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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在呵护海洋生态的
同时做好蓝色经济这篇大文章？《经济日
报》记者跟随国家海洋局组织的“海疆生
态行”采访团来到河北唐山、秦皇岛两
地，实地了解当地在保护海洋生态与发
展经济方面的有益探索。

投放人工藻礁
海底变“森林”

已近黄昏，霞光散落天际，原本湛蓝
的海水被染成醉人的红色。“祥云湾又活
了！”站在唐山的祥云湾海边，唐山海洋
牧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振海忍不住
感慨。

前些年，随着沿海经济发展，周边城
市工业废水的排放以及泄漏事故的偶
发，曾经水清沙洁的祥云岛逐渐失去了
昔日的风采，一度成为“海洋荒漠”。此
情此景让深爱大海的张振海最终作出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唐山市区的房产，
倾尽积蓄开发荒岛，修复海洋生态。

这一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背负着巨大压力，张振海带领团队开创
了“泥沙质人工藻礁生态系统”，坚持向祥
云岛周边海域投放水泥钢筋预制件礁5.4
万多空方（礁体在水中的体积单位）、石礁
21.93万空方、船礁30艘2275空方。

“以前海枯了，是因为海底生物链断
了，人工造礁技术把断掉的链条又连起
来了。”张振海解释，这片海域有特殊的
资源，那就是牡蛎。礁石投下去，牡蛎就
把礁石作为着床点，时间长了，马尾藻、
刚毛藻、海膜、孔石莼等藻类的孢子会附
着在牡蛎上，等藻类周围再慢慢集聚鱼
和贝类，海底生态系统也就慢慢恢复了。

经过 13 年的坚持不懈，祥云湾在人
工藻礁的辅助下重现了生机：这片曾经
海底荒漠化严重的海域，局部复活了海
底藻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副院长
唐学玺评价，“这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
泥沙质人工藻礁生态系统的空白，是渤
海生态修复的前提和基础”。

事实上，它不仅能恢复海洋环境的
净化功能，抢救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塑造
了海洋修复的产业模型：这片海洋牧场
已经形成以海洋修复产业为主，养殖业、
休闲渔业、海产品加工业等多产交融的
业态。

如今，在海域生态逐步修复的基础
上，张振海又和科研单位合作，在项目区
海域内开展抗风浪海水网箱养殖技术研
究。2015年，祥云岛码头渔获超过1000
万斤，张振海计划在 2018 年底之前再投
放藻礁 260 万空方，修复生态环境的同
时继续养护渔业资源。

创立“北戴河模式”
沙滩换新颜

现下虽是旅游淡季，漫步在秦皇岛

北戴河新区的海边，仍随处可见或追逐
嬉戏或拍照留念的游人。

看着眼前的一幕，河北省地矿局秦
皇岛矿产水文工程地质大队副总工程师
邱若峰百感交集：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由于河口输沙量的减少和海水动力的变
化，北戴河海岸出现不同程度的侵蚀，到
2000 年沙质海滩平均侵蚀速度一度达
到每年 3 米。“如果任由沙滩消退，将来
可能会威胁到岸边建筑物的安全。”邱若
峰忧心忡忡地说。

邱若峰的担忧并非多余。由于缺少
海滩的缓冲，在一次风暴潮中，秦皇岛景区
岸线的木栈道就被海浪冲毁，损失惨重。
拯救消退的沙滩刻不容缓，但实施起来却
十分棘手。邱若峰告诉记者，传统人工养
滩模式只是单纯地填补沙源，耗钱不说，养
的滩寿命太短，难以持续。

在多次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秦皇岛
矿产水文工程地质大队创造性地提出了

“沙丘—海滩—沙坝—潜堤”的“岬湾砂
质旅游海滩生态修复模式”。具体而言，
即先在近海海域建立第一道“防线”——
人工潜堤，潜堤影响波浪、潮流场，削减
其能量，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内的水
动力特征，减弱冲刷；然后建立第二道

“防线”——人工沙坝。
“沙坝上被冲刷下来的沙子可以成

为海滩的沙源，通过海浪的力量为海岸
输送补充海沙。”大队项目负责人宫立新
介绍，通过对比发现，采用这种生态潜
堤、潜沙坝技术治理的海滩在风暴潮中
受损最小，而没有采用这种技术的海滩
会被海水侵蚀达20多米。

邱若峰等在海滩养护领域创造的
“北戴河模式”，不仅有效地恢复了海
滩自然环境、保护海岸后缘建筑，还成
功拉动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目前，
秦 皇 岛 共 整 治 修 复 岸 线 长 约 16.3 公
里，恢复沙滩面积约 43 公顷，为地方旅
游经济发展创造了近百亿元的价值。”
邱若峰表示。

立足生态“耕海”
旅游产业勃发

登上菩提岛极目远眺，一片郁郁葱
葱。循着岛上的林荫小道向深处走去，
风格别致的潮音寺、朝阳庵等佛家古迹
掩映在一片片菩提林中，愈显幽静。不
过，十几年前的菩提岛却是另一番景象：
因遍布养虾池，岛上近海区域沟沟壑壑，
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千疮百孔的菩提岛不是个例。唐山
湾国际旅游岛，位于唐山市东南部，由菩
提岛、月岛、祥云岛三座岛屿及北侧陆域
组成，当地人称之为“三岛”。唐山湾国
际旅游岛管委会副书记王长发记得，旅
游岛以前水清藻绿，后来随着沿海经济
发展，渤海近海水质退化。2001 年时，

“渤海将在 20 年后成为死海”的声音曾
经一度铺天盖地。

如何寻求海洋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平衡点？王长发认为，旅游岛背靠京
津冀，区位优势明显，可以因地制宜发
展海洋旅游业，但海岛开发必须将生
态保护放在首位，不能没搞清楚状况
就上项目。

于是，唐山湾着手进行海岛规划，
聘请南京水科院和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分
别对周边海域的波浪及浪潮流泥沙进行
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试验，委托专业测
量队伍进行海底地形及海岛测量，加强
对海洋环境的检测⋯⋯2011 年 8 月，国
家海洋局正式批复唐山湾国际旅游岛为
国家级海岛开发利用示范基地，支持旅
游岛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发展模式。

逐渐，“耕海”之举有了
起色。前不久，国家海洋局
公布 2015 年中国“十大美
丽海岛”评选结果，“三岛”
之一的菩提岛作为河北区
参评的唯一海岛入选；月岛
则因其美丽的海滨浴场和

水上木屋得名“东方马尔代夫”。
“三岛先后投入 20 亿元进行整治

修复，才换来今天的良好生态。如今，
三岛的经济效益也渐渐凸显。”唐山湾
国际旅游岛党工委书记王玉国介绍，
在近日举行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

“三岛”共有 15 个项目成功签约，签约
金额约为 307 亿元，包括了旅游及配
套服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海 洋 牧 场 耕 出 金 色 果 实
——“海疆生态行”河北调研

本报记者 沈 慧 实习生 李永文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站在河北唐山湾国际旅游岛
北侧陆地，远望海天之间的菩提岛、月岛、祥云岛，人
流如梭，车辆川流不息。建设者们正利用旅游淡季，加
紧配套工程建设，为建造一流海滨旅游目的地打下坚实
的基础。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唐山湾国际
旅游岛乘势而上，2年时间里实现大变样。今年旅游岛
暑期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40.54%，已成为配套功能日
益完善的滨海旅游度假胜地。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地处唐山东南部海域，与正在建
设的曹妃甸生态城隔海相望。整个项目由菩提岛、月
岛、祥云岛及北侧陆域组成，总面积 125.64 平方公
里。开发建设以来，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先后被河北省政
府列为省级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被国家海洋局列为国
家级海岛开发利用示范基地。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党工委、管委会立足位于京、
津、唐、秦4市环抱的区位客源优势，独特的海岛、沙
滩、温泉、生态及文化资源组合优势，紧紧抓住旅游业
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发展机遇，科学论证，确立了

“打造国际一流滨海休闲度假目的地”和“建设生态宜
居滨海旅游新城”的战略目标。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实现跨
越发展。近两年来，菩提岛先后完成潮音寺扩建、朝阳
庵复建、文化苑、十二禅居、定香榭、梦泽湖、葫芦
湖、灵珠广场、佛光阁等项目；月岛重建水上木屋505
栋，新建情侣木屋40栋、联排别墅79栋，新建月岛码

头、四星级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祥云岛先后完成金
沙滩宾馆、金沙滩温泉度假酒店等景区提升工程，同
时完成了滨海大道、乐北路、滨海景观道绿化景观和
三贝明珠码头项目，进一步增强了旅游岛的聚集力和
承载力。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通过实
施招商引资拉动战略，一批投资大、前景好、带动强的
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开工。2015 年以来，成功签约重点
招商项目30个，计划总投资436.7亿元。今年以来，已
开工签约项目 15 个，计划总投资 134 亿元，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华铁铁路建设工程集团等大企业先后投资落
户旅游岛，旅游岛的开发建设进入产业聚集发展新阶
段。

通过近几年的不断努力，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已经成
为唐山市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2015 年，菩提岛以全
省评比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国家 4A 级景区验收，今年又
被国家海洋局评为“全国十大美丽海岛”。全国最大的
旅游码头——三贝明珠码头建成并投入使用，旅游岛核
心区年游客集散能力达到200万人次。

绿色的海岛，金色的沙滩，别致的建筑，如今的唐
山湾国际旅游岛已名声在外。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玉国满怀信心地表示，“‘十三
五’时期是旅游岛实现跨越发展、快速崛起的重要时
期，我们要努力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旅游合作示范区，
逐步搭建滨海旅游新城框架，加快推进全域全季节旅游
目的地建设，着力打造国际国内知名的康养之乡”。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建设步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杨惺璐

本报讯 记者沈慧从日前召开的全国海洋科技创新大
会上获悉：《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 年）》已出台，
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兴
海长效机制，构建起链式布局、优势互补、协同创新、集聚转
化的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其中，海洋科技成果转
化率超过55%。

《规划》指出，从全球范围看，海洋经济发展已进入全面
依靠科技创新的新时代，从国内发展需求看，科技兴海也进
入了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国家发展的强烈需要，

《规划》从推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的
问题入手提出，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实施深海探
测战略，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激发海洋科技创新活力。当
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海洋科技创新将按照“原创驱动、技术
先导、认识海洋、兴海强国”的指导方针，坚持“双轮驱动”，
使我国逐步成为海洋科技领先的海洋强国。

《规划》明确，到 2020 年，海洋科技引领海洋生物医
药与制品等新兴产业的能力不断加大；海洋科技进步对
海洋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
速达到 20%，海洋高端装备自给率达到 50%，基本形成
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互动互进、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表示，“十三五”期间，海洋局将加
快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为认识海洋提供理论
技术支撑；加快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推动“深海进入、深海
探测、深海开发”；加快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引领海洋经济
提质增效和空间拓展。

科技兴海规划发布

2020年海洋科技成果转换率超55%

本报讯 记者常理报道：农业部日前公布《关于征求
2017 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调整方案意见的公告》，提出北
纬 35 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休渔时间调整为 5 月 1 日
12时至9月16日12时，当前休渔时间为6月1日12时至9
月1日12时。

海洋伏季休渔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建立的
一项重要渔业资源养护制度，自 1995 年实施以来，取得了
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受到广大渔民群众和社会各
界的普遍欢迎。为加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农业部一直对
伏季休渔制度不断进行调整完善。2011 年将黄渤海区和
东海区刺网渔船全部纳入海洋伏季休渔管理，2012 年和
2013年又对刺网休渔时间进行调整。

而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确实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
之处，比如有地方反映：带鱼、大小黄鱼和鲳鱼等主要经济鱼
类的集中繁殖期比20年前明显提前，但现行的休渔时间没
能完全覆盖这些重要洄游性经济鱼类的繁育期，无法达到保
护此类渔业资源的预期效果。总的来看，当前我国近海渔业
资源的衰退程度靠短时期休渔已难以改变，需要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其中之一就是对现有伏休制度进行调整完善。

农业部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年来伏季休渔
制度存在的问题，将本着恢复优先、统筹兼顾和便于执法的
原则，拟对现行海洋伏季休渔时间进行调整优化。主要思
路为：一是将各海区休渔起止时间尽可能统一；二是将各海
区休渔起始时间提前半个月至一个月，总休渔时间延长至
四个半月，给渔业资源更多修复时间。

明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拟提前
总休渔时间延长至四个半月

为 了 拯 救 消 退 的 沙

滩，秦皇岛创新海滩修复

模式，目前共整治修复岸线

长约16.3公里，恢复沙滩面

积约43公顷。图为秦皇岛

海岸修复的前后对比。

修复前修复前

修复后修复后

曾经海底荒漠化严重的祥云湾海域在人工藻礁的辅助下重现生机。

13年来，张振海团队持续向祥云岛周边海域投放水泥钢筋预制件礁5.4万

多空方、石礁21.93万空方、船礁30艘2275空方。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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