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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8.3万亿元

海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大力发展蓝色经济，保

护海洋环境，建设海洋强

国，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

方向。当前，我国海洋经济

的发展既与世界潮流相呼

应，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站在新的历史阶段，需

要不断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

构、开拓新思路新技术、做

大蓝色“朋友圈”，为我国海

洋强国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

蓝色动力——

产业大而不强 产品多而不优

荔枝龙眼产品求量更重质
本报记者 常 理

多地价格大幅上涨 北方企业实现“逆袭”

全国水泥市场需求回暖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船舶运输景气指数小幅提升

新闻回放：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份至9月份，全国造船完工量2936万载重吨，同
比增长6.7%，其中海船为848万修正总吨；新承
接船舶订单量 1947 万载重吨，同比下降 27.4%，
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19.5 个百分点，新接海船为
520万修正总吨。

点评：中信建投研报分析显示，目前全球船

舶市场处于中周期小幅复苏阶段，距离长周期繁

荣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当前国际航运市场有所

回暖，带动了新船价格指数保持稳定，今年三季

度，中国船舶运输企业景气指数为115.13点，较

上季度小幅上升，表明船舶运输企业总体营运状

况稳定。业内预计，今年四季度，国际航运市场

将延续回暖态势，新船需求将有所增长。

首个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通过论证

新闻回放：国家能源局组织的新疆吉木萨尔
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专家论证会近日在北京
举行，会议同意示范区建设方案，标志着我国首
个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
陆相页岩油示范区顺利通过专家论证。

点评：近年来，我国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取

得了可喜进展。其中，页岩气已发现涪陵、长

宁—威远等气田，但页岩油勘探开发存在诸多难

题，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是

未来油气增储上产的重要接替领域，也是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途径。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示

范区资源规模大，储量落实程度高，建产工作全

面展开，是我国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的典范。加

快页岩油资源开发，将更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

安全。

汽车经销商盈利难度加大

新闻回放：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近日
发布致乘用车生产企业的倡议书称，有 53.5%的
经销商 2018 年经营亏损，2019 年上半年亏损面
进一步扩大，盈利经销商占比仅为29%。

点评：当前，汽车市场的整体低迷使得经销商

4S店遭遇重创。同时，由于车企销售指导价过高、

对4S店考核制度苛刻，以及将经销商的利润转移至

主机厂等问题普遍存在，大部分经销商亏损日益严

重。因此，在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下滑的关口，车企

应该强化与经销商的战略合作，改变考核规则和经

销体系，建立稳定的经销商队伍，共谋双赢。

近期，全国多地水泥价格出现大幅
上涨，北方水泥企业也实现了“逆袭”，前
三季度业绩大幅攀升，涨势喜人。记者
从中国水泥协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水
泥价格均呈现同比上涨态势。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全国标号 42.5 水泥平均价
位达到 432 元/吨（西藏除外），比去年同
期上涨13元/吨，同比增长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1月份至8月份，全国水泥产量14.7亿
吨，同比增长7%，其中8月份水泥产量2.1
亿吨，同比增长5.1%。1月份至7月份，全
国水泥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425亿元，同比
增长16.2％，比整个工业增速高11.3个百
分 点 ；利 润 总 额 9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2％，比整个工业增速高28.9个百分点。

“水泥价格整体上涨是因为华北、西
北等地区市场需求比去年同期明显上
升。”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孔祥忠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今年以来，水泥行业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
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为行业整体保持平稳
运行，产品产量保持增长，经济效益稳中
向好奠定了良好基础。

回顾全国水泥价格走势，自 2018年
下半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水泥价格
以上行为主，今年 9 月份以来全国各地
水泥价格都呈现出上涨势头。从区域来

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大区水泥价格涨
幅最大的是华北地区，同比增长9.6%，其
次是中南、华东和西北地区，东北地区水
泥价格仍处于同比下降态势。“华北市场
复苏，东北市场持续下滑，西北市场好于
上年。总体来看，在水泥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下，北方水泥企业盈利水
平已有所提升。”

部分北方企业前三季度业绩也反映
出了其所在地区水泥市场涨势。冀东水泥
10月9日晚发布公告，公司预计前三季度
实现净利润24.3亿元至24.8亿元，同比增
长33.76%至36.52%。甘肃祁连山水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10月10日发布2019年
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司预计2019年
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0.3亿元左右，同比增长87%左右。
由此可见，北方水泥企业通过前三季度业
绩大幅攀升实现了“逆袭”。

对于公司业绩增长，冀东水泥表示，
2019 年前三季度受益于水泥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及核心区域市
场需求改善的积极影响，市场秩序持续
好转，公司水泥和熟料综合销量同比增
加，售价进一步理性回归。接下来，公司
将进一步加大管理强度，大力推进生产
企业“培优”及战略营销，推动运行质量
持续提高，经济效益提升。

“北方水泥企业业绩攀升主要得益于
当地市场需求好于上年同期。”孔祥忠说，

“此外，部分省份有一定量的产品海运南
下，执行错峰生产的力度也好于往年。”

虽然部分地区水泥价格涨势喜人，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水泥价格有涨有跌，
尤其是贵州、宁夏、辽宁等地水泥价格全
国最低，有补涨的空间。对此，数字水泥
网总裁陈柏林认为，全国水泥价格整体
已经处于高位水平，再上涨的可能性
不大。

孔祥忠表示，从行业整体运行状况
来看，虽然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水泥产
量增速达 6.8%，但四季度增速会下降。

“全年预计水泥产量 22.7 亿吨，增速在
4%左右。”

目前，水泥行业整体运行态势稳中
有升，对于下一步行业如何维持效益增
长，孔祥忠认为水泥企业科技创新将使
竞争力明显提升。

“在信息化时代，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 提 升 更 加 依 赖 于 行 业 外 的 技 术 融
合。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往
往比创新能力更重要。”孔祥忠表示，中
国水泥产能和消费量处于世界第一，中
国水泥的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目前，建
立企业研发创新中心已成为水泥企业
创新能力的标志。随着水泥窑协同处
置技术、氮氧化物减排、智能化水泥制
造等一大批科技成果研发成功并得到
推广应用，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效率提
升和生产及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就会增强。”

孔祥忠认为，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
况下，产品低价倾销会蚕食科技创新产
生的效益。“因此，只有通过强化行业自
律的创新机制，才能保住科技创新的市
场效益，保障企业利润稳定增长。”

荔枝、龙眼是我国热作产业的骨干品种，无论种植规
模、生产技术，还是市场影响力，我国都在世界上名列前
茅。2018 年，我国荔枝种植面积约 800 万亩、产量 260 万
吨，龙眼面积约 470 万亩、产量 203 万吨，均占世界六成以
上，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大主产国。

在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国家荔枝龙
眼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2019 年全国龙眼荔枝产业大会”
上，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主任李尚兰表示，“以荔
枝、龙眼为代表的热带农业是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推动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荔枝龙眼产业稳定发展，《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我国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优先支持
荔枝等主要作物发展，建设名特优新热作产业带。荔枝、龙
眼等热带水果被纳入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林草局联合
印发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

作为传统热带作物，我国荔枝、龙眼通常在每年6月份
至8月份集中上市，容易引起市场波动。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建立了“环境—品种—措施”三对口丰产高效技术体
系，建设了海南特早熟、粤桂西南部早熟、粤桂中部中熟、粤
东闽南晚熟及重庆、四川泸州特晚熟优势区，荔枝上市时间
延长至 4 月份至 8 月份，龙眼上市期延长至 3 月份至 9 月
份，有的品种通过产期调节甚至可实现周年供应，显著提高
了产业经济效益。

当前，我国荔枝产业链不断拓宽延长，加工业蓬勃发
展，已经形成了年产 40万吨以上的加工能力，研发出了上
百个加工产品；靠近都市圈的荔枝龙眼果园开始从单纯的
种植园向荔枝生态、采摘、休闲公园转型。同时，我国荔枝
物流处理和冷链贮运能力显著提升，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但是也应看到，当前我国荔枝龙眼产业整体上依然存
在产业大而不强、产品多而不优、品牌杂而不亮等问题。

“因此，要紧紧抓住当前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
重要机遇期，推动荔枝龙眼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
变。”李尚兰表示，应着力优化品种结构，发展特早熟和特晚熟
优质品种，延长果品上市期，并不断开发新品种，实现“围绕市
场种得好”。同时，打造区域优势品牌，构建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和产品品牌各有侧重又相得益彰的品牌体系，实现“打造品
牌叫得响”。同时，还要加快建设现代优质产业园，大力发展
荔枝、龙眼精深加工，不断延长产业链，增加果品附加值，实现

“产业富民有赚头”。深入挖掘荔枝龙眼文化内涵，加强对龙
眼、荔枝树植株和特优珍稀种质资源保护，拓宽农业多种功
能，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传承有念头”。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海洋经济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要坚持创新驱
动，共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
发展，共建海洋生态文明；坚持合作共
赢，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自然资源部
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在近日
举办的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下
简称“海博会”）开幕式上表示。

被称为“中国海洋第一展”的海博
会，不仅是推进海洋新技术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的重要功能平台，也是促进海洋
经济国际合作的高端经贸平台。据悉，
今年共计21个国家455家企业和机构参
展。海博会上发布的《2019中国海洋经
济发展指数》显示，2018年海洋生产总值
为 8.3 万 亿 元 ，比 2011 年 名 义 增 长
83.0%。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保持稳定，
2011年至2018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9%以上，2018年海
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9.4%，海洋经济规模再上新台阶。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

“2011年至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发
展指数从 105.4增长到 131.3，年均增长
3.5%，其中2018年增长3.2%。海洋经济
总体保持平稳，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何广顺认为，从
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在海洋经济发展
中的引擎作用持续增强，我国海洋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1 年的 47.2%提高到 58.6%，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其中，2018年海洋旅游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1.6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8.3%，对海洋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

效发挥。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洋生
物医药、海水利用等新兴产业成为海洋
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8 年海洋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0.4%，高于同期
海洋经济增速3.7个百分点。

从海洋经济的质量来看，随着市场
新活力不断激发，涉海企业经营效率、盈
利能力较快提升，增幅进一步扩大，海洋
经济生产效率持续平稳提高，2018年海
洋劳动生产率是2011年的1.7倍。

“科技创新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
有效支撑。”何广顺介绍，2018年重点监
测的海洋科研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数
量比2011年增长了20%以上，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比2011年增长近90%，专利
授权数是2011年的3.5倍。“在供给体系
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一批高科技含量工
程、产品和装备陆续投入使用。”

“智慧海洋”未来可期

“新技术能够显著地推进产业发
展。比如，海洋产业产业链长、跨度大，
涵盖了各个领域以及各种规模的企业，
通过云计算的普及和赋能，就可以更方
便地实现产业链企业之间的协同。”SAP

（思爱普）中国区副总裁尹锦明说。
新技术正作用于各传统产业，“智慧

海洋”也因此被寄予厚望。什么是“智慧
海洋”？实际上就是将海洋工业化与海
洋信息化有机融合，在海洋资源开发、海
洋经济、海洋生态等方面深度发展。

在海洋航运业和船舶工业领域，不
少智慧应用已经落地。中国造船工程学
会首席专家方书甲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比如从上海港到鹿特丹港，航线有2万

多公里，传统航线会绕很多路。不过，利
用‘智能导航’，船舶也能像城市里的汽
车一样，更精准更实时地确定自己的航
线，不仅节约时间，也有助于节能减排”。

另一个被看好的领域是海洋养殖
业。“通过深远海养殖大型工船发展深远
海养殖，同样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才能
实现精细化、有效益的养殖。根据测算，
以量化养殖三文鱼为例，一条船可以养殖
10万吨，产值超过2亿元。”中船系统研究
院研究员邱伯华说。方书甲则将信息技
术运用于海洋养殖业称为“高值化养殖”，
比如，通过传感器实现对海洋环境感知，
用大数据分析开展生存生长特性研究，大
大提升了海洋养殖业的附加值。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工
程学院院长段梦兰非常看好智能化在海
上油气开采上的应用。“智能化装备有效
提升了海上油气开采效率。更重要的
是，通过智能化可以实现无人平台，使安
全性有了巨大的提升，也让海上油气开
采平台可以建设在更恶劣的环境里，从
而拓展开采边界。”

蓝色“朋友圈”越做越大

“海洋经济是佛得角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支持下，圣文森特岛
海洋经济特区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

发展世界蓝色经济、通过寻求与沿海和岛
屿国家的合作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
重要意义。”佛得角共和国工业、贸易与能
源部部长亚历山大·蒙泰罗表示。

海洋对外开放正在进一步扩大，不
断拓展的蓝色“朋友圈”成为我国海洋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持续推进，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
和价值链。2018年，我国积极拓展与海
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贸易
额达 1.3 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2.6%，
增速高于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
额 19.3 个百分点。一批中国企业承揽
国际涉海项目，海洋领域经贸合作不断
深化。”何广顺说。

与中国携手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
博会上众多外国嘉宾的心声。柬埔寨环
境部副部长杨·索帕拉表示，双方建立的
长期稳定合作机制拓展了在海洋观测与
监测、海洋环境预报、海洋环境保护、海
洋灾害风险评估、海岸带综合管理以及
海洋政策与法律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
化的不断推进，我们这个蓝色星球，被海
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以海洋为载体和
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和文化等合作日
益紧密。”王宏对携手推动蓝色经济发展
提出了3点倡议，“构建互利共赢的蓝色伙
伴关系、深化优势互补的蓝色产业合作、
搭建互信互惠的蓝色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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