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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着眼点。本文全面梳理比较了国
内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实践探索，从概念内涵、应用领域、评价指标、示范区建设、实践经验五个方面梳理了
现有研究，并采用重要性指数对现有研究中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结合前期研究成果及当前形势，构
建了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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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DI Qian-bin, HE De-cheng, QIAO Ying-ying

(Center for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ocus to

implement the "Five in One" overall layout.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mpar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domestic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connotation,
application field, evaluation method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existing studies. The
importance index is used to sort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cators evaluating th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propos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Keywords：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progress; evaluation

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生态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文明建设是我国面对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日趋
严峻的形势提出的重大举措，是我国谋求可持续
发展，立足民族未来的战略抉择，也是当前政府
工作的一大重心。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正确路径，十九大进一
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在此背景下，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也在稳

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实现海洋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
要基点。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把

步推进，十八大以来，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对海洋
生态文明作了众多部署。在制度层面，我国先后修
改了 《海洋环境保护法》，建立了海洋生态红线制
度、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此外其他海洋管理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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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也在逐步落实；在统筹规划方面，政府印发了
《海洋生态文明实施方案》、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

到城的完整体系，并且对矿区、长江经济带等特定

规划》、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等

备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另一方面，海洋生态

纲领性文件，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了方向和思

文明的相关研究还有待发展，本文整理了近年来以

路；在实践探索方面，我国在沿海地区开展了“海

海洋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梳理后发现，现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试点建设工作，至今已有 24
个试点获批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区域有了一定研究。因此，陆域的生态文明已经具

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即海洋生态文明
概念和内涵的界定、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应用领域探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到人类发展与命运的重大

究、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应用、海

课题，学术界长久以来也对此保持关注。国外学者
中， Morrison （1995） 首次提出英语语境下的生态
文 明 概 念 ， 此 后 Gare 等 （ 2010） 与 Magdoff
（2012） 分别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做出阐释，还有一
些学者从生态现代化 （Mol， 2015 ）、生态经济学
（Pelletier，2010）、可持续发展 （Griggs，2013） 等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以及地方海洋生态建设实践

文明的研究大多从海洋生态现状或海洋生态治理的
视 角 切 入 ， 英 国 海 洋 生 态 学 家 R·S·K 巴 恩 斯
（1990） 在著作 《海洋生态学引论》 一书中介绍了

的单个区位展开的研究，而全面关注整个沿海地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这些问题使

不同视角关注生态文明相关研究，但对于海洋生态

海洋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 C.Michael 等 （2001）
指出海洋生态文化系统非常脆弱，Elliot 等 （2004）

分析。从结果来看，现有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
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系统性不足，从总体来看，
现有研究还处于相对零散的状态，虽然涉及了海洋
生态文明的诸多方面，但各项研究之间关联度不
高，也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二是研究视野不够全
面，现有研究大多是着眼于地区、城市等较为独立

得当前对海洋生态文明的认识还处于不够深入的状
态，也限制了下一步研究的开展。因此，深入认识

从海洋生态补偿出发，提出海洋生态治理是一项系

海洋生态文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客观评价
海洋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是加深认识的前提。基于

统工程，必须兼顾人类活动因素和海洋生态因素两
方面。总体上来看，国外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生态

此，本文在整理现有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探究了海
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以供参考。

环境保护、海洋生态治理等内涵与生态文明相接近
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直接关注生态文明的
研究尚不充分。国内学者对生态文明研究起步较
早，发展也比较充分，然而，对比陆域的生态文明
研究与海洋生态文明相关研究，发现二者之间表现
出较大的差异性。就陆域的生态文明而言，王如松
等 （2009） 探究了生态文明的认知内涵和管理战
略，赵景柱 （2013） 探讨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与评价
的理论问题，徐春 （2010） 对生态文明的概念进行

了理论阐释，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生态文明理
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成金华等 （2013） 对矿区
生态文明评价进行了研究，张智光 （2013） 提出了
面向生态文明的超循环经济理论，李巍等 （2016）
从效率视角对省域生态文明进行了评价研究，马勇
等 （2016） 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水平的

时空演变。总体上说，现有研究在研究视角上覆盖
了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思考、评价指标、实证研
究等诸多方面，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成果颇丰，而从
研究区域来看，现有研究不仅已经形成了从国到省
http：
//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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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海洋生态文明研究概况

1.1 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和内涵的研究
文明一词在中国起源较早， 《尚书》 中提到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里的文指的是
纹理，明比喻日月，文明是一种由混乱到秩序，由

混沌到光明的开化过程，英文中的 civilization 一词
汉语译为文明，它的含义为人类社会高度发展和组
织的阶段。
生态文明的概念在国内最早由著名生态学家叶
谦吉先生 （1987） 明确使用，他把生态文明定义为

“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
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
的关系”。此后随着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深入，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目前学术界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并没有达成一致。王如松等
（2009） 把生态文明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维
度来理解，徐春 （2010）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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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从历时性的角度看，生态文明与原始文

变不断完备这种和谐机制，最终实现人海系统的可

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从共时性的角

持续发展。

度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强调人与
自然交互过程中产出的成果，这种分法与王如松
的本质上比较接近，采用类似分法的还有严耕等
（2013）、巩固等 （2014）。国外学者中，美国学者

Roy Morrison 在 1995 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
念，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一种形式，此

外关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概念的研究也较

1.2 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在相关领域的应用
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在海洋生态补偿、海

洋运输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经济发展等众多领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引入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在各个领域提出了很多以海洋生态文明为目标的措
施和建议。表 1 列举了国内目前一些主要领域将海

洋生态文明理念应用到其研究和实践中的案例。总

多，但直接研究生态文明的并不多见。
在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的研究中，对其内涵的探
究也是一大重点。刘家沂 （2007） 认为海洋生态文

的来说，虽然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已经逐渐渗透到海
洋发展的各个领域当中，但这种应用大多数发生在

质与精神文明成果总和，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
化伦理形态，刘存骥 （2015） 强调海洋资源承载力
要作为海洋生态文明的基础，陈凤桂等 （2014） 从

文明与各领域之间的关系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在
海洋生态文明与各领域之间的耦合机制上并不明

分析海洋生态文明，认为人海和谐共生是海洋生态
文明的核心，许妍等 （2016） 指出海洋生态文明是

生态文明自身的评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
定量上存在很多局限性，下一步在海洋生态文明

明一是人类追求人、海、社会和谐发展而取得的物

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两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来

比较基础的阶段，基本上都是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的
理念去指导各领域的规划和实践，而对于海洋生态

确，直接应用海洋生态文明对各领域进行评估的研
究也较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阶段对于海洋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强调遵循可持续发展
的客观规律是海洋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陈建华
（2016） 则提出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实现经济和社

的评价和与其他领域的影响机制的探讨上还有待
加强。
1.3 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应用的研究

德、制度、产业五个方面分析其内涵。尽管现有研
究对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有众多解释且各有不同，

于起步阶段，因此直接以海洋生态文明为评价对象
的指标体系还比较少，但学术界对海洋生态问题的

但很明显的是，大部分研究都把人与海洋的和谐共
生以及人海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海洋生态文明的两大

关注由来已久，本文在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的评
价指标体系之外，分别以“海洋生态”、“海洋生

重要基点。海洋生态文明是运用现代生态学的理论
来应对长久以来粗放式发展所导致的人海关系的紧
张局面。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循环的过程，构建人

态承载力”
、“海洋可持续发展”等主题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选取了下载量
或引用次数较高的相关文献，从作者 （发表时间）、

与海洋的和谐，并通过生产方式的创新和观念的转

指标体系主要方面、指标构成、研究区域等角度进

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从意识、行为、道

表1

当前，我国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尚处

国内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主要应用领域

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内容

文献来源

海洋生态补偿

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的路径、机制和存在的问题，并剖析了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周梓萱，2016

海洋运输与海洋环境
保护

分析了海洋运输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审视了它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出以生态文明 史兆光等，2012
为目标的海洋环境保护对策。

海洋经济发展

探讨了海洋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之间的耦合关系，指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社会发 刘书明等，2014
展的必要性。

海洋垃圾防治

指出海洋垃圾防治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针对威海市海洋垃圾现状提出了治理 倪国江等，2016
措施和建议。

海洋生态保护

探讨了海洋生态动力学模型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应用

海岸带综合管理

樊娟等， 2010

以海洋生态文明为切入点，分析了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经验，并探讨了改善厦门海岸带综合 胡婷莛等，2009
管理，促进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探讨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非市场价值评估的概念、技术与准则。

郭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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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对比。表 2 列举了一些现有研究的情况，通

为明显的局限。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点，一是现有指

过对比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

标体系虽然各有重点，但都是对海洋生态单个侧面

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主要是基于对海洋生态问

的分析，而系统全面地研究海洋生态文明的还比较

题的分析，构建不同的子系统，在各个子系统内选

少；二是现有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某一地区某一时间

取相应的指标进行分析，这种思路是目前比较常见

节点的研究而全面关注整个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

的，由于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各个研究在子系

建设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从实际需要的角度来说，

统的建立以及指标的划分上还存在较多差异，但大

海洋生态文明作为一项系统性的长期工作，需要各

体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多数研究都是从经济、

级地方长期关注，基于地方现实特色的分级考察及

社会、生态等方面构建子系统进行评价。第二种思
路是基于压力及压力 - 响应模型构建的指标体系，

跟踪评估机制的建立，有着非常大必要性；三是现

互之间影响机制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
指出的是，虽然两种构建指标体系的思路呈现明显

比较难以定量的方面不够重视，在指标的选取上也
比较偏爱定量指标而轻视定性指标，虽然曹英志等
（2016） 的研究和国家海洋局 （2012） 的评价指标

这种指标体系注重对海洋生态系统内各行为主体相

的差异性，但二者之间的区分并不绝对，比如高乐
华等 （2012） 的研究就在生态子系统内引入了压力
响应模型，这种综合型的指标体系既能够明确各系
统之间的特征，又能厘清系统内部的关系，是一种
不错的思路。此外，狄乾斌等 （2014） 的研究在构
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引入其他的一些理论，也具有
一定的特色。总的来说，现有的指标体系在思路上
各有差异，并且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但还存在较

有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大多是经济、社会、环境、生
态等比较容易定量分析的方面，而对文化、制度等

体系都关注到了文化、制度等常被忽视的方面，但

在对定性指标的处理上还没有较为成熟的思路。
1.4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研究

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工作一直受到国家海洋局的重点关注，
自 2012 年出台 《关于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工作的意见》 以来，相关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完

表 2 国内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对比
参考文献
孙才志等，2014
高乐华等，2012

主要方面

主要指标构成

研究区域

构建了测度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包含了社会经济 人均海洋 GDP、单位海洋 GDP 能耗、海 环渤海地区 17
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代谢系统、循环系统等 4 个方面
洋产业多元化程度等 27 个指标
个沿海城市
构建了表征海洋生态经济发展状态的指标体系，包含生 生物多样性、单位面积废弃物排放量、 沿海 11 省市
态、社会、经济 3 个子系统，系统下又共分为 9 个方面
人均海洋 GDP 等 39 个指标

国家海洋局，2012 在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构建了评价指标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体系，包含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生态保 单位海岸线海洋产业增加值等 33 个指标
护、海洋生态文化建设、海洋管理保障等 5 个方面

无

曹英志等，2016

改进了国家海洋局提出的评价海洋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从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海洋制度等 5 个方面 近海捕鱼强度等 30 个指标
进行评价

无

徐惠民等，2014

构建了进行海洋生态监控区区划的指标体系，包含了自然 海流、生物多样性指数、人口密度、人
环境、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等 3 个方面
均 GDP 等 14 个指标

无

狄乾斌等，2014
狄乾斌等，2014
王泉斌，2016
殷克东等，2011
刘书明等，2015

基于熵视角构建了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 海洋水产品产量、沿海地区人口数量、
体系，包含支持、压力、消费、还原 4 个方面的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量等 33 个指标

中国

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理论的海洋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 人均海域面积、万元 GDP 能耗、生物多
体系，包含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弹性、人类活动潜力 3 样性等 23 个指标
个方面

辽宁省

建立了从生态保护力度角度评价海洋生态文明的指标体 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海洋生产总
系，包含海洋生态保护力度、经济、教育、产业、科技等 值、海洋产业从业人员等 9 个指标
5 个方面

山东省

构建了评价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两个系统之间耦合情 发生赤潮海域面积、环保产值占 GDP 比
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重、GDP 等 21 个指标

中国

构建了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包含了社 沿海地区人均 GDP、海洋捕捞增长率、 沿海 11 省市
会、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等 4 个方面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 27 个指标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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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并先后
审批了 24 个试点作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与此同时，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研究

也成为近年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表 3 列举了近
年来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一些研究，通过观
察发现，目前对于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研究主要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展开，其中基于理论角度的
大多是从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内涵、存在的
问题，以及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而从实践角
度开展的研究大多是结合地区的特征，对本地区建
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提出思考和建议。综合这些
研究发现，理论层面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了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的内涵、建设路径、发展模式等问题，
而对示范区作为试点的示范作用和带动效应研究不
足，也缺少了对示范区与当地社会经济其他领域互
动机制的探讨；在实践层面上，现有研究基本上都
是结合地区特色，分析当地建设示范区的优势、路
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方法上也以定性分析为
主，在视角和方法上都略显单调。
1.5 地方海洋生态文明实践经验研究

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沿海地区

各区域的海洋生态文明实践经验近年来也受到学术
界的关注，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呈现较强的集中

性。福建省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比较丰富，郑
冬梅 （2008） 分析了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地位，
并基于厦门的调查，探讨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经
验和模式，胡婷莛等 （2009） 总结了厦门海岸带综

合管理的成效，并探讨了基于此促进厦门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设想，欧玲等 （2014） 结合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的工作，对厦门进行了评估，并提出
相关建议；辽宁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的大
连周边地区，其中李杨等 （2013） 以庄河市周边海

域为例对海洋生态功能区划进行了探究，于大涛等
（2016） 运用了 SWOT 分析对旅顺口区建设海洋生
态文明示范区提出建议，安然 （2016） 从海洋生态
文明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辽宁省海洋生态损害补

偿，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刘洋等
（2015） 则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分析了辽宁省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探究了海洋生态供给侧改革的
路径；浙江省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舟山群岛，俞树彪
（2012） 基于舟山群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现实探
索，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设想，高瑜等
（2016） 对舟山嵊泗县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提
出思考和建议。除了以上三个区域外，我国其他沿

海省市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比较分散，没有形
成比较明显的趋势。倪国江等 （2016） 研究了威海

表 3 国内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研究
研究类型

理论研究

实践研究

研究区域

主要内容

文献来源

无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内涵，认为探索构建人海和谐的良
性运行体系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最终目的，并探讨了其现阶段的特
点、
机遇和挑战。

张一等，2016

无

从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宗旨出发，深入剖析了示范区建设的意义和面
临的问题，
对区域共建的经验和模式进行了探讨。

张丽婷等，2014

无

分析了海洋生态现阶段我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
“四因子论”完善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

曹英志等，2016

大亚湾临海产业区

从大亚湾产业区切入，探究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内涵，并从海洋生态文明支撑
体系、运作体系、彰显体系、保障体系 4 个层次提出建设思路。

黄华梅等，2013

厦门

参考国家海洋局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评价了厦门市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
分析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

欧玲等，2014

舟山嵊泗县

分析了嵊泗县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指出应当从合理规划综
合开发、陆海统筹缓解污染、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开展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
设工作。

高瑜等，2014

威海

指出海洋垃圾防治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针对威海市海洋垃圾
现状提出了治理措施和建议。

旅顺口

对旅顺口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进行 SWOT 分析，得出新形势下旅顺口区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并提出建议。

倪国江等，2016

北部湾经济区

分析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创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必要性、基础和面临的
问题，提出了共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途径。

张秋萍等，2015

上海

分析了上海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优势、问题，
并从污染物排放、资源保
护、
海洋新兴产业等方面提出建议。

翟群臻，2014

于大涛等，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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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海洋垃圾防治问题，刘书
明等 （2014） 对天津滨海新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进出了思考，黄家庆等 （2013） 基于生态伦理视
角探 讨了广西 的海洋生态 文明构 建， 张 秋 萍 等

（2015） 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构建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的路径。综合这些研究发现，从区域角度开展

通

37 卷

报

等 （2011） 的方法对所有案例中的评价指标进行了
重要性评价，以期为下一步开展类似的工作提供指

标选择的参考。指标的重要值为相对密度、相对频
度和相对优势度三者的平均数，其中相对密度表示
某一指标在所有文献中的密度之和比上所有指标在
所有文献中的密度之和；相对频度表示某一个指标

的海洋生态文明实践研究大多集中在海洋生态文明

在所有案例中出现的次数占所有案例数的比重比上

示范区工作进展较快的地区，基于海洋生态文明示

所有指标这个比例之和；相对优势度表示某一指标

范区的研究是目前地方生态文明实践经验探究的主

在所有文献中的权重之和比上全部文献中指标的权

流，这一方面反映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对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反

重之和。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映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还没有在整个沿海地
区得到重视，这种现状对综合推进全国沿海地区的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不利的。在研究的视角上，目
前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实践经验的探究比较丰富，不
仅有对生态损害补偿、海洋垃圾防治等比较传统问
题的关注，也有从海岸带综合管理、供给侧改革等
新视角开展的研究，这说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研
究受到了众多学科的关注。不过目前这些研究存在
共同的问题就是还不够深入，大多数只是综合一些
理论进行初步的分析，没有细致的论证与探讨，研
究的思路也大多是从地方的问题或特色切入，分析
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或设想，而在理
论的总结上缺乏创新。

2

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
构想

通过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现有研究
已经关注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方面，但大多
数研究都不够深入，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对海洋生态文明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而
客观准确地评价海洋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是加深认识
的重要前提，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是当前海洋生
态文明研究领域诸多问题的症结。基于此，本文在
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现有海洋生态文明评估指标
进行重要性分析，提出了海洋生态文明评价的目标
和原则，进而提出自己的指标体系。
2.1 现有海洋生态文明评估指标重要性评价

目前国内评价海洋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各有特
色，众多案例之间在指标选取上有很大的差异，为
了进一步分析各项指标对表征对象的重要性，进而
弄清海洋生态文明评价的主要指标，本文采用白杨
http：
//hytb.nmdis.org.cn

Importance = d + f + s
3

式中，Importance 表示指标的重要值； d 表示该指
标的相对密度；f 表示该指标的相对频度； s 表示
该指标相对优势度，具体算法如下：
k

d=

移Q

ij

j=1

m

k

移移Q
i=1

ij

j=1

式中，i 表示指标个数，i=1,2，…，m；j 表示

研究案例个数，j=1,2，…， k ； Qij 表示第 i 个指标
在第 j 个案例里的密度。
f=

ni
m

N·移
i=1

ni
N

式中，ni 表示第 i 个指标在所有案例中出现的
次数； N 表示案例研究总数； i 表示指标个数， i=

1，2，…，m。
k

s=

移w

m

j=1

ij

k

移移w
i=1

j=1

ij

式中， w ij 表示第 i 个指标在 j 个案例中占的权重，
其他同上。
基于对指标体系的综述，提取出所有案例研究
中的评价指标，剔除互相重叠或比较相似的指标
后，共提取出评价指标 152 个。按照上述公式对所

有指标重要值进行计算，并以重要值为依据进行排
序，提取出前 30 名的主要评价指标 （图 1）。
从现有评价指标中重要值排名前 30 的指标来
看，环境及经济两方面的指标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
点，这两个方面的指标数占到前 30 指标的 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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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资源、社会、制度、科研等方面的指标也受

面，因而对它的评价也应当是全面评价某地区海洋

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说明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海

生态文明整体上的发展情况，而不是侧重于经济、

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方面，只是在具体构建上存

环境或者其他某一具体方面。同时，在设计评价指

在差异。

标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

2.2 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海洋生态文明具有的内涵，从本质上来说，它
的核心是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目标是实现人

体现出系统性，而不是孤立地进行分析。

二是分层考核，我国拥有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

线，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横向

类社会与海洋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落实到

上来说，各省市之间面对的资源条件、经济状况以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及社会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从纵向上来说，即使

方面，即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经济健
康增长、海洋生态社会有序发展、海洋生态管理高

在省市内部，省一级的单位所面对的情况和要解决
的问题与县一级也存在偏差。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

效推进、海洋生态文化深入人心。
作为一项复杂的长期工作，评价是建设海洋生

情况，如果不进行分层考核，因地制宜地分析各个
地区的具体情况，不仅不利于准确地认识各地区海

态文明的起点，而指标体系的构建在评价中又处于
基础性的地位。现有的相关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

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也容易使对海洋生态文明
的评价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在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

对海洋生态文明的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
由于海洋生态文明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必然

作用。目前关于海洋生态文明的评价研究还没有考
虑到分层考核的问题，因此在设计指标体系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也
应在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基于对现有指标体

中考虑分层考核，显得尤为必要。
三是跟踪评估，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一项长

系的分析，本文认为海洋生态文明评价的关键，
是客观地分析沿海地区各个层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期系统的社会工程，因而对海洋生态文明的评价也
应当具有长效性，而不是只注重某一时间点的状

的情况，进而了解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发展水
平。在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三

态。建立长效跟踪评估机制，是海洋生态文明评价
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和

个目标：
一是全面系统，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伦理形

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在指标的选取上，由于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

态，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体系结构复杂、系统性强的特点，为了使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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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评价指标 Index
主要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重要值

注：1.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2. 生物多样性；3.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4 .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5. 环保投资占 GDP 比重；6. 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7. 海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8. 城镇污水处理率；9. 人均海域面积；10. 海洋科研机构数；11. 万人拥有海洋专业技术
人才数；1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近岸海域一、二类水质占海域面积比重；14. 人口密度；15. 确权海域面积比重；16. 单位海域疏
浚物倾倒量；17. 主要渔业资源数量；18. 单位 GDP 经济能耗值；19. 海洋科技研究人员比重；20. 海洋科研机构项目数量；21. 严重污染海
域面积比重；22. 污染治理投资力度；23. 海洋产业多元化程度；24. 城市化率；25. 公众参与海洋管理的能力；26. 自然岸线保有率；27. 单
位岸线海滨观测台站密度；28. 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29. 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值比重；30.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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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反映海洋生态文明系统的本质特征，在设计

结合，使之在跟踪评估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灵活

指标体系时，应该遵循简明科学性、整体完备性、

性，既能反映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的空间状态，又能

可比可量性、独立性、层次性、相关性等一般性原

更好地在时间尺度上分析它的趋势。

则 （王文清，2011），同时，针对海洋生态文明的

2.3 本研究的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各地实践

一是普适性指标与特色指标相结合，海洋生态

的经验。在总体上将海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分为四

文明作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其内涵中包含着生态

层，第一层为总体层，即评价对象，反映海洋生态

文明的一般性成分，但是海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文明的发展水平；第二层为系统层，基于海洋生态

系统，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属性，因此，在指标的选

文明建设的具体内涵和主要任务，构建了包含海洋

择上，既不能忽视生态文明的整体性，又要注意突
出海洋生态文明的海洋性特征，选择既能够反映生

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经济、海洋生态社会、海洋生
态政治、海洋生态文化“五位一体”的总体框架；

态文明本质特征的基础指标又能够反映海洋系统资
源、环境以及经济等方面的特色指标，从而使指标

第三层为状态层，即从不同个角度反映各系统的状
态；第四层为指标层，根据海洋生态文明发展的目

体系能够更好地契合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
二是差异化原则，基于分层考核的客观需求，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当考虑到评价对象在不同地区
所面对的差异，并对指标做出调整，使之能够更好

标，在每个评价子系统下对状态层进行进一步说
明，形成一系列指标 （表 4）。
指标体系中大部分指标数据来源于 《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海洋灾害

地反映当地现状，避免所有地区“一刀切”的评价
方法，同时要考虑到将约束性指标与选择性指标相

公报》 《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以及国家统
计局和各级海洋管理部门官方网站。

内涵与特点，还需特别注意以下原则：

表 4 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层

系统层

海洋生态环境

状态层

指标层

属性

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

约束性

/ 万元/公里）
单位长度海岸线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参考性

海洋污染控制

近岸海域一、
二类水质海域面积比重/%

约束性

城镇污水处理率/%

参考性

海洋资源利用

/ 公里/人）
人均海岸线长度（

约束性

/ 万元/人）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

约束性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参考性

海洋循环经济

海水利用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参考性

海洋节能减排

/ 立方米/元）
单位海洋生产总值水耗（

约束性

居民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约束性

海洋科研强度

万人拥有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数/人

参考性

海洋科研机构创新能力

约束性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海洋
生态
文明

海洋生态经济

评价
指标

/ 吨/人）
人均海水产品产量（

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值比重/%

参考性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约束性

工业废水排放量达标率/%

/ 吨标准煤/万元）
单位海洋生产总值能耗（

体系

海洋生态社会

海洋生态制度
海洋生态政治

政府环保绩效
海洋遗产保护
海洋生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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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性

城镇化水平/%

参考性
约束性
参考性

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情况

参考性

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执行率/%

约束性

海洋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个

约束性

环保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约束性

海洋专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万人

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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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体系包含了 30 项指标，考虑到应用过

应，在积极探索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同时，深

程中结合实际的需求，将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参

入推动示范区与沿海地区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带动

考性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直接反映了状态层的本

当地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质特征，是各状态层下的核心，参考性指标也反映
参 考

了指标层的特征，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有替代选
项，仅做参考。此外，指标体系中大部分数据为统
计数据或基于统计数据计算所得的数据，也有个别
调查数据，在此对一些指标做出解释：海洋生态补
偿制度建立情况与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执行率为调查
数据，单位长度海岸线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每
公里海岸线由海浪灾害和风暴潮灾害带来的直接经
济损失之和，海洋科研机构创新能力为海洋科研机
构平均每人的课题、论著和专利数三者之和。

3

讨论与展望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

社会工程。它不是单纯的生态保护或者污染控制，
而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文明的全新文化伦理形态逐渐
融入社会各个方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发
展思维、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的全方位转变，从而
达到“人与海洋和谐”的协调发展状态。建设海洋
生态文明，是实现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
求，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基点。而全面认识和
了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是建设它的前提，尽
管目前围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评估有了一些研
究，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应用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局限，本文综合现有众多评价指标体系
的特色，充分考虑到各指标间的系统性和数据的可
获取性，基于“五位一体”的理论构建了全新的评
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为下一步
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研究提供参考。基
于对现有研究的分析，认为今后有必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开展重点研究：

（1） 完善理论体系，在建设路径、管理机制、
评估评价、影响分析等方面深入探讨，开展实证研
究，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2） 完善海洋生态文明评价机制，建立和完
善分层考核与跟踪评估机制，进而更加客观深入地
认识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推动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发展。
（3） 充分发挥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示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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