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科学 2016 年 第 18 卷 第 2 期
DOI 10.15302/J-SSCAE-2016.02.007

中国海洋强国的理论与实践
王芳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860）

摘要：本文通过论述海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探讨新时期海洋强国的丰富内涵，认为应构建和
谐海洋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发展与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起来，创立和平走向海洋新模式，坚持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
落实依海强国富民的战略任务，促进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环境、海上力量全面发展，走出一条互利共生、永续发展的
强国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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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itime Power
Wang Fang
(China Institute for Marine Affairs, Beijing 100860, China)

Abstract: By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martime power in the overall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social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tent connotations of creating and wielding such power in this new era.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foundations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harmonious maritime power that will be made a reality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human
beings, which should be operated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nations on a dialectical level. Futhermore, it also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adopt a new model of peaceful marine development,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task of enforc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through ocea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ic economy,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ritime forces. Fin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dea of transforming China into a new maritime power that is “strong, but not tyrannical”, which require a new approach
to maritime power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aturing mutual benefi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itime power;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一、前言

“建设海洋强国”，这是党的政治决策，“建设海洋
强国”成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在 201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战略
高度对海洋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要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中国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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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赢方式，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这是一条史

族伟大复兴，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

无前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海洋强国之路，是

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的。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作出了具体

体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

部署，要求“要编制实施海洋战略规划，……向海

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

[3]

洋强国的目标迈进” 。海洋强国建设已从战略口

五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5]。中国既是陆

号转向实际行动。

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海岸线漫长、主张管辖海
域辽阔，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陆海兼备的地

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符合世界潮流和时
代发展要求的

理特征决定了海洋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国
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海洋提供资源和安全保
障。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安全

21 世纪的海洋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联系纽带，成为各国展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

的保障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大
战略任务，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响力的新舞台。从战略高度关注海洋，综合规划海

中国是海洋大国，海岸线漫长，管辖海域辽

洋事业的发展，已是当今各沿海国家的共识，世界

阔。依托海洋，沿海地区以 14 % 的土地和 40 % 的

许多沿海国家不断调整和制定其海洋战略和政策，

人口，创造了 60 %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

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2014 年，日本政府举行内

全国 90 % 的对外贸易，保障了 70 % 的资源进口。

[4]

阁会议，批准了《防卫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汇

据初步核算，2013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为 5.4 万亿

总了安倍晋三上台后通过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政策和

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5 %。

防卫体制调整，确认了日本今后防卫政策和方向的

2015 年海洋生产总值近 6.5 万亿元，按可比价同比

重大转变。该书中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对

增速约为 7 %[6]。我国的对外贸易 90 % 的运输量是

中国无端指责，蓄意渲染中国威胁，为其调整军事

通过海上完成的，对于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海洋

安全政策、扩充军备制造借口。

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国

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在海洋上
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理应分享人类共同的海洋财

家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更重要的促进作用。
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富。我国经济已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国

在海洋事业发展中贯彻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体现。

家发展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中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在于坚持生态优先、

国的安全与发展需要走向海洋，拥有强大的海洋综

实现人海和谐共生；外部条件在于统筹国际国内形

合实力才能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势新变化，具备全球化海洋战略视野。随着我国小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海洋事业取得了令人瞩

康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

目的成就。当前，正面临着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机

保护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由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引发

遇期。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

的环境、民生等各种问题也将集中显现，保障海洋

客观分析国情和海情，统筹谋划全局，作出了建设

发展稳定、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和两难局

海洋强国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

面更加突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

于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复杂性、紧迫性更加凸显。

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海洋权益的维护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根
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领海、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是沿海国家的管辖海域；其中，领海是水体

三、海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中占据重要地位

覆盖的宝贵国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正在向国土
化方向发展。海洋划界争端、海洋资源争端、深海
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以及深海生物资源利用的竞争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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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激烈，争夺海洋的力量由单纯的武装力量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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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力量、经济开发能力和海洋科技与军事实

国之路就是坚持和谐海洋，互利共生、永续发展的

力相结合的综合海上力量。中国拥有约 300 万平方

新道路，就是要专注于自身的发展，以发展海洋经

千米管辖海域，这是宝贵的生产生活空间；中国是

济和确保海防安全为中心任务，坚持和平走向海洋，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应该更多地开发利用公海和

促进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海洋环境、海上力量全

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在全球海洋的战略利益亟

面发展。

待维护和拓展。
海洋文化建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

（二）构建“和谐海洋”的理论体系

的重要任务之一。海洋文化对中华文明具有深刻影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

响，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是中华

富的“和谐”思想，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

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海洋文化在拓展民族生存空

关系上，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主张“协和”而非“征服”，

间、提升文化自觉水平和提高国民海洋意识上发挥

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

巨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必须增强海洋软

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

实力，构建一个适应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和万邦”思想在当代的重要发

能够超越不同利益群体、凝聚和平衡不同力量、具

展，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和谐世

有感召力和认同感的海洋文明核心价值观。

界是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建设和谐海
洋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世界和

四、探索构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理论与发展
模式

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

扬光大，不断推进民族间、国家间的和谐共处。中

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兼爱宽容的精神内涵应发

性实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全面

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经略海洋，探讨新时期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战略理

实现和谐海洋，为创造一个和平、和谐、稳定、发展、

论体系，成为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项

繁荣的 21 世纪而奋斗。

重大战略课题。
（三）创立和平走向海洋的发展模式
（一）深刻理解“海洋强国”的丰富内涵

当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不可能再走

“海洋强国”既是指凭借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

以强权或武力谋求海洋霸权的道路。经济全球化使

来发展海上综合力量，又是指通过走向海洋、利用

各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

海洋来实现国家富强，两者互为因果。从海洋中获

洋争端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2011 年《中

得更多的国家利益是世界各国海洋战略的最终目

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要坚持和平

标，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需要走向海洋，实现中华民

发展道路，要打破“国强必霸”发展模式。2012 年

族复兴需要走向海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个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和平发展

国家因其制度相异而选择不同的海洋强国之路。美

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国等西方国家多以马汉的《海权论》为理论基础，

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

以取得制海权来成就霸权。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不会走历史上大国殖民掠夺的

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

老路，因为那是一条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

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强权道路。我们是一个爱好

可以看出，
“和平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意志，

和平的国家，拥有和谐文化的优良传统，确立了建

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2013 年 4 月，我

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与和平发展的大政方针。

国政府发布了《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该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着眼于世情、国情、海情，树立

国防白皮书开篇明意，“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

走向海洋强国富民的战略意志，坚持和谐海洋观，

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这为创设和平

创立和平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模式。中国特色海洋强

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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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坚持和平发展方针政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境等方面，也会与其他海洋国家有许多利益汇合点，

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平衡发展、人海和谐，合作

应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原则，精心寻求利益汇合

共赢四项基本原则，精心寻求与世界海洋国家的利

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管理和控制危机，走和平建

益交汇点，努力破解冲突和遏制，谋求公平合理的

设海洋强国、强而不霸的新型海洋强国之路。

海洋利益，建设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先进、海
洋生态健康，海洋安全稳定、海洋管控有力的新型
[7]

的“强而不霸”的海洋强国 。

为此，一是应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
全方位开展国际海洋合作。海洋具有连通性和流动
性，任何一项海洋事务都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极地、
公海和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海盗、走私、海

五、坚定不移推进新型海洋强国建设

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等的解决，都需要各
国携手合作共同面对。二要积极参与构建公平合理

依海富国、以海强国，建设海洋强国，是维护

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国倡导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全球

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

性海洋问题，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共守国际海

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维护公平合理的世界海洋秩序

洋秩序。三要携手共同维护海洋生态健康。海洋是

的现实需求。2015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

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当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

益严重，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海洋环境与

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基于对海洋在国家社会经济

生态健康问题是各国的共同使命和责任，也是我国

发展中重大战略意义的清醒认识，会议公报明确提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推进海洋生态文

出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

明建设进程中，将不断完善海洋生态文明制度，创

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造海洋和谐的生态环境 [7]。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为“十三五”
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全面落实建设海洋强国
[8]

战略任务指明了方向 。

（三）落实依海强国富民任务
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创新强劲，海洋生态
环境优美，海防力量强大是海洋强国的基本标志。

（一）把握海洋强国基本特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海洋强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实现

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应是能够切实维护国家

依海强国富民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

主权和海洋权益，最终实现走向海洋、强国富民的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战略目标。首先，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与世界发展密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海洋事业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

切相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中国国家利益

遇，按照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构想，

与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起来，既利用和平的国际

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根据习近平

环境发展自己，又以中国的强大促进世界和平和实

总书记提出的指导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海洋工作发

现人类公平。其次，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以保障国家

展方向的“着力推动”和“四个转变”的具体要求，

海上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既体现“和谐”
，

从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展海洋科

更强调“发展”，要推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

学技术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部署任务。

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均衡发展。再次，建设海洋

一要以经济为基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强国必须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

要确立陆地与海洋统筹协调、整体发展的战略思路，

当权益。实现和谐海洋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把“陆海统筹”的思想和原则贯彻到海洋资源开发

为代价，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是不能让步的。

利用的各项工作中来，提高我们对海洋的认知能力、
开发能力、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综合协调和正确

（二）坚持互利合作共赢原则
做为正在蓬勃发展的海洋大国，中国建设海洋

处理沿海陆域和海域空间开发关系，统一筹划我国
海洋与沿海陆域两大系统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

强国，不可避免会与其他海洋国家发生矛盾和竞争，

生态安全和区域政策。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建设海

但与此同时，在海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环

洋主体功能区，努力推动海洋经济为国家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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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建议尽快研究制订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基

二要以管理为手段，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本法》。海洋基本法实质上是把党的政策和国家战

继续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构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略法律化，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网络，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以及

促进人与海洋和谐共生。坚持开发和保护并举，加

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任务明确和固定下来；二是制

大海洋环境治理力度、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开

订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组织力量制订和实施

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构建自然海岸线良好格局。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由党中央做出政治决策，

推动形成蓝色海洋绿色发展方式，坚决遏制海洋生

动员全国力量，全面部署，开展海洋强国建设 [9]。

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人民群众更多的享受碧海
蓝天和优质海产品，以美丽海洋为美丽中国建设增

（二）加强改革和组织实施
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对海洋事务的领

光添彩。
三要以科技为先导，努力发展海洋科学技术。

导、协调和综合管理经验，贯彻落实中央和全国人

海洋高新技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在深

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积极推进体制改革，

海探测、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领域部署一

在国家海洋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推进机制创新，

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推动军民融

从政策制定、规划运筹、战略实施等方面综合施策，

合发展。要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突破海洋事

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把海洋强国建设的各项任务落

业发展的科技瓶颈，推动海洋经济为国民经济保持

实到位。国务院各部门及沿海各省市在编制规划时，

中高速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要做好中央和地方各项规划的统筹和衔接。同时，

四要以海上力量为保障，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应从财政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等方面制订配

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2015 年 7 月

套政策和措施，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

1 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指

保障和物质支持。

出“国家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建设，采取一切必
要的防卫和管控措施，保卫领陆、内水、领海和领

（三）打造发展“硬实力”

空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要坚持

选择走向海洋的国家战略，其先决条件是强大

军民融合兼顾的原则，提高海洋综合实力，包括硬

的海上力量，其中海军、海警、海洋商船队、海洋

实力和软实力。要继续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

渔船队、海洋科研船队是主要的海上物质力量，核

共同开发”的方针，坚决维护家国海洋权益

[10]

。

心是海军。要建设攻防兼备的强大海军，完善相关
制度，促进军警结合、军民兼容的现代化海上军事

六、保障措施与对策建议

力量建设。根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要求，制订
专门的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加快建设高效能国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与保障国家

家海洋船队，并有能力承运国外海运货物。要加强

海上安全的过程和手段，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战略

渔业船队、科研船队建设，提高以船舶获取海洋利

任务。海洋综合实力是决定海洋强国目标能否实现

益的能力。同时，要建设现代化的海警力量，提升

的关键因素，必须牢固树立战略机遇意识，不断加

装备水平，尽快将中国海警建设成一支快速高效、

强海洋综合力量建设。

行动有力、保障到位的海上综合执法力量。管护海
上边界，防范打击海上走私、偷渡、贩毒等违法犯

（一）健全和完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有法律保障，必须理顺现

罪活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海上安全和治安秩序，
负责海上重要目标的安全警卫，处置海上突发事件。

有海洋法律关系，弥补重要制度的缺失，健全和完
善与建设海洋强国配套的法律体系。应借鉴我国周
边的日本、越南等国相继出台的综合性海洋基本立
法，明确海洋基本政策，统领国家海洋事务。一是

（四）提升海洋“软实力”
建立健全海洋文化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
将海洋列为中央宣传工作的重要议题，开展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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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

中国海洋强国的理论与实践
05].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8-05/1743793986.html.

海洋意识培养工程。一要强化海洋知识教育，包括
中小学的海洋基础知识教育，大学海洋专业教育以

[5]

11–13]. http://bbs.gmw.cn/thread-914667-1-1.html.

及海洋从业人员的海洋知识普及教育与培训；二要

Yin S B. Report of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ghlights New Developments in

强化舆论宣传，包括海洋部门向上级领导和综合部

the Ruling Idea [EB/OL]. [2012–11–13].http://bbs.gmw.cn/

门宣传、向地方政府宣传、向新闻媒体宣传等，这
是国家把海洋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关键，新闻媒

thread-914667-1-1.html.
[6]

2015年工作回顾：王宏在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摘
编）[N]. 中国海洋报, 2016–01–25.

体要重视多角度宣传海洋，努力引导公众形成正确

2015 Review: Wang Hong Delivers Report at the National Marine

的海洋观，争取逐步发展成为全民族意识；三要加

Work Conference (excerpts) [N]. China Ocean News, 2016–01–

强海洋外宣工作，多角度宣传我国和平建设海洋强
国的方针政策，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尹书博. 十八大报告彰显中共执政理念新发展[EB/OL]. [2012–

25.
[7]

王芳. 对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解读 [J]. 经济要参, 2015 (18):
21–23.
Wang F. Interpretation of marine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Economic Information, 2015 (18):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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