
人口老龄化严重、缺乏“吃、住、行、游、
购、娱”等旅游要素长期停滞不前。留住
花鸟岛宁静，让游客进得来、玩得畅，定
制旅游应运而生。

以往游客去海边旅游，大多只能走
马观花地看看。但是在花鸟岛，游客都

能留下来。王丹俊说，在花鸟岛每批游
客控制在 300 人内，三天两晚充分放松，
远离城市喧嚣。

如今，得益于定制旅游的开发，曾经
沉寂一时的花鸟岛再次热闹起来。2015
年，花鸟岛共接待游客 6172 人，实现旅
游总产值 713 万元。“今年花鸟岛还将推
进‘到灯塔去’主题度假区建设项目和英
伦风情慢生活街区改造工程，进一步突
出花鸟岛怀旧特色。”王丹俊信心满满。

在嵊泗，如花鸟岛这般极具个性的
岛屿还有很多。休闲岛—泗礁、文艺岛
—枸杞、隐逸岛—黄龙、动感岛—洋山、
探奇岛—嵊山、奇石岛—小洋⋯⋯除了
标配的蓝天、白云、金沙，几乎每个岛屿
都有着属于它们的特色和故事。

坚守“一村一品、一岛一韵”新格局，嵊
泗名声慢慢大了起来。2015年，全县共接
待国内外游客427.9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59.39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128.4%和
271%，年均增长17.8%和29.8%。

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海岛生态构成新
的威胁，怎么办？嵊泗开启“封礁育贝”
养护模式，严禁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进行
潜捕；对厚壳贻贝、荔枝螺等 11 种重点
品种进行严格管理，实施采捕总量控制；
对上岛游客实行限量，拒绝星级宾馆和
房地产开发；采用积分奖励方式，鼓励村
民分类整理垃圾⋯⋯多管齐下，嵊泗在
发展的同时留住美好的海岛记忆。

“实践证明，用碧海金沙换金山银山
是‘涸泽而渔’，守着碧海金沙等金山银
山是‘缘木求鱼’”。邵雷说，“只有算好
长远账、整体账、生态账，才能将碧海金
沙转化为金山银山”。如今，凭借生态立
县、以旅活县，嵊泗已将美丽经济化为生
动现实。

本报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
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根据《规
划》，我国将加强海洋、极地空间拓展等关键技术突破，提
升战略空间探测、开发和利用能力，为促进人类共同资源
有效利用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海洋资
源高效开发、利用和保护技术，按照建设海洋强国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坚持以强化近
海、拓展远海、探察深海、引领发展为原则，重点发展维护
海洋主权和权益、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上安全、保护海
洋环境的重大关键技术。开展全球海洋变化、深渊海洋
科学等基础科学研究，突破深海运载作业、海洋环境监
测、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水淡化与
综合利用、海洋能开发利用、海上核动力平台等关键核心
技术，强化海洋标准研制，集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防灾
减灾、航运保障等应用系统。通过创新链设计和一体化
组织实施，为深入认知海洋、合理开发海洋、科学管理海
洋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培育一批自主海洋仪器设备企业和知名品牌，显著提升
海洋产业和沿海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根据《规划》，我国将重点发展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技术主要包括深海探测、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海洋生物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大型海洋工程
装备等方面。其中，在深海探测方面，将突破全海深（最
大深度 11000 米）潜水器研制，形成 1000 米至 7000 米
级潜水器作业应用能力；初步形成“透明海洋”技术体系，
为我国深海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技支撑。在海洋环境安
全保障方面，将发展一系列仪器装备，研发海洋环境数值
预报模式，提高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事件的预报预警水
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方面，将突
破低成本、高效能海水淡化系统优化设计、成套和施工各
环节的核心技术；研发海水提钾、海水提溴和溴系镁系产
品的高值化深加工成套技术与装备；突破环境友好型大
生活用海水核心共性技术，积极推进大生活用海水示范
园区建设。

《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极区环境观测、极区变化对全
球及我国气候的影响、极区资源探测与利用，以及我国主
导的大型极区国际合作计划等极地关键核心技术，开展
极地环境观测和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海冰—海洋—大气
的稠合变化机理和极区环境变化对全球的影响，重点研
究对我国气候和灾害性天气的影响机理；探索和了解极
区的油气、矿产、渔业、航道资源并评估资源潜力和商业
价值；开发耐低温环境的仪器装备，发展极区自动观测网
的组网技术，形成对极区的持续观测能力；通过在极区观
测网、海底资源开发、深冰芯钻探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探
索设立大型极区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提高我国极地科研
水平和技术保障条件。

《规划》还提出，将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
目。面向 2030 年，力争在深海空间站等项目上率先突
破，开展深海探测与作业前沿共性技术及通用与专用型、
移动与固定式深海空间站核心关键技术研究。（舒云）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砗磲贝保育实现突破——

“国字头”利器助力海洋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何 伟

浙江嵊泗坚持保护中发展，将碧海金沙转化为金山银山——

离 岛 微 城 再 塑 海 上 仙 境
本报记者 沈 慧

强化近海 拓展远海 探察深海 引领发展

“十三五”我国将加强海洋技术突破

本版编辑 来 洁 徐 胥

广东阳江的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是闻名全

国的十大渔港之一，渔港三面环山，港池宽阔，能同时停

泊 2000 艘渔船，这里是我国东南沿海及港、澳、台地区渔

船的海上中转站，同时也是补给、装卸和避风良港，每年

接待 18000艘各地渔船。图为开渔前的闸坡渔港一景。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本报讯 记者郑彬从国家旅游局获悉：2016 国际海
岛旅游大会将于 9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浙江省舟山市举办，
此次大会由国家旅游局和浙江省政府主办。

据了解，大会以“互联海上丝路共享海岛发展——新
丝路新蓝海”为主题，以“精致、时尚、专业、共享”为宗旨，
打造国际海岛旅游对话、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提升浙
江乃至中国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面提升海洋海岛
旅游产业，实现大会成果互赢共享。

会议期间将举办 11 项主体活动和 7 项配套活动，
主体活动包括国际海岛旅游舟山论坛、国际海岛旅游线
上嘉年华、国际海岛旅游产品展示交易专场暨主宾国日
活动、精品海岛考察等活动。配套活动包括“我是岛
主”网拍会、“跟着电影游海岛”——首届舟山国际微
电影节、东海音乐季等。本届大会还将发布 《世界海岛
旅游发展报告 （2016）》，并确定一个永久性会址，建
立一个研究中心，加强国际海岛旅游大数据梳理和发展
趋势研究。

2016国际海岛旅游大会9月将办

科研人员在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里工作。 何 伟摄

花鸟岛

打造的富有

生活品味的

民 宿 ，吸 引

了众多游客

前来度假。

沈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