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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海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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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近年来,海南省在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等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 与此同时,其海洋生态

经济系统表现出了许多非协调因素。 文章立足于协同学、生态经济等理论,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05 ~ 2014 年统计数据,对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协调度以及协调

发展度进行测算、分析和评价,确定了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

建议。 研究表明,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及其各子系统协调程度较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

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其整体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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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logical鄄economic system
—taking Hai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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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sum of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building a powerful marine province
were obtained in Hainan province. At the same time,there were many nu鄄harmonious factors merging in the marine eco鄄
logical鄄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nergism,ecological economy,and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5 to
2014,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cological鄄economic system was built,the marine ecological鄄economic system
development level,coordination degree,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gree of Hainan province were calculated,ana鄄
lyzed and evaluated,the Marine ecological鄄economic system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age of Hainan province was de鄄
termined. Finally,the suggestions were advanc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arine ecological鄄economic system of Hainan
province and its each subsystem coordination degree were on high 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age,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was on the rise wholly,but the overall level of development were still a lot of room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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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 64669 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9. 6% 。 其中,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5. 1 颐42. 5 颐52. 4。

目前,我国海洋产业呈现出百花齐放局面,不仅海

洋渔业、油气业、矿业等传统海洋产业保持了较高

增长速度,海洋生物医药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工

程建筑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等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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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发展。 然而,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对海洋生态

资源环境也造成了巨大压力。 据 2015 年海洋环

境质量公报显示,近岸局部海域海洋污染十分严

重,四季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居

高不下;河流排污严重,陆源入海排污口达标率仅

为 50%;处于亚健康状态和不健康状态的河口、海湾

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达到 86%;局部海域赤潮、绿潮

的问题十分严重。 因此,如何实现海洋生态经济系

统协调发展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研究,海洋生态经济相关问题研

究逐渐由单一向系统化发展。 Jin 等将生态系统

模型与经济分析模型合并,建立了沿海区域生态

经济系统的模型,打破了单个研究生态模型和经

济模型之间的界限[1]。 M. L. Martinez 等认为应

该重视生态、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过
往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已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2]。 Porter Hoagland 等通过收集大量的

资料,运用定量的方法,得出了海洋生态与社会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其状态进行了划分[3]。
郑伟民强调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海洋

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政府在开

发海洋的过程中,要把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要素

纳入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以期实现海洋生态经

济的协调发展[4]。 高乐华和高强在已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给出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精确定

义,两位学者将社会提到与生态、经济同一维度来

进行研究,认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包括三个方面,
即海洋生态、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文中详细分析

了三个子系统之间是如何运行的,如何互相耦合

而成为复杂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5]。 赵月姣、陈
婉婷运用计量方法,分别对山东省和福建省的海

洋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6鄄7]。
Bene 等重点研究了在危险状况下海洋生态经济

系统的适应能力及自我恢复能力,并在研究的基

础之上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适应危险状态的

动态模型[8]。 L. Juda 在研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家海洋治理模

式对一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认为改变一

国的海洋治理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来实现海洋

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9]。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研究成果丰硕,不仅定义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

内涵,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海洋生态经济

系统的协调发展。 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区域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并不多。 事实

上,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本文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

协同学、生态经济理论等理论和方法,以海南省为

例,定量计算出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状

态,并对该系统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分
析和评价,进而确定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

调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最终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概况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海域面积约 200 万

km2,是我国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 作为“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冶战略支点,海南省在发展海洋经

济、建设海洋强省等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 海

南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由 2011 年的 654 亿元增

加到 2015 年的 1050 亿元,平均增速达到 13% 。
海南省海洋生物医药、旅游业、工程建筑业等实现

了较快增长。 海洋经济已成为海南省最具发展潜

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但是,海南省海洋经济发

展仍存在海洋产业结构亟待调整、海洋科技创新

能力不足等问题。 与此同时,海南省海洋生态系

统亦出现了许多非协调因素,诸如海洋环境污染、
生物多样性下降、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灾害频发

等。。 如何实现快速持续发展海南省海洋经济的

同时守住“生态立省冶底线已成为一道重要命题。
1. 2摇 研究方法

1. 2. 1摇 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鉴于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自身结构的复杂性,
结合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根据系统性、科
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研究构建了包含 1 个目

标层指标、3 个系统层指标、9 个状态层指标和 25
个基础指标层指标在内的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

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

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海南省

统计年鉴》、《海南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海南省环境状

况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海洋局网站、海
洋信息网、海南省政府网站、海南省统计局网站、海
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网站等。 由于海南省海洋生产

总值、海洋第一产业产值、海洋第二产业产值、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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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人员数量、涉海就业人员数量、海洋科研

机构承担课题数量等指标存在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因此本研究选取 2005 ~2014 年相关数据。

为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对正向指标利用

公式(1)进行无量纲化;对负向指标利用公式(2)
进行无量纲化。

rij =
xij-xmin

i

xmax
i -xmin

i
(1)

rij =
xmax
i -xij

xmax
i -xmin

i
(2)

式中:rij为无量纲数据值;xij为第 i 个指标第 j 年

实际数据值;xmin
i 与 xmax

i 分别表示第 i 个指标10 a 间

最小值与最大值。 rij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 1 和 0。
熵值法强调客观地通过指标信息及其之间的联

系,计算各子系统及其基础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克

服权重确定的主观性、解决多指标变量信息重叠问

题。 具体到本研究来看,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发展评价各指标数据信息较全,可以根据不同指标

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来反映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混乱

程度。 因此,本文参考王富喜[10]的做法,采用熵值法

来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摇 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rine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 in Hainan province

目标层 系统层 状态层 基础指标层 指标解释 指标权重

海
洋
生
态
经
济
系
统
发
展
水
平

海洋生态

子系统

(0. 3083)

海洋经济

子系统

(0. 3234)

海洋社会

子系统

(0. 3683)

海洋生态

条件

(0. 0811)

海洋生态

压力

(0. 1047)

海洋生态

响应

(0. 1225)

海洋经济

规模

(0. 1680)

海洋经济

结构

(0. 0374)

海洋经济

活力

(0. 1180)

社会人口

(0. 1049)

生活质量

(0. 1739)

科研水平

(0. 0895)

一、二类水质海域面积比重
近岸海域一、二类水质海域面积占近岸海域

面积比重
0. 0441

人均海水产品产量 海水产品产量与地区总人口之比 0. 0370

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 单位土地面积排放工业废水量 0. 0347

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单位土地面积产生工业固体废物量 0. 0331

海平面上升 相应海域比常年平均海平面高的距离 0. 0369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0. 0779

环保投入占 GDP 比重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
0. 0426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 海洋生产总值与地区总人口数之比 0. 0451

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 海洋生产总值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0. 0514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总人口数之比 0. 0715

海洋第三产业比重 海洋第三产业占全部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 0191

海洋第二产业比重 海洋第二产业占全部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 0183

海洋产业劳动生产率 海洋产业生产总值 / 涉海就业人员数 0. 0481

相对劳动生产率
海洋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全部产业劳动生产

率之比
0. 0304

海洋产业区位商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部地区比重与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部地区比重之比
0. 0395

人口密度 单位土地面积承载人口数 0. 0400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0. 0392

涉海就业人员比重
涉海就业人员数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

比重
0. 025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

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
0. 0473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总额
城镇居民个人和家庭用于生活消费以及集

体用于个人消费的全部支出
0. 0426

人均用电量 电力消费量与总人口数之比 0. 0461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 0. 0378
海洋科技研究人员比重 海洋科技从业人员占涉海就业人员比重 0. 0239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中研究生比重 0. 0407

海洋科研课题承担能力 海洋科研机构平均承担科研课题数 0.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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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摇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发展水平是海洋生态经济系统最基本特征,
它是系统在某段时间内发展状态的一种客观表

现。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是全面反映复合

系统发展状态以及各子系统联系的评价指标,由
海洋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海洋经济子系统发展

水平和海洋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三部分组成。 因

此,本研究参考高乐华[11] 的做法,运用综合评价

模型测算复合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

A = 滋1A1 + 滋2A2 + 滋3A3 (3)
式中: A1、 A2、 A3 分别表示海洋生态子系统、

海洋经济子系统和海洋社会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滋i 表示三个子系统的权重,即各子系统在复合系

统发展水平中所占比重。 三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共

同构成了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各子系统发展水平:

A1 = 移
n

p = 1
wp移

m

i = 1
vixij (4)

式中: wp 为海洋生态子系统中第 p 个状态层

的权重; n 为海洋生态子系统中状态层个数;xij为

海洋生态子系统中第 p 个状态层第 i 项指标第 j
年的标准化值; vi 为海洋生态子系统中第 p 个状

态层第 i 个基础指标权重; m 为该功能层指标数。
同理可得海洋经济子系统和海洋社会子系统函

数式。
1. 2. 3摇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方法

协调发展不是系统简单的增长过程,而是各

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制约,
最终实现的一种良性互动的整体发展。 协调发展

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加多元、更加科学的发展,其
发展的好坏与否、各要素配合是否得当、发展效益

的高低可以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来衡量。 本研

究对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测算模型

参考了廖忠斌[12] 等学者关于环境经济协调度的

测算模型。 通过计算各系统之间的函数离差来反

映系统之间协调度。 函数离差越小,两个系统的

协调状况越好;函数离差越大,系统间的协调状况

越差。
首先,建立各子系统的系统函数。 以海洋生

态子系统和海洋经济子系统为例,建立其系统

函数:

f(p) = 移
m

i = 1
琢ipi (5)

g( t) = 移
n

j = 1
茁 j t j (6)

式中: 琢i 、 茁i 分别为海洋生态子系统、海洋经

济子系统的基础指标权重; pi 、 t j 分别为海洋生态

子系统和海洋经济子系统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i =
1,2,3,. . . ,m ; j = 1,2,3,. . . ,n 。

然后,求系统函数之间的离差。 离差大小可

以用离差系数来表示,海洋生态子系统和海洋经

济子系统的离差系数 Cv 为:

Cv = S
1
2 [ f(p) + g( t)]

=

2{1 - f(p)·g( t)

[ f(p) + g( t)
2 ]

2} (7)

式中: S 为函数标准差;离差系数 Cv 越小,代
表海洋生态子系统和海洋经济子系统协调的越

好。 而要使 Cv 越小,则必须对其进行求导,使函

数 Cv 的一阶导数越大越好。 函数 Cv 的一阶导数

公式如下:

C忆 = f(p)·g( t)

[ f(p) + g( t)
2 ]

2 (8)

由上分析可知越大越好。 而为了使协调度 C
更富有层次性,且保证其取值在区间[0,1]之间,
本研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海洋生态子系统和海洋

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

C =
f(p)·g( t)

[ f(p) + g( t)
2 ]{ }2

l

(9)

式中: C 是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协调度。 在

公式(9)中, 0 臆 C 臆1, l 为调节系数, l叟2。 协

调度 C 数值越大,越接近 1,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

度越好;协调度 C 数值越小,越接近 0,两个系统

之间协调度越差。 本研究将两两子系统之间协调

度的几何平均值作为复合系统的综合协调度。
1. 2. 4摇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评价方法

在协调度测算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参考关

伟[13]关于协调发展度的测算模型,以此来衡量系

统之间协调发展的水平高低。 其计算公式如下:

D = T 伊 C (10)
T = af(p) + bg( 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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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为协调发展度; C 为协调度; T 为两

系统间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a 、 b为待定系数,且 a
+ b = 1,本研究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 a 、 b 均

取值 0. 5, l 取 2, D 和 T 均在区间[0,1]内取值。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评价

为了便于对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

平进行分析,确定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

状态,本研究参考高乐华[14]关于海洋生态经济系

统发展状态评价标准,将取值在[0,1]之间的海

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状态定义为差、一般、良好、
优异四个等级,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状态评价标准

Tab. 2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logical e鄄

conomy system

评定系数 <0. 3 0. 3 ~ 0. 55 0. 55 ~ 0. 8 >0. 8

等级标准 差 一般 良好 优异

摇 摇 由图 1 可以看出,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综合发展水平在 10 a 间历经差、一般和良好 3 个

阶段,由 2005 年的 0. 24 上升到 2014 年的 0. 66。
2005 ~ 2006 年,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发

展水平处于较差状态;2007 ~ 2009 年,海南省海

洋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上升到一般状态。
2010 年至今,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发展

水平处于良好状态,并于 2013 年达到峰值 0. 70。
这表明,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由

于海南省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资源和良好的海洋

文化,以及海南省政府对发展海洋经济的高度重

视,使自然资源优势在政策利好形势下得到了较

好的开发和利用,是海洋生态子系统、海洋经济子

系统和海洋社会子系统共同发展的结果。
海南省海洋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在 2005 ~

2014 年 10 a 间总体上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近几年

稳定在 0. 6 附近,总体状况良好。 海洋生态子系

统发展水平由 2005 年的 0. 37 上升到 2014 年的

0. 54,年增长率为 4. 3% ,这表明海南省海洋生态

子系统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从生态

子系统各指标变化情况来看,海南省海洋生态子

系统存在的问题有进一步恶化趋势,而且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首先,海洋生态环境所承载

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业废水、工业废气排放量在不

图 1摇 2005 ~ 2014 年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

Fig. 1 Development level of marine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05鄄2014

断增加。 其次,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资金投入

增长速度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速度,环保投入占

GDP 比重、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在近几年并

没有显著增加。 因此,我们还应高度重视海南省

海洋生态子系统的发展问题。
海南省海洋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在 2005 ~

2014 年 10 a 间得到了飞速发展。 2005 年,海洋

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仅为 0. 18,2014 年达到了

0. 67,由较差水平转变为良好水平。 由图 1 可以

看出,海洋经济子系统有两段时间得到了飞速发

展,这与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海南省海洋第三产业比重自 2006 之后始终保持

在 50% ~ 60%之间,可能的原因是海南省地理环

境独特,旅游业发展迅速,拉动了海南省海洋经济

增长。 与之对应的是,海南省第一、产业相对落

后。 因此,进一步优化海南省海洋产业结构,促进

海洋产业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海南省海洋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保持着稳定

的上升态势,在 2006 年之前处于较差状态,2007
~2009 年处于一般状态,2010 年以后处于良好状

态并保持稳定。 无论是城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
还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总额,都有了

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 但是,
海南岛本身多山地、丘陵,适合居住地区所受到的

人口压力越来越大,随之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

社会问题。
2. 2摇 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

为了便于对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协

调度进行分析,本研究参考高强[15] 的做法,引入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标准,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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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复合系统发展协调度评价标准

Tab. 3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on of complex systems

协调度指数 0 ~ 0. 09 0. 1 ~ 0. 19 0. 2 ~ 0. 29 0. 3 ~ 0. 39 0. 4 ~ 0. 49 0. 5 ~ 0. 59 0. 6 ~ 0. 69 0. 7 ~ 0. 79 0. 8 ~ 0. 89 0. 9 ~ 1

等级标准
极度失调

衰退

严重失调

衰退

中度失调

衰退

轻度失调

衰退

濒临失调

衰退

勉强协调

发展

初级协调

发展

中级协调

发展

良好协调

发展

优质协调

发展

摇 摇 由图 2 可以看出,2005 ~ 2014 年海南省海洋

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发展协调度由 2005 年的 0. 70
增长到 2014 年的 0. 94,年增长率为 3. 3% 。 海南

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协调度在 2005 年处在

中级协调发展阶段,此后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和

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徘徊。 2012 年之后,复合系统

发展协调度稳定 0. 9 以上,属于优质协调发展阶

段。 总体来看,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协

调度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

统各子系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对协调。

图 2摇 2005 ~ 2014 年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以及各

子系统协调度

Fig. 2 Coordinated degree of marine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subsystems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05 ~ 2014

海南省海洋生态子系统与海洋经济子系统发

展协调度由 2005 年的 0. 62 上升到 2014 年的

0郾 96,增长了 55% 。 尤其是 2012 年之后,两系统

之间的协调度稳定在 0. 9 以上。 海洋生态与海洋

经济协调度 2005、2006 年时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

段,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海洋资源没有

得到科学合理开发利用。 海洋生态子系统与海洋

社会子系统在 2005 年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两
系统之间协调度仅为 0. 57,随后增加到 0. 9 以

上,并在 2011、2012 年达到 1. 00。 海南省海洋社

会飞速发展,基础设施建立、精神文明建设均取得

了巨大进步,加上“生态立省冶、“和谐社会冶等概

念逐渐深入人心,海洋社会系统极大地支持了海

洋生态系统发展。 海洋经济子系统与海洋社会子

系统的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状态,偶有波动,但始

终保持在 0. 8 以上。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相辅

相成的,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社会进步是

经济发展的保障。
2. 3摇 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评价

由图 3 可以看出,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协调发展度在 2005、2006 年不到 0. 5,分别 0. 41
和 0. 49,处于一般水平。 此后,协调发展度呈波

浪式上升趋势,于 2014 年达到 0. 79,相比于 2005
年增加了 93% 。 协调发展度在 2007 年以后基本

处于良好状态,仅有一年刚刚达到优秀标准,整体

来看协调发展度并不高。 复合系统协调发展度由

系统协调度、系统发展水平、效益共同决定,系统

协调度基本稳定在 0. 9 上下,处于较高水平,而复

合系统发展水平、效益并不高。

图 3摇 2005 ~ 2014 年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

展度

Fig. 3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marine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05 ~ 2014

3摇 结摇 论

第一,加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提升海

洋科技创新能力是解决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

发展水平和效益不高的重要途径。 针对目前海南

省海洋科研机构规模小、科研能力不足、海洋人才

缺乏、科技转化能力弱、综合性海洋科研平台缺乏

等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大海洋科研投

入,保证海洋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2)整合科技

资源,努力建设综合性、高水平科研机构;(3)积

极引进和培养海洋科技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专
业化海洋科研人才队伍;(4)加快海洋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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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速度,将海洋科技成果应用到高附加值产业

中去;(5)设置海洋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支持开

展外海开发、深海探测等具有重大难度却又价值

巨大的项目。
第二,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海洋产业体系。

立足于海南“生态、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冶三大

优势,科学、合理布局海洋产业体系,推动海洋产

业集约化集群化发展。 大力发展海洋旅游业、海
洋油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传统优势产业;稳
步发展现代海洋渔业和远洋渔业;积极培育具有

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 充分发挥旅游业作为龙头

产业的带动作用,把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的重点,有助于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发展。
此外,借助三沙市建立契机,加大南海开发力度,
探索我国外海远洋开发新模式。

第三,明晰海洋资源产权属性。 海洋资源作

为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
海南省海洋资源产权隶属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界

定,导致部分利益主体有机可乘,不断围抢滥用海

洋资源,对海洋生态造成严重破坏,给海洋生态保

护带来巨大困难。 同时,产权不明也是海洋产业

生产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海南省应

在进一步明晰海洋资源产权性质基础上,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海南海洋强省建设,搭建海洋发

展投融资平台,拓宽海洋发展投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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