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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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省捕捞船队赴南沙海域探寻渔业资源"开展试验捕捞任务# 图为捕捞船队抵达永暑礁海域$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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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渔民李良常谈%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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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慧

!只有造大船闯深海" 才能发家致
富# $三亚榆港社区的老渔民李良常说起
这十年来的变化"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
感慨和体会#

!"

岁的李良常" 从
#!

岁开始便过着
!起居三米舱" 捕鱼换口粮$ 的海上生活#

过去他有一艘
!$

吨的木船" 多在近海作
业"每年靠他出海捕鱼能勉强养家糊口#

近年来"三亚加大对海洋与渔业资金
的扶持力度"通过淘汰小%旧渔船"发放油
价格补贴资金% 发放渔民造船补贴资金%

贴息贷款等方式鼓励渔民造大船" 闯深
海#

"$$%

年"李良常贷款
!$

万元"政府给
他补助

"$

万元" 另自筹
#!$

万元新造了
#&$

吨的钢质渔船#!铁船抗风力比木船强
多了"去远海捕鱼我们心里更踏实# $李良
常对记者说#

很快" 李良常尝到了造大船的甜头"

!

"$$'

年春节前" 我们出海一次就捕获了
"$

吨鱼"获产值
!$

万元# 当年创产值
#($

万元"差不多是木船的两倍#

"$#$

年我就
还清了

!$

万元贷款# $李良常脸上溢满笑
容# 如今"李良常不但还完造船贷款"还上
岸盖起了一座七层小洋楼"每个月仅出租
房屋收入就有

!$$$

多元" 日子一天比一
天红火#

从最开始的小木船到现在的
#&$

吨%

&$$

匹大马力钢制船" 从原来的传统捕鱼
到现在的灯光围网捕鱼" 李良常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 更深的是政策越来
越好# !我收看十八大开幕式"得知国家要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更坚定了我造大船的
决心# $李良常说"他准备再申请政府补助
造更大的船"把自己的捕鱼技术传给儿子"

让他去更远的地方捕更多的鱼#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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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卢传安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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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 彬 本报记者 许春媚 特约记者 王仪

!我准备把网箱做到
)$$

个以上# $今
天中午"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卢传安信心满
满地向记者描述着他的海洋养殖业蓝图#

去年"卢传安在西沙正式启动了深海网箱
生态养殖项目 " 目前网箱数量已达到了
#"(

个#

卢传安事业上的!野心$"来源于他的
信心 &!国家扶持海洋产业的政策越来越
好"我才敢越做越大# $

卢家世代!耕海$为生"在南海珍稀渔
业资源逐渐稀缺时" 从事深海捕捞业多年
的船老大卢传安决定走另一条挖掘!蓝金$

路'''深海养殖业# 老卢认为"深海养殖业
可以避免传统近海养殖对海滩产生的环境
破坏"保护海洋环境"同时深海养殖的鱼生
长较快"肉质好"没有污染"是真正的绿色
渔产品#

去年
*

月" 卢传安注册成立了琼海时
达渔业有限公司# 当年

'

月" 他投入
")$$

万元"正式启动深海网箱养殖项目"养殖老
虎斑%军曹鱼%龙胆鱼等名贵深海鱼种# 卢
传安在西沙晋卿岛附近海域建设了深海网

箱养殖基地"覆盖海域
#($

公顷"直接带动
了当地

#)$

多个渔民就业#

目前 " 卢传安的养殖基地准备销售
的各种鱼类将近

"$

万尾 " 达
"$$

万斤 "

主要销往省内以及广东 %福建等地 "市场
供不应求#

琼海市非常重视海洋产业的发展# 卢
传安告诉记者"公司成立后"琼海市海洋与
渔业局多次派专家赴养殖基地考察" 并给
予大量的技术支持# 据了解"琼海市在海洋
与渔业发展规划中提出" 今后琼海市将对
海洋与渔业进行结构战略性调整" 构建以
健康养殖%科学育苗%远海捕捞%精深加工%

物流畅通% 休闲渔业结构合理的现代海洋
渔业产业体系#

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政策
利好"给了卢传安充分的信心"除了扩大网
箱规模" 他还有意在永乐群岛石屿建造人
工海底珊瑚礁"用来发展鲍鱼养殖# !等养
殖证批下来后" 我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
干了( $卢传安说#

(本报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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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李向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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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南虹

!海南是海洋大省"我看到十八大报告
中关于海洋的论述特别激动# 虽然字数不
多"却字字千钧# $

##

月
#$

日上午"省水产
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李向民接受记者采访
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李向民说" 作为我省唯一一家省级水
产科研院所" 省水产研究所围绕我省水产
资源调查% 水产养殖技术% 水资源环境保
护%水产良种良苗培育做了大量科研工作"

也取得了不少对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
推动作用的科研成果# 据统计"!十一五$期
间" 该所获得国家级% 省级科技奖项共

#$

项"!十一五$以来"该所积极申报国家级和
省级科研项目"截至今年

'

月"共有
#'$

多
个项目获得立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

个"

省级项目
#)$

余个#

!海南是海洋大省"去年"全省的海洋
生产总值就达

!#"

亿元# $ 李向民告诉记
者"与广东%山东%浙江等省相比"海南的海
洋经济产出还与海洋大省所拥有的资源优
势不相称# 我省海洋科研人才匮乏"科研资

金投入少"科研机构!小散弱$"科研设备落
后等问题#

!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强科技
支撑产业发展力度"是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我省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跨越
的必由之路# $李向民说"党的十八大报告
给我省的海洋科研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李向民说"今年
%

月立项的!中沙群岛
漫步暗沙渔业资源底播增殖科研基地$"就
是该所在三沙获批的第一个渔业科研项
目"这说明海南渔业在由近海向深海转移"

在科学用海%对海洋资源开展深度利用%海
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 正在发生可
喜的转变" 也表明海南向海洋经济强省迈
进的决心#

李向民表示"省水产研究所将加强海
洋科技创新和科研体制创新"大力引进海
洋高端科研人才" 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充
分发挥科技支撑引导产业发展的作用"为
保护海洋环境"发展海洋经济 "提供科技
支撑#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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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讯)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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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憬岗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教授
说" 海南所辖海域面积达

"$$

多万平方公
里"相当于渤海%黄海和东海面积之和的两
倍"占全国海域总面积的

"+*

"其中蕴含着
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这是海南发展海洋
经济最坚实的基础# $

在海南岛漫长的海岸线上" 沙岸占一
半以上"多数地方风平浪静"海水清澈"沙
白如絮"清洁柔软+一年中多数时候可进行
海浴%日光浴%沙浴和风浴"仅东海岸就有
!$

多处可辟为海滨浴场# 此外" 沿海和南
海诸岛有很多不同类型滨海风光特色的景
点"包括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均具有较高的
观赏价值# !这是发展海洋旅游的重要支
撑# $张本说#

他认为" 海南发展渔业经济的条件也
是得天独厚的# 海南岛有天然港湾

!(

个"

其中渔港
&*

个# 海南已记载的各类海洋生
物超

*$$$

种# 其中"鱼类资源超
#$$$

种"

有经济价值的约
&$

多种+主要经济虾类
#%

种"经济贝类
#)$

多种"主要经济藻类
#!"

种"还有海参%海龟%玳瑁等#

!海南具有海洋渔场广%品种多%生长
快和渔汛期长等特点 " 是全国发展热带

海洋渔业的理想之地 # $张本说 "整个南
海最大持续渔获量为

&"$

多万吨"是我国
热带海洋渔业的重要基地 # 海南还是理
想的天然盐场 " 其中莺歌海盐场是全国
大盐场之一#

!南海诸岛海域海底还藏着大量宝
贝 # $他说"南海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巨大 " 有含油气构造

"$$

多个 " 油气田
#($

个"石油地质储量至少
"*$

亿
,*$$

亿
吨 "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

#+*

"天然气
居全国各海区之首 " 是世界海洋石油最
丰富区域之一# 在南海中北部海区"还蕴
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 # 整个南海的可
燃冰地质储量约为

%$$

亿吨油当量"远景
资源储量可达上千亿吨油当量 " 资源开
发前景十分广阔# 不仅如此"南海还有丰
富的海洋能'''从人们熟知的潮汐能%波
浪能"到陌生的海洋温差能 %海洋盐差能
和海流能等 " 这些都是清洁能源并可永
续利用#

!海南的海洋资源若能科学地加以
利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 # $

张本说#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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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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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小健

海南依托广阔富饶的海洋" 做大了蓝色
经济!蛋糕$"开启了富民强省的!蓝色梦想$#

眼下" 海南发展蓝色经济正面临重大
机遇#

今年
%

月
"&

日" 海南省三沙市成立"

这既是国家维护南海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抓
手" 也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
史机遇#

#$

月
")

日"海南召开全省海洋工作会
议"海洋战略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擂
响了建设海洋强省的战鼓#

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 ,海南省海洋功
能区划

-"$##

'

"$"$

年
.

-"确定了我省未来
#$

年海洋空间开发% 控制和综合管理的基
调和目标" 为我省建设海洋强省提供了路
径图#

从海洋大省到海洋强省" 是海南承载
的神圣使命"是绿色崛起的必然选择#

海洋大省的觉醒

然而"!海洋大省"产业小省$的现状"

让我们陷于尴尬" 增强了加快发展海洋经
济的紧迫感#

中央对海南发展海洋经济也寄予了殷
切希望"并指明了发展方向#

早在
"$$(

年
&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海
南视察时就指出&!发展海洋经济" 提高海
南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

历届省委%省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走向海
洋"建设海洋强省"是海南发展的必然选择#

"$$)

年
%

月" 海南省委% 省政府作出
,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 同年召
开海南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以
海带陆%依海兴琼%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
发展战略#

省第五次党代会的报告中" 省委首次
提出海陆并举的发展思路+ 省第六次党代
会报告明确指出" 发展海洋经济是我省拓
展发展空间%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战略
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海洋经济"是
实现海南绿色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十年间"随着对海洋认识的深入"海南
发展海洋经济的思路愈发明晰# 从海洋大
省走向海洋经济强省"已成为全省共识"上
升为经济发展新战略#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系列涉海
规划的出炉"为海洋经济发展指向引路+一
项项造船补贴%深水网箱补贴%渔业保险补
贴等惠农强渔政策的出台" 为现代渔业发
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

境吸引了中海油% 中石化等一批大企业入
驻海南"海洋产业开发热潮日渐升温#

蓝色经济强势崛起

依托!蓝色聚宝盆$"海南蓝色经济正
强势崛起#

这十年"海南坚持陆海统筹"向深蓝挺
进"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探索了一条依海兴
琼的新路子# 逐步构建了海洋渔业%滨海旅
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四大支
柱产业" 使海洋经济成为支撑海南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的新增长点#

"$##

年"全省海洋
生产总值达到

!#"

亿元" 是
#$

年前的
"/'

倍# 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012

的比重从
"$$)

年的
#!3

提高到
"$##

年的
"&3

#

这十年" 牧海耕渔使渔民的腰包鼓起
来了" 人年均纯收入从

"$$%

的
%!*!

元增
至去年的

#$&%(

元# 上百吨的钢质渔船代
替了过去的小木船"雷达%北斗星通讯等现
代助渔导航设施" 使渔船实现了 !鸟枪换
炮$"渔老大不再!望洋兴叹$+海水养殖业
也逐步从半精养向设施集约化养殖转变"

深水网箱养鱼% 工厂化养殖等新型高效海
水养殖模式悄然兴起" 成为我省现代渔业
发展的新亮点#

这十年" 海南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日臻
完善"形成了北有海口港%南有三亚港%西
有洋浦港和八所港%东有清澜港的!四方五
港$格局"助推了港航经济的快速发展# 去
年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

#

亿吨"

是建省时的
#*

倍"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

万标箱#

这十年"海南油气资源日渐升温"东方

#,#

一期和二期气田% 乐东
"",#+#),#

气
田%文昌油田等油气项目相继启动"凸显了
海南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中的战略地位#

一批油气化工项目先后在洋浦% 东方等工
业园区建成投产" 成为领跑我省现代工业
发展的龙头#

蔚蓝色的海洋托起了海南腾飞的
希望 #

把海洋经济打造成海南新

增长极

海南"最大的希望在海洋"最大的潜力
在海洋#

机遇"再次向海南走来#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和三沙市设立的大背景下" 加快发展海
洋经济" 是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题中之
义"也是绿色崛起的必然选择#

#$

月
")

日" 全省海洋工作会议提出"

举全省之力加快建设海洋强省" 掀起海洋
开发建设的新热潮# 这标志着海南踏上了
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的新征程#

做优做强海洋产业" 壮大海洋经济实
力"是建设海洋强省的必由之路# 重中之重
是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包括推动传统
的海洋渔业向现代转型升级" 推动传统的
滨海观光旅游业向西沙邮轮旅游这样的海
岛%海上休闲度假旅游业转型升级"全力建
设南海资源开发和服务基地" 力争把海洋
经济打造为海南绿色崛起新增长极#

浩瀚南海"大潮激荡# 海南"开启了蓝
色引擎 " 吹响了向海洋强省迈进的集结
号#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海南要建设成为海洋强省! 发展海水

养殖产业!开发海上旅游是必需的!要是把

海南的海洋经济全方位立体地发展起来!

人民的收入会提高很多"

'''了望天涯

目前我省的海洋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

放!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较低"但在国家海洋

战略指导下!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定能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创新#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 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作

出有益的探索!迈出坚实的步伐"

'''十一十

(摘自南海网阳光岛社区)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摘自胡锦涛同志向十八大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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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首提建设%海洋强国&!为海南建设%海洋强省&指明了方向!

引发我省代表强烈共鸣'''

-./012345678/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彭青林

海南再一次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

这是我党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引起
了海南代表团的强烈共鸣#

海洋为海南发展提供无穷潜力

在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上"海南
义不容辞#

海南省管辖着
"$$

多万平方公里的蓝
色国土 " 是全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
份# 在十八大前夕召开的海南省海洋工作
大会上 "省委省政府发出号召 "加快发展
海洋经济 "建设 !海洋强省 $"使海南从海
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转变# 这与十八大报告
的精神 % 与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既不谋而
合"又一脉相承#

!海南是海洋大省"但是离海洋强省还
差之甚远# $罗保铭代表说#

!过去"我们的海洋经济发展方式比较
粗放"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较低# 必须全力推
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罗保铭代表说"加
快发展海洋经济" 有利于缓解陆域经济发
展面临的资源% 能源和生态环境压力# 同
时"海洋经济产业附加值高"有助于优化产
业结构" 可以为经济社会提供新的可持续
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无论海南一省还是全国" 都到了十分
迫切%也更有能力和条件"加快海洋资源的
开发与保护"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省$

的新阶段#

海南因海而名"因海而生# 海洋为海南
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几乎无穷的潜力# 罗保
铭指出"海南建设海洋强省"首要的是要做
优做强海洋产业"壮大海洋经济实力# 重中
之重是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对于建设海洋强省
至关重要# $罗保铭说"海洋开发建设决不能
以牺牲海洋生态环境为代价#同时"维护南海
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海南
的重大责任"海南将整合海上综合执法队伍"

建立海上联合执法机制"切实加强南海管控#

!海南在十八大之前刚刚召开了全省
海洋工作会议" 就是要举全省之力加快建

设海洋强省# $罗保铭坚定地说#

海南迈向海洋强省迎来重大机遇

在建设海洋强省的征程中" 海南正迎
来一个重大机遇" 这就是地级三沙市的设
立# 罗保铭说&!国家批准设立三沙市后"我
们对建设海洋强省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紧
迫感进一步增强# $

蒋定之代表说"设立三沙市为海南带来
了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要牢记中央交给海
南的重大政治责任"抓紧做好三沙市规划建
设的各项工作" 谋划和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把海南建设成我国南海开发和服务基地"为
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作出应有贡献#

李宪生代表说" 三沙市正式挂牌已经
一百多天"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三沙市
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运转条件逐渐具
备"基础设施一个个建设起来"规划正在加
紧编修"产业发展也有了方向# !我们会在

国家的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下"做好三沙市的工作"为南海开发和保护
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 $

海洋强省需要科技支撑

海洋强省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涉
及方方面面" 海南团的许多代表都从自身
工作的角度找到了支持海洋强省建设的方
向# 罗素兰代表就是其中的一位#

!开发海洋资源特别需要有高新技
术"以及掌握这些高新技术的人才#$来自
海南大学%从事海洋生物医药研究的罗素
兰希望 "国家在科技创新 %高效配置以及
海洋资源开发的规划中加强对海洋科技
领域的倾斜和扶持"抢占海洋科技开发的
制高点#

!世界海洋生物药物的总产值在过去的
#$

年里翻了十倍"被誉为朝阳的新兴产业#$

罗素兰以她正在从事的芋螺毒素研究为例

说"芋螺毒素是一种创新海洋药物"可用于
戒烟戒毒%精神病%乳腺癌%肺癌等多种疾病
治疗领域"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高度
重视"有望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实海南的芋螺毒素资源就有
)

万
多种"堪称新的海洋药物宝库# 南海拥有全
国

($3

的海洋生物资源" 是其他海区所不
能比拟的 " 这是我们发展蓝色药业的源
泉# $罗素兰激动地说"海南对芋螺毒素的
研究开发在国际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

希望尽快联合各方力量开展协同创新"完
成临床试验" 早日实现芋螺毒素海洋药业
的产业化" 推动海南省和全国的生物医药
产业的新发展#

!海南这样的海洋大省必须建成海洋
强省 " 才能支撑我们国家海洋强国的实
现# $罗素兰加重了语气说"建设海洋强国"

海南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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