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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我国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 2015》显示，“十

二五”以来，我国海洋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的

增长势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始

终保持在 9.3%以上。 

《报告》显示，“十二五”以来，我国海洋

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的增长势头，2011～2014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 45580 亿元、50173

亿元、54949 亿元和 59936 亿元，年均增速 8.4%；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

在 9.3%以上；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0 年

的 5.1∶47.8∶47.1，调整为 2014 年的 5.4∶45.1∶49.5；2014 年全国涉海就

业人员 3554 万人，较“十二五”初期增加 132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达

到 4.6%。2015 年预计海洋生产总值近 65000 亿元,同比增速约 7%。 

1.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发生积极变化 

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进一步向深远海拓展，实现

了从水深 300～3000m 的跨越；海洋养殖在海洋渔业中比重进一步提高，捕养比

由 2010 年的 44.8∶55.2 提高到 2014 年的 41.4∶58.6；海洋船舶工业自主研发

能力不断提升，2014 年我国海工装备新承接订单 147.6 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

额第一。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热点，“十二五”前 4 年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速（现价）达到 15%以上，远高于海洋产业年均增速

11.7%的水平。 

2. 海洋经济布局不断优化 

“十二五”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形成了北部、东部、南部 3个海洋经济区，

海洋经济年均增速（现价）分别为 12.2%、9.1%和 11.1%，2014 年三区海洋生产

总值分别为 22152 亿元、17739 亿元和 20045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

分别达到 37%、29.6%和 33.4%。 

“十二五”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海洋产业结构发生积极

变化，海洋经济布局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涉海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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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越发展，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海洋经济政策措施稳步实施，

海洋产业对外合作不断拓展，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3. 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主要体现在近海资源开发秩序亟待规范，海洋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问题依然

存在，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近岸海洋环境污染形势依旧严峻，制约海洋

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比较突出。《报告》指出，要做好“十二五”规划评

估和“十三五”规划编制，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引导金融资本支持

海洋经济发展，切实加强围填海计划管理，切实做好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

充分发挥海洋经济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作用。 

4. 发挥试点的引领作用 

《报告》介绍，2010 年国务院批准在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和天津开展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已基本完成第一阶段（2010～2013 年）的工

作目标。根据初步核算，2014 年 5 个试点地区的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

总值比重为 67.1%，比 2010 年增长了 1.2 个百分点，这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要

素进一步向海洋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更好地发挥了对沿海地方乃至全国的引领和

辐射作用。 

 2011～2014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分别为45580亿元、50173亿元、54949

亿元和 59936 亿元，年均增速 8.4%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始终保持在 9.3%以上 

 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0 年

的 5.1∶47.8∶47.1，调整为 2014 年的

5.4∶45.1∶49.5 

 2014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3554万

人，较“十二五”初期增加 132 万人，

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 4.6% 

 
2010 年～2014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及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2014 年全国海洋产业增加值构成图 

——摘编自《中国海洋报》 

 



 3

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前景良好 

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历经 60 多年艰苦奋斗，特别是 30 多年改革开放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成为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大国之一。

上世纪下半叶，曾经大量出口原油，换取外汇，支持了国家建设。自 1993 年后，

我国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注：目前依存度达 58%）。近 20 年来，通过贯彻落实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方针，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油气的需求。 

1. 资源量连续增长 

资源量是客观存在。随着技术进步，资源量、储量就会增长。近年来，由“常

规油气”扩展至煤层气、页岩油气等“非常规油气”就是明证。我国常规油气资

源量，由最初预测的 1.75 亿 t（1922 年，美孚石油公司），增长到 15.5 亿 t（1954

年，燃料工业部），增长到 787 亿 t（1987 年，石油工业部），直到 1085 亿 t（2014

年，国土资源部），也证明了这一点。坚持科技进步，我国油气资源量和储量肯

定会持续增长。 

2. 储量增长空间大 

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油气资源探明率（储量/资源量）在 60%之前，每

年探明储量可以快速增长，并有发现大油田可能。截止目前，我国常规油气资源

探明率分别不到四成和二成。近 20 年的全国油气“储量增长高峰”；勘探了 60～

100 多年的柴达木、四川和鄂尔多斯等盆地近期一批大油气田的发现，也印证了

这一规律。此外，我国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具有良好的前景，勘

探才刚刚起步。 

预测 2030 年我国常规油气产量将分别达到 2.5～3.0 亿 t，2500～3000 亿

m
3
；煤层气及页岩气产量达到 1000 亿 m

3
，仅就储量增长潜力而言，是有可能实

现的。 

3. 油气聚集的隐蔽性与唯一性 

由于这种特性，使勘探工作具有高风险性和极强的实践性。因此多一些勘探

思路，多一些勘探实体，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路径，有助于扩大勘探成

果。如美国的石油地质条件远不如中东，但是既依靠“石油大鳄”，又依靠众多

的中小油公司，实现了石油上游业“长盛不衰”。影响世界的“页岩气革命”，后

者更是“先行者”和“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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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持有效的投入 

有效的投入和提高效益是加强勘探的两个重要环节。截止 2010 年，我国油

气储量增长与投入多少一直呈现“正相关”。“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与“六

五”、“七五”、“八五”相比，每五年新增长储量大体翻了一番，相应投入的实物

工作量也增加了一倍多。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努力提高效益的同时，一定要保

持足够的、有效的投入、避免重蹈上世纪 80 年代，因投入不足，储量增长缓慢，

导致油气产业陷入“找米下锅”的窘境。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十一五”期间，已颁发勘查许可证的国土面积

424 万 km
2
。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每平方公里投入的勘查资金只有 1 万元左右。

全国每年完成的探井数大体只有美国本土同期的 1/2。可见我国油气勘探投入严

重不足。 

5. 科学合理勘探开发 

油气开发是否合理，衡量标准一是能否有尽可能高的采收率和商品率；二是

储量能否及时开发。我国探明储量标定的采收率，主要在一次采油和二次采油基

础上确定的，2010 年为 27.2%，不是很高。以当年累计探明储量为基数，若采收

率提高 5%，所增加可采储量，每年采 2亿 t，足以采 7～8年。 

截止 2010 年底，全国探明未开发石油储量高达 82.8 亿 t，大体相当近 10

年的累计勘探成果。长期不动用，积压了巨额资金，如果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

使低到 0.5%，也能建成 2000 万 t 的年产能力。天然气探明未开发储量 4.1 万亿

m
3
，若动用一半，采气速度即使低到 1%，也足以建成 200 亿 m

3
的年产能力。 

6. 到海外开发油气 

从 1993 年起，我国油公司开始“出海”—走出去到海外开发油气。经过 20

年的拼搏，份额油超过 1亿 t。实践证明，尽管“廉价石油时代”已经过去，但

是在海外开发油气仍有机遇，技术难度也比国内小。要形成年产 1亿 t原油产量，

在国内大体需要 30 年；在境外只需要 20 年。油气资源总体品位，境外项目比国

内现有开发的要高得多。截止2012年底，中石油海外油井单井平均日产量为38t，

约为国内的 10 倍。 

我们“走出去”，总体上应该侧重获取油气资源，特别是“高集高产”常规

油气为宜。目前，我国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企业有两种：一种是在国内石油上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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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实践，并通过“引进来”，熟悉国际石油合作规则的企业，如中石油、中

石化和中海油，他们是“走出去”的主力军；另一种是，虽未在国内实践过，但

善于依靠国内的资源专家团队和研究院所进行国外项目筛选和决策，如中化集

团。规范运作，互利双赢，走出去的企业都应该“入乡随俗”，按国际通行的规

则运作，新生资源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通过合作达到双赢的目的。 

——摘编自《油气工作动态与参考》（2015，No.8） 

 

 

我国自主研发的“潜龙二号”成功首潜 

正在执行中国大洋第 40 航次科考的“向阳红 10”船，在西南太平洋多金属

硫化物勘探合同区，于2016年 1月10日 18时 14分(北京时间10日22时 14分)，

“潜龙二号”稳稳地被从海底吊至“向阳红 10”船后甲板的支架上。这标志着

我国自主研发的 4500m 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AUV)圆满完成其大洋“首秀”，

开展了热液异常、近底光学和测深侧扫声呐探测。“潜龙二号”第一次在西南印

度洋断桥热液区的下潜，获得了该区域近底微地形地貌和海底环境参数，实现了

我国自主研发的 AUV 首次在洋中脊海底勘探。1 月 19 日，又完成第 5 次下潜，

距离海底 50m 以“梳”形进行探测，共拍摄 300 余张海底高清照片，获得甲烷、

浊度、温度、氧化还原电位、磁力等海底环境参数和微地形地貌有效数据。不仅

拍摄到了玄武岩、硫化物，还有鱼、虾、贻贝、海葵、珊瑚等海底生物。 

航次首席科学家陶春辉介绍，“潜

龙二号”将在本次成功下潜的基础上，

继续在第一、第二航段开展海上试验

和试验性应用，还将在西南印度洋龙

旂热液区开展作业。它将为我国海底

多金属硫化物调查和勘探提供高效、

精细、综合的国际先进手段。 

据悉，“潜龙二号”是“十二五”

国家“863 计划”深海潜水器装备与技术重大项目的课题之一，由中国大洋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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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组织实施，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

洋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研制。据该课题负责人、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介

绍，该项目是一套集成热液异常探测、微地形地貌探测、海底照相和磁力探测等

技术的实用化深海探测系统，主要用于多金属硫化物等深海矿产资源的勘探作

业。 

——《中国海洋报》、《大洋探秘》 

 

 

山东莱州湾发现超大型金矿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在莱州湾三

山岛北部海域下 2000m 深部探获金矿资源量

470 多 t（注：储量 20t 以上为大型、50t 以上

为特大型）。这是迄今我国海上发现的最大规

模的金矿床。 

2012 年，该队由陆域进入海域勘查找金，

历经 3年海上艰苦拼搏，终于在海下 2000m 深

处揭开“黄金王国”的神秘面纱。当年三山岛

北部海域热火朝天，施工作业现场有上千人，

数个橙红色的海上钻井平台直插入海，像一个

个巨型“石伞”长在蓝色海水里。海浪拍打钻井平台，钻机日夜轰鸣，载有工作

人员的 6条运输船不时穿行其中。海上繁忙的作业场面犹如一个直通海底的“海

上工厂”。 

自古以来，莱州就是黄金产地。三山

岛北部海域矿床位于胶东西北部三山岛成

矿带之内，为一严格受断裂控制的超大型

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这一区域内金矿

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地，在

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金矿富集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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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地区已累计探明的黄金储量达 2000 多 t。而目前发现的海下金矿成矿带，

它的形状有点像巨大的“螃蟹”埋藏在海底深部。 

2012 年，莱州市瑞海矿业加大投资力度，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承接

海上勘查任务，开展一场“耕海探宝”找金矿大战。整个莱州市三山岛海域详查

初勘工作已完成 12 万余米进尺，施工高峰期开动钻机 52 台，搭建海上钻井平台

67 架次，施工人员最多时逾千人。到 2014 年完成详查，找到目前国内最大海下

金矿，探获金属资源量 470.47t。据了解，烟台地区新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中约

86%为深部找矿成果，其中金矿达到 1500 余 t。因此，深部找矿将成为未来矿业

发展的方向。 

——（据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丁正江介绍） 

 

 

“人类世”到来的八个标志 

当今地球上许多可见的自然现象和证据都表明，在 1950 年以后的半个多世

纪，仅仅几十年中地球的一些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剧增突破 70 亿、地

表风化率/剥蚀率加速、大气中 CO2含量增加、全球气温升高、生态环境恶化和海

平面上升，与过去 1万多年来的变化趋势截然不同。因此科学家认为，人类社会

活动很可能引发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地球已经进入

一个地质新年代，这比它原来应该进入新年代的时间提早了几百万年。 

最近，在美国《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解释了为什么过

去 65 年间的人类足迹开启了一个全新地质时代—“人类世”。他们认为有 8个明

显的标志。 

1. 现代农业  20 世纪，化肥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的使用令土壤中的氮、磷含

量翻了一番。对湖泊地层的测量显示，如今此类化学元素含量的水平处于 10 万

年以来的最高值。 

2. 铝  在 19 世纪以前，人们很少能在自然界中发现铝。然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的铝产量增长了 98%。 

3. 水泥  自二战以来，水泥可谓无处不在。眼下它已成为全球首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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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过去 20 年间生产的水泥足够让地表每平方英尺(约合 0.1m
2
)都覆盖上 3盎

司(约合 85 克)的水泥。 

4. 塑料  塑料制品问世 70 多年，人类共生产了 50 亿吨，每年人类生产的

塑料重量几乎相当于地球上所有人口的重量之和。有些塑料得以回收利用，但大

多数都被丢弃到了垃圾填埋场，或是倾废到海洋中。塑料和铝、水泥一样，降解

过程极其缓慢，而且会在地质记录上留下可辨识的化石记录。 

5. 核辐射尘埃  20世纪中叶引爆的热核武器造成的核辐射会在全球范围内

留下清晰的 C
14
和 Pu

239
踪迹，在沉积物和冰层中探测到的残留痕迹至少能保存 10

万年以上。 

6. 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处理的材料和建筑业及采矿业使用的材料向环

境中释放出的新物质，甚至达到 23 亿年前“大氧化事件”以来的最高值。 

7. 城市结构  人类已经利用建筑设施、道路、采矿场、隧道、水库、垃圾

场等各种用途的人造结构改变了一半以上的地表。 

8. 水坝水库  在过去的 60 年间，全球范围内大中型水坝、水库以每日增加

一座的速度迅速增加。每一座都将存留 50～200 年。这些大坝会阻碍沉积物向海

洋输送，而且会扰乱岩石层的变动，带来威胁生态环境的灾害。 

——摘自《参考消息》 

 

 

“决心”号大洋钻探船计划打穿洋壳/地幔边界 

目前，正在实施的新一轮“国际

大洋发现计划”（IODP）的“决心”

号钻探船，安装了两个 4500 马力的

主推进器和 12个 750 马力的伸缩式

推进器。当抵达预定钻探地点后，

船上将一个声呐信号装置投入海

底。该装置会不断从海底发出声波

信号，船上接收装置将接收的信号输入计算机。当船从固定的孔位上方漂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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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就能根据声波信号，测出漂移的方向和距离，并将数据传给船上能自动校

正调整船舶位置的推进器。 

钻孔重返系统包括高分辨率的声呐扫描系统和返孔锥装置。在首次钻探时，

将漏斗状的返孔锥安放在钻孔位置，钻杆通过返孔锥钻入海底。更换钻头后，将

带有水下摄像机的钻标放到海里，当钻杆与返孔锥相距不远时，船上通过观察海

底摄像机，辅助以钻杆上自动装置，让钻头落入返孔锥中。这样，钻探就能准确

定位进行海底钻进和采取岩芯。 

最近，“决心”号在西南印度洋中

脊成功钻取一处名为“亚特兰蒂斯浅

滩”的钻孔岩芯（钻孔编号为

U1473A）。据悉，位于南纬 32°42′、

东经 57°17′的“亚特兰蒂斯浅滩”，

在水深约 700m 处，岩芯含矿极具科

研价值（本航次的目标是钻取 1300m

岩芯）。该航次来自美国、中国等 12 个国家的 30 位科学家，最终目的是计划打

穿较薄的洋壳到达地幔的边界，以进一步研究洋壳物质组成、地幔构造，揭示地

球系统演化的历史—古海洋、古气候和古环境。 

（预告：“决心”号将于 2017 年第三次赴南海，执行 IODP-367 和 368 航次的大洋钻探。这将是中国科

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中国海洋报》、《IODP·News Letter》 

 

 

国内外地球科学简讯 

1. 国内简讯 

 中越北部湾海域共同考察启动  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共同考察

是中越开展海上合作的重要开端。考察区域位于北部湾封口线以南，中越双方各承担总工作

量的一半，采取多波束、侧扫声纳、地质取样等调查手段，开展地形、地质、地球物理考察，

获取考察区基础地质资料，实现成果共享。考察项目中方承担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项目计划2016～2017年执行，全部外业调查将于2016年5月15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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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海峡基础地质研究成果通过评审  2015年，福建省扎实推进海洋地质及

台海油气调查工作。台湾海峡及邻区基础地质研究项目成果报告通过评审；福建省中生代盆

地油气资源潜力分析项目和福建省近海砂矿资源调查项目均已完成；启动开展了海坛岛—兴

化湾、厦门湾—泉州湾滨海地热调查项目，以及福建平海—南日岛海域环境地质调查评价项

目。同时，福建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多方合作平台，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福建省龙海启动了

干热岩科学钻探工作；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与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合作，加快推进泉州等3 幅1∶25万海洋区调工作；中石化稳步推进在举岚和永泰盆地的油

气勘查工作。 

 1∶1000万亚洲成矿图出炉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裴荣富院士、

梅燕雄研究员等编制完成的《1∶1000万亚洲成矿图》及成果报告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

的评审。通过编制亚洲构造背景图，项目组在亚洲大陆及毗连海域划分出6个构造域、71个

构造单元。采集大型超大型矿床数据891组，建立由24个属性构成的亚洲矿床数据库。首次

在国际上编制完成数字化的、包含25种矿产的1∶1000万亚洲成矿图，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获得世界地质图委员会的认可。对亚洲石油、天然气、煤炭、铀、铁、锰、铬、铜、铅、锌、

铝、镍、钨、锡、钼、汞、锑、金、银、铂、锂、稀土、磷、钾盐、金刚石等25种矿产的资源概况、

地质特征、分布特征进行了论述，在亚洲大陆及毗连海域划分出4个成矿域、10个成矿区、26

个成矿省，初步总结了亚洲成矿规律。 

 我国沿海海平面年均上升 3 毫米  2014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1975～

1993 年）高 111mm，较 2013 年高 16mm，为 1980 年以来第二高位。1980～2014 年，我国沿

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3mm/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

融化、上层海水变热膨胀等原因引起的全球性现象。 

 3000 米级声学深拖系统研制成功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联合中科院声学所及

中船重工 702 所共同研发的 3000m 级轻型弱正浮力声学深拖系统，除了能够在天然气水合物

赋存区开展精细海底浅表层结构及微地貌探测外，还可搭多种传感器获取海水的物理海洋、

地球化学等方面的参数资料。经水下试验测试显示该深拖系统的整体平衡性能较好，它将有

效提升我国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水平，为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提供技术支撑。 

2. 国外简讯 

 地球生命或起源于41亿年前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科学家们称，他们在澳大利亚西部的杰克山地区采集到大量岩石有数十亿年历史的锆石矿

物，其中包括一块测年达41亿年(误差为1000万年±)的碳沉积的锆石。发表在美国《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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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报》上的论文称，“(碳沉积)被完全包裹在没有裂缝、未被触碰的锆石中的状态证明，

它并不是形成于最近几次地质过程的污染物，而可能是地球生命起源于41亿年前的证据。” 

 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远超预计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称，目前全球海平面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上升。自1990年起海平面上升速度骤然加快，每10年上升3.04cm左右，

比1900～1990年的上升速度快2.5倍。研究表明，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变暖导

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西部的冰盖和冰川融化速度加快。该研究的负责人地球物理学教授卡

林·海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海平面加速上升影响了美国东海岸城市的安全。 

 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今夏前结束  最近，日本气象厅宣布，据研究本次厄尔尼诺

现象在 2015 年 11～12 月迎来顶峰，此后将逐渐减弱，预计可能在今年夏季前结束。此次厄

尔尼诺现象发生于 2014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导致全球异常温暖，一些地区降水量都很丰

富。印度、东南亚、南美西北部等地出现高温，南美北部降水则很少。而在赤道太平洋海域

中部至南美近海的监测海域，2015 年 11 月海面水温为 27.9℃，比基准值高 2.9℃。 

 英国将建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  最近英国苏格兰政府宣布，已批准一个

在其东北海岸修建浮动式海上风电场的项目。据悉，该风电场将包括 5台浮动式风电机组，

建成后整体发电能力将达到每年 135 吉瓦时，将成为全球同类风电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最

终通过一条输出电缆将产生的电力输送到陆上电网。 

 埃及近海发现地中海最大天然气田  埃及石油部近日发布，其近海海域发现迄

今地中海最大天然气田。该气田由意大利埃尼集团发现，面积约 100km
2
，潜在天然气蕴藏量

为 8500 亿 m
3
。这一“历史性的发现”将改变埃及的能源格局。埃及石油部长谢里夫·伊斯

梅尔说，这一发现证明埃及的地中海近海海域是世界重要的天然气储藏区域，这也为未来勘

探其它能源开拓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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