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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局
获悉，截至目前，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
已接待邮轮 88 个航次，接待旅客约 8.1
万人次，较去年增长 150%，接待量预计
将由 2015 年全国第六位上升至第四位，
嘉年华集团、皇家加勒比游轮、地中海邮
轮等三大国际邮轮公司相继派遣豪华邮
轮入驻青岛邮轮母港。

随着邮轮产业的不断升温，青岛日
前获批了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成

为青岛承接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以此
为契机，青岛确定了青岛港老港区转型
升级、投资千亿元打造国际邮轮港城的
规划。

为推进青岛国际邮轮港的建设，青
岛市委、市政府将邮轮港纳入市级功能
区管理，在片区探索法定机构管理模
式。近日，《关于青岛国际邮轮港开展
法定机构试点工作的决定》通过青岛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

局正式成立。
“青岛邮轮母港项目位于胶州湾东

岸，陆域面积５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
约 600 万平方米，以商业和商务办公为
主，总投资将超千亿元。”青岛国际邮轮
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邮轮港
片区规划将突出旅游文化特色，重点发
展金融商贸等产业，聚集优质资源和高
端产业，以国际标准来建设，打造世界级
邮轮母港综合产业发展区。

目前，已有一批企业在邮轮港进行
了商事登记。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是
青岛国际邮轮港第一个先行启动的项
目。这个建筑面积约 6 万平方米的客运
中心，建筑设计取意“风帆”，18个钢结构
组成的风帆像翅膀一样向海边延伸。

青 岛 邮 轮 母 港 码 头 靠 泊 岸 线 长
1200 米、水深13 米至14米，可全天候自
由停靠目前世界最大邮轮（22.7 万吨
级），最高通关能力每小时约 3000 人至
4000 人，居国际领先水平。今年运营航
次将超过 90 个，预计 2020 年出入境邮
轮将达到 200 艘次，出入境邮轮游客 40
万人次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岛城市
会客厅”和“中国北方邮轮中心”，跻身

“东北亚区域性邮轮母港”之列。
“青岛邮轮母港潜力不可低估，假以

时日，一定会晋级到国内邮轮母港城市
的第一军团。”皇家加勒比游轮有限公司
北亚太及中国区总裁刘淄楠表示，青岛
市有 900 万人口，在一小时公路和铁路
距离之内有将近 2100 万人口，在一小时
飞行圈里有超过 1 亿多人口，具有丰富
的客源市场。青岛地理位置靠近日、韩
及中国台湾，这些都为青岛邮轮母港的
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明后年，我
们将会把皇家加勒比更新、更豪华的邮
轮布局到青岛来。”刘淄楠说。

据了解，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局作
为青岛法定机构改革试点，将根据授权
或委托依法享有一定的规划、土地、建
设、金融、旅游、海洋、投资、物流等领域
的管理权限。青岛国际邮轮港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作为管理局直属的平台公司，
负责邮轮港片区的开发建设及投融资。

“目前，片区规划方案国际征集已经
完成，正在深化规划的编制，同步推进产
业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周边 30 平方公
里作为配套服务区纳入规划研究范围。”
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随着空间及产业规划的确定，青
岛国际邮轮港片区必将成为最受关注的
投资热点，也必将成为高端产业、优质资
源、创新创业人才汇聚的高地。

嘉年华集团、皇家加勒比游轮、地中海邮轮等三大国际邮轮公司相继入驻——

青岛：千亿元打造国际邮轮港城
本报记者 刘 成

11 月 12 日，可停靠 22 万吨级世界
最大邮轮的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正式开
港运营，并于 13 日迎来第一艘邮轮的正
式首航。作为我国四大邮轮旅游发展实
验区之一的深圳正式跨入邮轮经济时代。

邮轮产业被喻为“漂浮在海上的黄
金产业”，具有很强的经济带动效应。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各大港
口城市发展邮轮经济的热情不断高涨。
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开港，将对我国邮
轮经济发展起到哪些推动作用？

华南亟需海上经济门户

上海、天津两大邮轮母港占据了我
国邮轮客流量的半壁江山。据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统计，今年上半
年，全国各邮轮港口靠泊邮轮 415 艘次，
接待游客人数为 183.72 万，其中上海接
待游客量占全国的69.8%，邮轮靠泊量占
全 国 的 55.42% ；天 津 接 待 游 客 量 占
11.02%；广州接待游客量占8.91%。因为
没有邮轮码头，作为国内最大旅游客源输
出省份的广东，大量游客只能到香港、厦
门、上海等地乘坐邮轮出游。

去年 5 月，《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
一路”的实施方案》提出，广东将在加强
广州、深圳、珠海等港口建设，打造世界
一流粤港澳大湾区，在广州、深圳设立国
际邮轮母港，在珠海、汕头、湛江等市启
动邮轮旅游开发。

今年 5 月 18 日，国家旅游局同意在
深圳蛇口太子湾区域设立“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实验区”。按照规划，深圳的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规划占地面积为 9.4 平
方公里。其中，太子湾国际邮轮母港是
招商局集团旗下招商蛇口全资拥有的邮
轮母港项目，后方港区占地为 69.764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70万平方米。

与发展邮轮母港相比，邮轮旅游发
展实验区是一种综合功能更强的邮轮经
济发展形态，承担着我国邮轮经济发展
的多种探索使命。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要
求，深圳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要以推进
完善邮轮产业政策体系、促进母港建设
管理能力、提升邮轮产业服务质量、培育
本土邮轮服务力量、扩大邮轮经济产出
水平等为主要内容，在重点领域加强研
究、探索试验，并与其他邮轮旅游城市积
极配合，为全国邮轮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不断积累经验。

此外，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的设立
还将在深化旅游改革、扩大邮轮旅游对
外开放、争取口岸通关便利、促进旅游消
费等方面发挥改革创新示范作用，有助
于加快形成邮轮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法
规体系、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

深圳邮轮母港的建立，基本实现了
我国四大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从北到南
对海洋经济重点区域的聚集与辐射。

深圳的区位优势为太子湾邮轮母港
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深圳属
亚热带气候，自然条件有利于邮轮一年
四季停靠。深圳地处珠三角、毗邻港澳，
是中国重要的海上门户。太子湾邮轮母
港启用后，将与香港启德码头、广州南沙
港形成珠三角邮轮经济带，华南地区的
邮轮航线将更加丰富。

作为亚洲最大的海陆空俱全的口岸

城市，深圳每年的通关人次高，2015 年
深圳各口岸通关人次超过 2.39 亿人次，
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旅游
客源地和出入境游集散地。目前，深圳
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这些都为邮
轮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深圳市政府十分重视邮轮产业的发
展，将邮轮产业列入深圳未来产业发展
的专项资金和深圳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的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在 11
月 12 日下午举行的“内地与港澳邮轮旅
游合作发展大会暨太子湾邮轮母港开港
仪式”上，深圳市市长许勤表示，发展邮
轮经济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
进海洋强国建设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及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是顺应消
费升级趋势，促进旅游业创新发展的重
要举措。深圳将围绕建成现代化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定位，推进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建设，推动粤港澳邮轮
旅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加快打造国际
一流的邮轮母港，形成引领全国邮轮旅
游发展的先行区。

借力盘活城市经济

在深圳的版图上，蛇口具有特殊的
意义。37 年前，蛇口工业区打响了中国
改革开放第一炮。2015 年 3 月，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方案获批，再次登上改革开
放舞台的最前沿。如今，作为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蛇口又将借太子湾邮
轮母港撑起深圳海上经济门户，填补华
南邮轮产业的空白。

根据规划，太子湾邮轮母港将建设
泊位 15 个，其中 22 万吨邮轮（全球最大
邮轮停靠配置）泊位及 12 万吨（码头结
构按可靠泊 12 万吨邮轮设计）邮轮泊位

各1个，1万吨客货滚装泊位1个，800吨
客轮泊位10个，待泊泊位2个，可停泊最
高达 22 万吨位的国际豪华邮轮，成为华
南地区唯一集“海、陆、空、铁”于一体的
现代化邮轮母港。

太子湾邮轮母港的建成得益于招商
局集团长期以来在航运产业上的布局和
邮轮产业运营经验。作为民族工商业的
先驱，招商局始于民族航运业，中国外运
长航集团去年整体并入后，其在国际航
运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早在 5 年
前，招商局集团就开始了太子湾邮轮母
港的建设。

2015 年 12 月 30 日，招商局集团旗
下蛇口工业区吸收合并招商地产，推动
招商蛇口重组上市，并提出“前港、中区、
后城”的发展模式，分别对应邮轮产业建
设与运营、园区开发与运营、社区开发与
运营，其中邮轮产业成为除传统房地产
业务外新增的一大业务体系。招商蛇口
总经理许永军告诉记者，这一模式实现
了港、产、城联动，将政府、企业和各类资
源协同起来，其内涵是产业的流动和升
级，从而把城市盘活。

以邮轮母港建设为核心，招商蛇口
正打造集旅游运营、餐饮购物、免税贸
易、酒店文娱、港口地产、金融服务等
于一体的邮轮产业链。招商蛇口 2016
年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招商蛇口实
现营收总额 212.5 亿元，其中邮轮业务
的营收为 1.73 亿元，虽仅占营收总额
的 0.8%，毛利率上涨仅占 0.52%，但其
作为招商蛇口一大板块，未来增长空间
巨大。

此外，招商局还以独资、参股或联合
开发形式介入已经营运的上海国际邮轮
母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厦门邮轮母港
的开发运营，其中天津、上海、厦门邮轮

母港去年接待邮轮游客达 225 万人次，
占中国全年接待总量的 90%。今年 9 月
8日，由招商蛇口联合厦门港务控股集团
运营的厦门海上世界和国际邮轮码头开
工建设，包括母港建设运营、船队服务、
邮轮服务、物资供应、旅游出行服务。

目前，招商局在全球五大洲 18 个国
家和地区投资、运营 30 多个港口。招商
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表示，航运业是百
年招商的传统产业，招商局集团将充分
发挥在金融、地产、物流、海工、贸易方
面的优势，全产业链介入邮轮产业，包
括母港建设运营、船队建设、旅游目的
地开发、邮轮修造、物资供应、旅游等
相关领域，并通过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公司深度合作，共同打造高端邮轮产业
生态圈。

“深圳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再加
上自贸区的优势，邮轮旅游市场的潜力
无限，后发优势也十分明显。”深圳市文
体旅游局局长张合运表示，深圳将加大
服务力度，尤其是公共服务的力度，支持
招商局集团以太子湾邮轮母港为支点，
参与、投资邮轮旅游产业链，推动有关部
门充分整合区域交通等资源，为邮轮产
业链的延伸提供平台和政策的支持，把
太子湾邮轮母港打造成为推动深圳旅游
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
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表示，太子湾建立中
国邮轮母港实验区对深圳旅游业是一
次国际化的提升和考验，可极大地提高
深圳旅游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增强深圳
在全国的旅游业地位。同时，也将提升
深圳现代服务业的水平，增强深圳作为
一个国际性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
将强化南方地区的邮轮旅游地位和影
响力。

太子湾邮轮母港正式开运——

深圳：邮轮经济加速启航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版编辑 来 洁

又到碱蓬艳红时
——辽宁盘锦红海滩修复见闻

本报记者 沈 慧

辽宁盘锦红海滩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栖息的禽鸟也
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目 前 ，
青岛邮轮母
港客运中心
已接待邮轮
88 个航次，
接待旅客约
8.1 万人次，
较去年增长
150%。

王校先摄

有一片海滩，每到秋天，都会染上一片醉人的“中国
红”。它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最美六大沼
泽湿地”，也是世界罕见的“红色海岸线”——辽宁盘锦红
海滩。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跟随国家海洋局“海疆生态
行”采访团一起探寻那抹“中国红”背后的环保故事。

突然消失的翅碱蓬

红海滩，坐落在盘锦市西南入海口处的拦海大堤
外。成就红海滩美名的是一棵棵纤弱矮小的翅碱蓬。这
种生长在滩涂上的盐碱植物，又称碱蓬草。每年四五月
份，群生翅碱蓬长出地面，初为嫩红，渐次转深，10 月份
左右渐至赤红，于是有了那片恣意狂野的红色“海洋”。

盘锦市海洋与渔业局高级工程师李晋告诉记者，翅
碱蓬在土壤含盐量为 0.3%—0.5%时，最适宜生长，随着
季节变换土壤中的含盐量发生变化，翅碱蓬颜色随之改
变。辽河裹挟而来的泥沙沉积加上渤海潮汐的反复浸
泡，使得盘锦孕育出了最适合翅碱蓬生长的环境：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盘锦翅碱蓬迅速生长，蔓延最盛时
78公里的海岸线上，都长满了这种红艳欲滴的植物。由
此，盘锦红海滩盛名远播。

在盘锦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冯大庆记忆里，每年
三至五月，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南飞，茫茫海滩上，浩浩苇
荡间，鸥雁合唱，鹭飞鹤翔，好不热闹。然而，好景不长。
上世纪末因石油开发、农业围垦、水产养殖及苇业发展，
辽河三角洲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遭到
严重破坏，红海滩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翅碱蓬面积持续减
少。“没有了翅碱蓬的滩涂逐渐含碱板结，成了寸草不生
的光滩。”盘锦市海洋与渔业局高级工程师李晋记得，蔓
延最盛时 9 万亩潮间带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翅碱蓬，但到
了2003年，翅碱蓬却突然消退，仅剩下不到1万亩。

综合施策治盐害

翅碱蓬大面积退化消亡，盐害是一个重要原因。有
关专家曾指出，翅碱蓬虽耐盐性较强，但若土壤盐分过高
就会出现生理性干旱等现象，生长受到抑制。

而盐害的发生与农垦、围海养殖用海不无关系。“这
些滩涂所在地，原来都是海参、对虾养殖场。”在红海滩境
内的鸳鸯沟滨海湿地，李晋指着脚下的自然滩涂告诉记
者，辽河口海域滩涂上曾有近千家养殖户，由于过度使用
化肥、高锰酸钾等，大量残饵、残药、化肥和排泄废物聚
集，红海滩污染日益严重。加之一部分农业生产拦河截
流造成淡水减少海水盐度升高，滩涂土壤盐分升高，久而
久之翅碱蓬逐渐枯萎消亡。

挽救消失的翅碱蓬，将 8.4 万亩养殖场全部收回！
《盘锦市围海养殖滩涂收回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利
用 5 年时间实施“退养还滩”工程，逐步清理辽河口海域
围海养殖滩涂；同时，在红海滩区域建设鸳鸯沟国家级海
洋生态公园，种植芦苇和翅碱蓬，彻底改善辽河入海口滨
海湿地生态系统及翅碱蓬生长环境。

综合施策之下，目前盘锦市已恢复滩涂 2.3 万余
亩。“这些滩涂修复后，辽河水和海水已能自由进出。”李
晋介绍，根据辽河口东岸滨海湿地翅碱蓬生长状况及
沿滨海岸段景观格局，稀疏播撒翅碱蓬种子，今年修复
区翅碱蓬面积增加到 2 万多亩。

尽管因自然原因，“中国红”范围比去年有所减小，人
工播种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但红海滩又慢慢红起来了。

“经测算，翅碱蓬的播种密度为每平方米80株时，景观效
果更佳，明年盘锦将继续通过人工播种，大规模扩繁翅碱
蓬。”李晋表示。

生态环境现活力

昔日的红海滩一点点恢复，周边的生态环境亦得到
初步改善。

由于嗜盐的特性，翅碱蓬成为陆地向海滩深处进军
的先锋植物：因为土壤盐碱度高的地方其他植物无法生
存，只有翅碱蓬能够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扎根并存活，待它
们不断繁殖改良土壤后，底栖生物随之增加，其他优良植
物进一步生长，完整的生态系统就能这样一步步建立。

“经过自然恢复和人工繁殖，红海滩上翅碱蓬的密度大大
增加，现在 1 平方米翅碱蓬底下栖息的沙蟹最多可以达
到七八十只。”李晋介绍。

在鸳鸯沟滨海湿地，栖息的禽鸟们也陆续多了起
来。以鸳鸯沟国家级海洋公园为例，目前生活着约 260
种鸟类，399 种野生动物和 30 多种国家一二类珍稀野生
保护动物。其中，在这儿逗留的世界珍稀鸟类——黑嘴
鸥就超过全球数量的40%以上。

秋天时，走进全长18公里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远
眺，一片片嫣红的草原铺展在延绵百余华里的平阔海滩
上，蔚为壮观。滩涂木栈道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以红
海滩为背景拍照留念，用手中的相机见证着红海滩生态
环境的变迁。据统计，今年“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盘锦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共接待游客32万人，游客量在辽宁
全省景区中名列前茅。

翅碱蓬、海鸥、海蟹⋯⋯如今，盘锦红海滩正在恢复
昔日的朝气和活力。

◀ 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启用后，将与香港启

德码头、广州南沙港形成珠三角邮轮经济带，华南地

区的邮轮航线将更加丰富。

▼ 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迎来首航，图为丽星

邮轮公司“处女星”号。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