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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当前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在保障海洋经济规划与海洋开发活动的循序渐进实

施、促进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本文在总结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内容的

基础上,开展了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方法的研究,从规划实施结果、效果、效率三方面进行探讨,设计构建了

海洋经济规划的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天津市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冶规划》后评估进行应用

示范。 结果表明,该海洋经济评估技术方法具有一定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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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aluation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become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the
evaluation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marine develop鄄
ment activities and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and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this paper,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ontent of evaluation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we research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and discuss the evaluation of ma鄄
rine economic planning from three aspects:planning implementation results,effect and efficiency. An indicator system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evaluation which we have designed is applied to the post鄄evaluation of “12th Five鄄Year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Marine Industry in Tianjin冶.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鄄
sult,the method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evaluation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method.
Key words:marine economic;planning evaluation;evaluation standards;evaluation index

摇 摇 海洋经济规划是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

范围内对海洋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改善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总体部署,是以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为基

础,以海洋经济发展为对象,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社会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对未来

一段时期海洋经济发展全局和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发展所做出的谋划、安排和部署。 自从《全国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1],随着海洋

经济规划的相关理论与技术不断丰富与完善,规
划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凸显和提高。 然而,海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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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规划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控制约束力不强,尤
其是规划评估相关工作仍然滞后,尚未形成科学

合理、系统完善的海洋经济规划评估体系,从而制

约着海洋经济的发展。
刘佳等[2] 将我国海洋规划发展总结为初步

发展、快速发展和加速发展 3 个阶段,归纳出当前

中存在着规划间缺乏协调、实施监督不够、评估环

节薄弱、控制约束不强和技术支撑不足等 5 个突

出问题。 马仁锋等[3] 认为当前我国海洋规划的

战略定位和目标存在空间竞争、政策理念与行动

不统一等问题,海洋规划的编制、实施和管理仍处

于分割状态。 贾川[4] 认为完善发展规划评估机

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当前发展规划

评估中存在规划自身缺陷致使难以评估、技术方

法简单、评估方法有待完善等问题。 王冰等[5],
从资源、环境、产业、经济、社会五个方面构建海洋

经济系统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着重对指标选取和

体系构建的研究。 徐丛春[6] 等对天津市海洋经

济和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冶规划的主要指标与

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 当前现有文献虽有

对海洋经济规划进行相关研究,意识到了规划实

施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合理、落实不到位、规划评估

方法有待完善等问题,但并没有具体提出对海洋

经济规划评估技术方法的研究,尚缺乏一套用于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分析方法或者技术,对海洋

经济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本身没有分析。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必然是海洋经济规划体系

编制实施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应在特定阶段

内来检查规划的实施结果是否偏离目标,是否需

要随着实际形势的变化对海洋经济规划的内容予

以调整。 同时,评估也是前后两个规划之间的重

要衔接环节,规划评估不是简单地判断既成事实

的活动,而是在发展规划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

搭建理解的桥梁[7]。 因此,在目前态势下,就需

要建立一套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技术与方法。 本文

从规划实施结果、效果、效率三方面进行探讨,尝
试设计出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指标和模型,提出

一套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基本思路与技术方法。

1摇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内涵

1. 1摇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内容

借鉴《海洋功能区划实施评价概述》 [8] 中的

相关理论叙述,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可以描述为根

据相应的技术标准,采取合理的科学方法,对其执

行情况、实施的效果与结果进行分析与综合的手

段。 本文从海洋经济规划实施的角度进行分析,
实施结果是规划实施过程中对经济推动的直观表

现,实施结果的好坏可部分反映海洋经济规划的

经济推动强弱;实施效果是海洋经济规划实施对

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可
以反映海洋经济规划在各方面的贡献情况;实施

效率是海洋经济规划本身实施与作用的效率,反
映政府在实施规划时的实施与保障状况。 因此,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内容应包含规划实施结果、效
果与效率三方面内容。
1. 2摇 规划实施结果评估

1. 2. 1摇 具体内容评估

海洋经济规划的规划实施结果评估是针对规

划在各领域的实施进展情况所做出的评估,主要

包括具体内容评估和战略内容评估。 其中,具体

内容是海洋经济规划中所明确量化的目标和指标

内容,对各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项目的进展程度进

行评估,也就是对规划实施之前和规划实施之后

的情况进行对比评估,其具体的评估方法见公式:

Ar =
Va - Vb

Vt - Vb
(1)

或者,

Ar =
Va

Vt
(2)

式中: Ar 为完成程度; Va 为实际值; Vb 为基

期值; Vt 为目标值。
1. 2. 2摇 战略内容评估

战略内容是指评估规划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等各重点领域是否

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对战略内容进行评估宜采取

定性、定量并举的方法,并需要综合各领域的评估

指标、具体项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9]。 其中定性

评估主要采用专家打分法,根据专家意见进行定

量化处理得出评估结论。
1. 3摇 规划实施效果评估

规划实施效果评估是从整体考虑,对规划实

施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主要评估

规划实施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等方面

的影响。 主观方面评估是对海洋经济规划实施前

后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进行直观评价;客观评估是社会满意度调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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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查个人、企业各级政府对规划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是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比较科学、有效、客
观的手段,其主要方法为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
1. 4摇 规划实施效率评估

规划实施效率评估的重点是对规划实施主体

的执行力度、投入力度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采取方

式、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主要包括:(1)评估

规划实施主体的资源投入力度是否满足规划实施

要求,即反映实施主体是否积极执行规划,是否认

真负责;(2)评估规划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是否有违法违规现象存在,或者法律法规在

规划实施中的规范作用的有效性;(3)评估规划

实施策略和方式是否正确,组织之间是否有效沟

通和协调,是否有效调动社会积极性。 (4)评估

可使海洋经济规划得以更好更有效实施的相关政

策和法规是否健全,或者仍有哪些缺陷。

2摇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标准

2. 1摇 海洋经济规划实施结果标准

海洋经济规划的评估标准是衡量其利弊优劣

的准则[10]。 本文将海洋经济规划的评估标准分

为结果标准、效果标准和效率标准三部分。 其中,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实施结果标准是依据对规划实

施后已完成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是否达到预定目

标而进行评估的[11],以规划文本作为规划结果的

评估标准。 规划实施结果标准要求明确规划直接

目标的实现状况,也要了解规划间接目标的实现

状况,即海洋经济规划的实施对整个区域的经济

与社会发展是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如

何等等[12]。
2. 2摇 海洋经济规划实施效果标准

海洋经济规划实施效果标准是以规划实施后

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等所产生的综合

效果进行评估,主要评估规划实施对国民经济发

展、社会民生改善、资源环境保护和科学教育提升

等方面的影响。
2. 3摇 海洋经济规划实施效率标准

海洋经济规划实施效率标准是指海洋经济规

划实施过程中,规划实施是否合规,组织设置是否

合理,人员配备是否得当,指令是否明确,社会沟

通是否充分,信息反馈是否及时,所投入资源是否

有效或有无浪费等。 在进行海洋经济规划实施效

率标准测度时,可采用规划满意度、法律政策支撑

和规划管理实施三个指标。

3摇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指标体系设计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指标的选择不仅要有合理

的标准还需要有可行的信息收集途径。 “目标

树冶是按照树形结构对目标进行组织的方法,可
将海洋经济规划评估这一大目标和最终目的作为

首层,把不同的目标均归类到更高级的目标之下,
以可视化的方式和分支层次来表示各级目标之间

的逻辑关联,有利于保障信息收集途径的明确性

和可行性。 本文采用“目的树冶 [13] 作为构建评估

指标体系的方法,依据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关键

内容与各方面影响因素,设计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本文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层次(目标层、控
制层、子控制层、变量层) [14鄄15]、三个控制层(规划

结果、规划效果、规划效率)、八个子控制层、共 20
个指标,如表 1 所示。

其中,目标层为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综合指数,
是通过控制层、子控制层与变量层的测算所得出

的最终数值结果,用以评估反映规划实施所带来

的综合情况控制层由规划结果、规划效果、规划效

率三个模块组成,具体由子控制层评价。 规划结

果反映规划在阶段性实施后的结果与其预计结果

之间的相符程度。 规划效果反映规划在阶段性实

施后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与取得的效果。 规划效

率反映规划实施中管理与行政的保障与促进作

用,以及公众态度。
子控制层分为八个模块,每一模块由变量层

指标数据经计算与标准化处理,通过对比反映的。
规划目标实现程度反映规划实施一段时间后的当

前结果与规划文本制度制定的目标之间的符合程

度。 经济发展态势反映规划实施后所产生的海洋

经济发展变化。 社会民生状况反映规划实施后对

社会民生的影响状况。 资源环境形势反映规划在

实施中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变化影响。 科研教育

现状反映规划实施一段时间后,当前的科研教育

现状。 规划管理实施状况则反映了海洋经济规划

的相关管理措施对规划实施的约束与保障作用。
法律政策支撑度反映海洋经济规划的相关法律、政
策对规划实施的促进与支撑作用。 规划满意度则

反映公众对海洋经济规划的认知情况与认可程度。
变量层为具体的评估定量与定性指标,主要

的计算工作在变量层进行,具体请看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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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指标体系

Tab. 1 The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evaluation

目标层 控制层 子控制层 变量层 单位

海洋经济

规划评估

综合指数

规划结果(A1)

规划效果(A2)

规划效率(A3)

规划目标实现程度(B1)

经济发展态势(B2)

社会民生状况(B3)

资源环境形势(B4)

科研教育现状(B5)

规划管理实施状况(B6)

法律政策支撑度(B7)

规划满意度(B8)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C1) 亿元

地区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C2) -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C3) -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C4) -

海洋劳动生产率(C5) 万元 /人

涉海就业人员数(C6) 万人

沿海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7) 元

地区滨海国内旅游人数(C8) 万人次

近岸海域利用率(C9) -

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C10) -

海洋生态监控区健康指数(C11) -

城市污水处理率(C12) %

大专及以上学历海洋管理人员数量(C13) 人

涉海就业人员数中海洋科技人员数(C14) 人

新出台法规数量占比(C15) -

违法违规案件查处率(C16) -

法规政策完备度(C17) -

法律政策有效性(C18) -

规划内容认知度(C19) -

规划效益满意度(C20) -

摇 摇 具体指标解释如下。
(1)地区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是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合计在同期地区生产总

值中所占的比重。
(2)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是指地区海洋产业增加值合计在地区生产总值中

所占的比重。
(3)海洋生产总值(GOP)增长速度是根据不

变价计算的基期与目标期的 GOP 计算得出,其计

算公式为:

RGOP =
GOP t - GOP l

GOP l
(3)

式中: RGOP 为 GOP 增长速度; GOP t 为按上年

价格计算的本年 GOP; GOP l 为上年度 GOP。
(4)海洋劳动生产率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地区

的社会涉海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效率[16]。 计算

公式为:

R l =
GOP

(P l - P t) / 2
(4)

式中: R l 为海洋劳动生产率; GOP 为海洋生

产总值; P l 为上年年末涉海就业人员数; P t 为本

年年末涉海就业人员数。
(5)涉海就业人员数指地区从事涉海行业的

全体人员年末数量。
(6)沿海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

按沿海城市城镇居民人口平均的可支配收入。
(7)地区滨海国内旅游人数指当年地区沿海

城市接纳的国内旅游人数总和。
(8)近岸海域利用率指地区管辖海域的海域

空间的已开发利用程度,用累计确权海域面积[17]

与地区管辖海域面积的比值表示。

Us =
Sa

S (5)

式中: Us 为近岸海域利用率; Sa 为累计确权

海域面积; S 为地区管辖海域面积。
(9)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是采用海洋环境

状况公报数据,用以反映近海海水环境状况。 采

用各类水质海域面积与各类水质的质量标准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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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和与地区管辖海域面积的比值表示。 第一

类、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和劣于四类水质的质

量标准值分别取 1、0. 8、0. 6、0. 4、0。

Ms =
移BsSs

移S
(6)

式中: Ms 为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 S 为地

区管辖海域面积; Bs 为某类水质的质量标准值;
Ss 为某类水质的海域面积。

(10)海洋生态监控区健康指数是将河口、海
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海洋生

态监控区中[18],处于健康、亚健康、不健康的监控

区分别取值 0. 9、0. 6、0. 3,并与各自的监控区个

数加权求和再除以监控区总数得出。
(11)城市污水处理是指城市污水利用污水

处理设施进行净化处理,使其处理后的污水和污

泥达到规定要求后排放水体或再利用[19鄄20]。 沿

海城市污水处理率的计算公式为:

Rp =
Wp

Wd
(7)

式中: Rp 为沿海城市污水处理率; Wp 为沿海

城市污水年处理总量;Wd 为沿海城市污水年排放

量。
(12)大专及以上海洋专业海洋管理人员数

量指国家海洋局系统及下属单位中从事海洋相关

工作的公务人员(含参公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海洋管理人员数量。
(13)海洋科技人员指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

员中的科技、服务管理人员与课题人员[21]。 涉海

就业人员中海洋科技人员数指海洋科技人员与涉

海就业人员的比值。 该指标计算公式为:

Pst =
Ps

P j
(8)

式中: Pst 为涉海就业人员中海洋科技人员

数; Ps 为海洋科技人员数; P j 为涉海就业人员数。
(14)新出台法规数量占比是指规划颁布之

后新出台的涉海法律法规在全部涉海法律法规中

所占比率。
(15)违法违规案件查处率是指规划实施中

海洋管理部门进行查处的违法违规案件在累计违

法违规案件查处总数中的所占比率。
(16)法规政策完备度是指有效保证海洋经

济规划顺利实施的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完备程度。
该指标通过专家打分获得。

(17)法律政策有效性是指规划在实施过程

中所有行为的合法合规程度。 该指标通过问卷调

查获得。 针对需要问卷调查的指标设置问题,分
为优、良、中、差四等,分别赋值 1、0. 65、0. 35 和

0,通过加权求和再除以发放总数得出该指标值。
通过邮件、现场发放等方式,以规划地区的部分政

府部门、司法部门、海洋管理机构、涉海企业、涉海

科研机构以及随机选取的社会公众为对象发放调

查问卷。
(18)规划内容认知度反映海洋管理机构、涉

海企业、涉海科研机构、社会公众等各有关利益方

对规划内容的认识和认可程度。 该指标通过问卷

调查获得。 针对需要问卷调查的指标设置问题,
分为优、良、中、差四等,分别赋值 1、0. 65、0. 35 和

0,通过加权求和再除以发放总数得出该指标值。
通过邮件、现场发放等方式,以规划地区的部分海

洋管理机构、涉海企业、涉海科研机构以及随机选

取的社会公众为对象发放调查问卷。
(19)规划效益认知度反映海洋管理机构、涉

海企业、涉海科研机构、社会公众等各有关利益方

对规划效益的认识和认可程度。 该指标通过问卷

调查获得。 针对需要问卷调查的指标设置问题,
分为优、良、中、差四等,分别赋值 1、0. 65、0. 35 和

0,通过加权求和再除以发放总数得出该指标值。
通过邮件、现场发放等方式,以规划地区的部分海

洋管理机构、涉海企业、涉海科研机构以及随机选

取的社会公众为对象发放调查问卷。

4摇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实证

4. 1摇 评估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在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指标的相关数据处理之

前,需要现将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是为把不

同量纲、不同性质的数据标准化处理,使其具有可

比性。 本文采用的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为比较基

数法和极值法。 其中,比较基数法的公式为:
ki = xi / x0 (9)

式中: ki 为第 i 指标的评价值; xi 为实际值;
x0 为该指标对应的比较基数。

极值法公式为:

B i =
Ai - minAi

maxAi - minAi
(10)

式中: B i 为第 i 指标的评价值; Ai 为实际值;
maxAi 与 minAi 为实际值的上下限。



116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8 卷

本文以《天津市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

“十二五冶规划》为例,为了更全面地运用到数值

计算方法,故对其进行后评估作为实证研究。 指

标原始数据采用 2015 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

海洋统计年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天津统

计年鉴》、《天津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等。
表 2摇 指标数据集处理

Tab. 2 The dataset processing of indexes

变量层 单位 指标原始数据 评估标准 规范化处理结果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亿元 4923. 5 5000 0. 9847

地区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0. 1672 - 0. 1672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0. 2977 0. 30 0. 9923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0. 1569 0. 20 0. 7845

海洋劳动生产率 万元 / 人 27. 3073 17. 858(2010 年实际值)30(2015 年预计值) 0. 7782

涉海就业人员数 万人 180. 3 169. 2(2010 年实际值)180(2015 年预计值) 1. 0278

沿海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4101. 3473 24292. 6(2010 年实际值)35692(2015 年预计值) 0. 8605

地区滨海国内旅游人数 万人次 17058. 7 6118(2010 年实际值)18998(2015 年预计值) 0. 8494

近岸海域利用率 - 0. 6354 - 0. 6354

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 - 0. 4225 - 0. 4225

海洋生态监控区健康指数 - 0. 8556 0. 9 0. 8556

城市污水处理率 % 89. 6 90 0. 9956

大专及以上学历海洋管理人员数量 人 8779 7961(2010 年实际值)9028(2015 年预计值) 0. 77

涉海就业人员中海洋科技人员数 人 0. 0156 - 0. 0156

新出台法规数量占比 - 0. 675 - 0. 675

违法违规案件查处率 - 0. 846 - 0. 846

法规政策完备度 - 0. 795 - 0. 795

法律政策有效性 - 0. 893 - 0. 893

规划内容认知度 - 0. 912 - 0. 912

规划效益认知度 - 0. 677 - 0. 677

注:评估标准为《天津市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冶规划》等文件中的预计值,部分指标没有预计值与单位,用“-冶表示

4. 2摇 指标权重赋值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各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

析法(AHP)计算得出。 本文邀请了 20 位在海洋

管理、海洋经济和空间规划等领域的专家为二级

指标打分,重要性分为四级:同等重要打 1 分,稍
微重要打 3 分,中等重要打 5 分,重要打 7 分,极
端重要打 9 分。 按照 1 ~ 9 标度方法,对不同情况

的评比给出数量标度,得到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

中的数值是根据资料数据、专家意见和系统分析

员的经验反复研究后确定,进行一致性检验是十

分有必要的。 一致性检验指标计算公式为:

CI=姿max-n
n-1 (11)

CR=CIRI (12)

式中, CI 为一致性指标,RI 为平均随机一致

性指标(表 6鄄1), CR 为一致性比率,n 为判断矩

阵阶数。 当 CI=0 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
CI 值越小,判断矩阵一致性越好。 当 CR<0. 1 时,
就认为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当
CI逸0. 1 时,就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直到满意为

止。 本文使用 Matlab 软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CR
均小于 0. 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说明专家意见是

可靠的。 具体指标权重如表 3 所示。
4. 3摇 综合评估结果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指数计算公式为:

P = 移
n

i = 1
SiK i (13)

式中: P 为评估指标总分值; Si 为第 i 项评估

指标的单项评估指数; K i 为第 i 项评估指标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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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值; n 为下一级评估指标的权重分值。
当前海洋经济规划评估阈值设定的相关研究

表明[22],当 P 逸0. 8 时,说明海洋经济规划的执

行情况较好,在该规划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

作用;当 0. 6臆 P <0. 8 时,说明海洋经济规划的

执行情况良好,在该规划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当 0. 4臆 P <0. 6 时,说明海洋经济规划

的执行情况一般,在该规划实施过程中作用一般;
当 P <0. 4 时,说明海洋经济规划执行情况较差,
在该规划实施过程中作用较差;当 P <0. 2 时,说
明海洋经济规划的执行情况很差,在其实施过程

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的综合

结果以及各项评分,如表 4 所示。

表 3摇 海洋经济评估指标体系权重

Tab. 3 The weight of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evaluation

目标层 控制层 子控制层 变量层 最终权重

海洋经济

规划评估

综合指数

规划结果(A1)

0. 3125

规划效果(A2)

0. 4375

规划效率(A3)

0. 2500

规划目标实现程度

(B1)

经济发展态势(B2)

0. 3353

社会民生状况(B3)

0. 2329

资源环境形势(B4)

0. 3143

科研教育现状(B5)

0. 1175

规划管理实施状况(B6)

0. 5000

法律政策支撑度(B7)

0. 2500

规划满意度(B8)

0. 2500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C1)0. 2500 0. 0781

地区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C2)0. 2500 0. 0781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C3)0. 5000 0. 1563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C4)0. 75000 0. 1100

海洋劳动生产率(C5)0. 2500 0. 0367

涉海就业人员数(C6)0. 3333 0. 0340

沿海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7)0. 5556 0. 0566

地区滨海国内旅游人数(C8)0. 1111 0. 0113

近岸海域利用率(C9)0. 2500 0. 0344

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C10)0. 2500 0. 0344

海洋生态监控区健康指数(C11)0. 1250 0. 0172

城市污水处理率(C12)0. 3750 0. 0516

大专及以上学历海洋管理人员数量(C13)0. 5000 0. 0275

涉海就业人员数中海洋科技人员数(C14)0. 5000 0. 0275

新出台法规数量占比(C15)0. 2500 0. 0313

违法违规案件查处率(C16)0. 7500 0. 0938

法规政策完备度(C17)0. 5000 0. 0313

法律政策有效性(C18)0. 5000 0. 0313

规划内容认知度(C19)0. 5000 0. 0313

规划效益满意度(C20)0. 5000 0. 0313

表 4摇 海洋经济规划综合评估结果

Tab. 4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result of marine economic planning

目标层 评估分值 控制层 评估分值 子控制层 评估分值

海洋经济

规划评估

综合指数

0. 7785

规划结果(A1) 0. 7841

规划效果(A2) 0. 7557

规划效率(A3) 0. 8113

规划目标实现程度(B1) 0. 7841

经济发展态势(B2) 0. 7829

社会民生状况(B3) 0. 9150

资源环境形势(B4) 0. 7448

科研教育现状(B5) 0. 3911

规划管理实施状况(B6) 0. 8033

法律政策支撑度(B7) 0. 8440

规划满意度(B8) 0. 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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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摇 评估结果分析

海洋经济规划结果为良好,评估分值达到

0. 7841,2015 年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目标执行情

况良好,在该规划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有待以后在此方面进一步提高。 其中,“地区海

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冶目标基本实

现,海洋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其地区经济效益已基

本达到目标。
海洋经济规划效果良好,评估分值达到了

0. 7557。其中,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分值为 0. 7829,
在子控制层指标中位于第二位,表明天津市海洋

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效益较好。 资源环境形势分

值为 0. 7448,资源环境状况较为良好但未到优,
表明天津市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维护了环境生

态的稳定,较好地协调了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的

发展,逐渐走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但其

中,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与海洋生态监控区健

康指数数值偏小,说明存在海洋资源过度开发和

环境承载力不足问题,规划的实施对促进资源可

持续利用方面的作用不大。 社会民生状况评估分

值为 0. 9150,结果优秀,表明规划实施到 2015
年,对天津市社会民生改善有明显地促进作用,可
继续维持或者强化落实当前政策。 科研教育现状

指标评估分值最低,结果较差,天津市在海洋经济

发展中的科研教育上投入不足,必须加大科技投

入,推进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进程,落实人才优待

政策,在规划的后续实施中,必须着重注意此类

问题。
海洋经济规划效率较好, 评估分值达到

0. 8113。在控制层指标中处于首位。 从中可以看

出,政府机构、公众、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该规划

当前的认可与了解程度较好,在规划的具体内容、
效益、重要性上具有较好的认识。 同时,法律政策

支撑度较好,有利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 所以,可
以继续维持对该规划的宣传与海洋意识的培养,
进一步收集和重视公众意见的表达和反馈,强化

公众参与和监督功能。 规划管理实施状况良好,
分值为 0. 8033,说明该规划的实施和贯彻较好的

促进了天津涉海法制建设,执法监察检查力度提

升,但只达到 0. 8 下线,仍需加强天津海洋法制建

设与执法队伍建设。
总体看, 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综合指数为

0. 7785,总体评估良好,说明海洋经济规划的执行

与贯彻情况良好,在该规划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 但在评估标准中未达到 0. 8,表明该

规划在 2015 年并未充分发挥其对海洋经济的推

动作用,部分目标没有达到预期值,在之后的规划

实施中,需要针对性地进一步提升和改善。 该规

划评估结果基本符合其到 2015 为止实施的实际

情况,在其后续的规划实施过程中,必须扬长避

短,根据实际情况反馈,适时调整,加强监督,协调

与处理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与关系,确保

规划的实施与其影响达到预期目标。

5摇 结摇 语

本文设计的海洋经济规划评估技术方法是从

规划实施结果、效果与效率三方面进行评估,与以

往的单项评估方法比较,更为全面,从三方面深刻

分析了海洋经济规划的各项情况,有利于保障和

约束规划的实施。 指标体系的建立充分考虑了数

据的易获取性与可操作性,定量与定性结合,在考

虑经济发展的同时,着重兼顾保护资源与环境的

生态发展理念,更为科学合理。 通过实证研究,对
《天津市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冶规

划》评估的结果与其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说明该

评估指标体系与技术方法设计较为科学合理,具
有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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