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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战略实证研究
———以山东为例

张　瑛　陈雨生　王胜鹏

摘要:利用山东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海洋渔业相关数据,结合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系统分析海洋渔业

各生产要素对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海洋水产品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
而劳动力投入对于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影响较弱;海洋水产品产量报酬率呈现出递减态势,表明在现有技术

条件下难以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来提高海洋水产品产量,需要通过改变生产模式和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来

增加产量,从而实现海洋经济效益的增加.因此建议,应着力推进海洋渔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深蓝渔业,
加大对新资源、新模式、新技术的探索力度,提高渔业劳动力素质,努力实现劳动力效益最大化,从而推动

海洋渔业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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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山东省濒临黄、渤海,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海洋渔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区位和科技优势.
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和产值已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列,海洋生物培育与养殖及海洋高新技术发展

领先国内,海洋经济效益日益上涨.但是,海洋渔业发展亦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在海洋捕捞方面,长
期以来海洋捕捞渔业产量严重超过资源可再生能力,渔业资源衰退甚至枯竭的困境日趋严峻① .在

海水养殖方面,由于养殖区域高度集中在近海,海洋资源污染严重,引发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② .
近年来,远洋渔业开发力度加大,深远海养殖试验也正在开展③ ,但总的来看,深远海渔业发展存在方

向不清、路径不明的问题,其发展波动性较大、后劲不足.
面对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生态恶化等问题,发达国家以及国内先进的沿海省份已经逐渐将目光投

向深远海④ ⑤ ⑥ .Li等⑦ 以中国沿海地区为例,探讨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并表明我国高质

量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明显,政策重点已由追求增长速度向追求增长质量转变.驱动和制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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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渔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探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海洋渔业科技发展对海洋水产品产量

的影响作用已经迫在眉睫.就三者的影响程度,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李博等就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

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依次为海洋人才、海洋资本和海洋科技①.常

玉苗也认为相比于产业因素、港口因素和政策因素而言,科技因素的作用效果最弱②.但也有部分学

者认为,在海洋强国建设对科技创新需求十分强烈的当下,充分发挥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

作用尤为重要③.李大海等研究青岛市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出通过推动海洋新

旧动能转换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④.宁凌和宋泽明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得出

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呈现显著促进作用⑤.吴梵等利用三阶段 DEA 方法将海洋科技创新

对海洋经济增长的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海洋科技创新投入的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管理因素都直

接影响海洋经济增长效率⑥.彭宇飞和马全党通过面板数据测定专业科技人员比普通从业人员对海

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大,由此说明科学技术对海洋渔业发展更为重要⑦.
生产函数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初是为探讨

投入和产出关系时创造的生产函数,用来预测国家和地区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分

析生产途径的一种经济学模型.近年来,运用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变形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资

本、劳动及技术等要素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例如,骆娜等运用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资

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⑧.苏小倩利用柯布Ｇ道格拉斯函数对河南省经济增长要素进行分

析⑨.杨卫等结合柯布Ｇ道格拉斯函数进一步计算科技进步率,指出中国海洋渔业科技水平较为落后,
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贡献程度较低.

已有关于海洋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多为单一研究养殖面积、科学技术等因素对其产值的影响,
忽略技术进步对海洋水产品经济增长率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不同政策规划时期的影响作用.本研究

将在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结合海洋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以海洋渔业大省———山东省

为例,分析其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十五”期间、“十一五”期
间和“十二五”期间山东省海洋科技进步和各生产要素对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该研究有助于

较为全面探究我国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的要素,为未来海洋渔业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山东省海洋水产品经济增长特征

山东省是我国主要的海洋生物繁殖省份之一.山东省拥有近海生物上千余种,其中浮游植物１１６
种,浮游动物７７种,海水鱼虾有２６０多种,主要鱼类为梭鱼、鲈鱼、带鱼等,经济贝类２０多种,经济藻

类１０多种,潮间带和潮下带底栖生物各４００余种.山东省滩涂面积广阔,四角蛤蜊、文蛤等贝类大

量繁殖,岩礁海岸环境中刺参、扇贝、海胆等珍贵海洋水产品资源丰富,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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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水产品总产值

由图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渔业总产值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山东省海

洋渔业总产值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８２１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６１２亿元,总增长率达到３４７０８％,年均增

长率为１８３％.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渔业经济增长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１ ２０１６年

属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海洋养殖业在国家“以养为主”的海洋政策下得到充分发展,海洋养殖产值

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８４％,而海洋捕捞产业受到海洋环境资源的影响增速较缓,年均增长率仅为

１０１％.在这一过程中山东省持续推动海洋经济建设,１９９８年全面启动“海上山东”建设,２００７年提

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目标,２００９年胡锦涛在视察山东时强调要培育海洋优势产业,２０１１年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成为国家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属于波动发展阶段,
２０１６年海洋养殖渔业产值有所下降,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又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海洋捕捞渔业产值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最大值４３１８亿元,但２０１７年起,过度捕捞导致山东省近海渔业资源匮乏,造成山东省海

洋捕捞渔业产值迅速下降,虽在２０１８年有所回升,但捕捞产值仍处于下降趋势.山东省海洋养殖渔

业产值占山东省海洋渔业总产值比重从２００３年的５５５％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７２１％,说明山东省海洋

渔业经济对海水养殖产业的依赖程度持续增大,而对海洋捕捞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小,山东省应进一步

推动远洋捕捞渔业发展,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海洋捕捞渔业产值回升.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值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到２０１８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二)海洋水产品产量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见图２),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总产量呈现波动上升态

势.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５８３万吨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７３６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５４％.山东省海洋水产品总产量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稳步上升期间发生过两次较大幅度的下降过程.
第一次海洋水产品总产量下降发生在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海洋捕捞产量和海洋养殖产量减少达到４７８万

吨.第二次是在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虽然山东省海洋水产养殖产量依然保持增长趋势,但是海洋水产品捕

捞产量的迅速衰减导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总产量下降了５８９万吨.
相比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８年海水养殖产量增产２１６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９％,而海洋捕捞产量减

少６３万吨,年平均衰减率为１２５％.由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变化曲线可以看出,海洋养殖产量增

速显著高于海洋捕捞产量增速,是山东省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山东省海水养殖产量

占比由２００１年的５１８％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５４％.这说明随着时间发展,山东省海洋渔业经济组成

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表现为从传统海洋捕捞依赖型经济逐步转变为海洋养殖依赖型经济.原因主

要是海洋渔业是较为典型的资源依赖型产业,其发展会受到海洋资源的约束,山东省虽是我国最大的

半岛,也是渔业资源大省,然而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野生渔业资源濒临枯竭,使得海洋

捕捞产量逐年减少.近年来山东省海洋牧场的持续建设,又进一步提高海洋养殖产量,从而促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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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海洋渔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①.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到２０１８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三)海洋水产品贸易

山东省是我国渔业大省,渔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从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水产品贸易进出口量连续

多年位于全国领先地位.山东省海洋水产品进出口量一直处于波动态势,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呈现缓慢下降

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受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水产品消费市场低迷等影响,山东省海洋水产品进出口贸易

量持续下降.具体来看,山东省海洋水产品进口量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就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从２０１１年的

１４６０８７５８吨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１８５６７８吨,与２００６年的进口量相差甚小.同理,山东省海洋水产品出口

量也基本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主要原因是山东省是来进料加工出口大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

升,来进料加工贸易优势减弱,海洋水产品出口量出现大幅度下滑.在２００６ ２０１８年期间,明显看出山东

省海洋水产品进口量一直高于海洋水产品出口量,但出口额却大于进口额,形成贸易顺差.这也是因为

山东省是水产品加工大省,进口的都是原料,出口的都是成品,成品的价格自然高于原材料的价格.由图

３可以看出,山东省海洋水产品贸易顺差呈现波动不定的变化趋势,海洋水产品进口量与出口量差距日

渐缩小,贸易顺差也从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１亿美元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０亿美元,但相比于２００６年的１３２亿美

元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山东省海洋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差距正在逐步减小.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到２０１８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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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影响因素研究

(一)数据获取和模型建立

借鉴已有研究,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对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生产函数

能够将达到最大产量时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及数量关系表示出来.生产函数的构建方式有很多种,其
中最为常用的是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尤其是在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各要素贡献率时广泛应用,
其基本形式为:Y＝AKαLβ.其中,Y 表示经济增长量,A 表示生产效率系数,L 表示劳动力投入量,K
表示资本投入量,α和β为参数值表示投入弹性.经过后人对模型的运用改进,函数模型不断完善,得
到Y＝AXα１

１Xα２
２Xα３

３Xα４
４ ．．．的通用形式,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等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生产效率系数A 主要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诸多不可比因素的影响作用,例如先

进生产形式的运用、科学技术进步等.在短时间内,A 可以认为是常数,而对于较长时间A 则被认为

是时间的函数.
通过对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影响因素分析,初步设定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为:海水养殖面积、

海洋机动渔船数量和海洋渔业人口.将海水养殖面积及海洋机动渔船数量作为资本投入量,海洋渔

业人口作为劳动力投入量,可以建立类似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假设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

的发展数学模型为:

Y＝A０Xα１
１Xα２

２Xα３
３ (１)

其中Y 表征山东省海洋水产品总产量,X１为海水养殖面积,X２为海洋机动渔船数量,X３为海洋

渔业人口.为了进一步探究科技进步对山东省海洋渔业生产的影响,我们构建包含海洋渔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Y＝A０eαtXα１
１Xα２

２Xα３
３ (２)

式中,A０ 为常数,代表基年的技术水平,t为时间变量,A０eat表示t年的综合技术水平.
将公式(２)两边取对数得到线性方程:

lnY＝lnA０ αt α１lnX１ α２lnX２ α３lnX３ (３)
对公式(３)两边同时关于时间t求导,得到:

dY/dt( )/Y＝α α１dX１/dt( )/X１ α２dX２/dt( )/X２ α３dX３/dt( )/X３ (４)
当t很小时,可以用差分近似代替微分,得到:

ΔY/Δt( )/Y＝α α１ΔX１/Δt( )/X１ α２ΔX２/Δt( )/X２ α３ΔX３/Δt( )/X３ (５)
若Δt＝１,令y１＝ΔY/Y,x１＝ΔX１/X１,x２＝ΔX２/X２,x３＝ΔX３/X３,公式(５)可写成y＝α

α１x１ α２x２ α３x３ 的增长速度方程,其中α表示科技进步年增长率,x１、x２、x３ 分别表示海水养殖面

积、海洋机动渔船数量、海洋渔业人口的年增长率,α１、α２、α３分别表示海水养殖面积、海洋机动渔船

数量、海洋渔业人口的产出弹性.若Δt＞１,则令y１＝
t
Yt/Y０ １,x１＝

t
X１t/X１０ １,x２＝

t
X２t/X２０

１,x３＝
t
X３t/X３０ １,其中下标t表示t时间的值,下标０表示起始年份的值,t表示时间间隔,此时

推导得到增长速度方程仍然近似成立.从方程中可知,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

步、养殖面积的增加、机动渔船产出的增加、海洋渔业从业人员的增加这四方面引起.进一步将增长

速度方程进行变形,得到科技进步年增长率表达式:α＝y α１x１ α２x２ α３x３,海洋渔业科技进步的贡

献率可表达为:

Eα＝α/y×１００％＝ １ α１x１/y( ) α２x２/y( ) α３x３/y( )( ) ×１００％ (６)
先运用公式(３)进行回归估计,得出各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再进一步利用公式(４)、(５)和(６)计

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在正式进行多元回归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其时间序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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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采用 ADF平稳性检验分别对海洋水产品总量、海水养殖面积、海洋机动渔船数量、海洋渔业人

口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对四种变量进行对数化和一阶差分以后,p值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证明序

列平稳.

表１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无限制协整检验(追踪) 无限制协整检验(最大特征值)

预假设CE(s)数量 ０．０５临界值 p值 ０．０５临界值 p值

None ４７．８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７．５８４ ０．０００

Atmost１ ２９．７９７ ０．１２８ ２１．１３２ ０．３７７

Atmost２ １５．４９５ ０．１４９ １４．２６５ ０．１２８

Atmost３ ３．８４１ ０．４３６ ３．８４１ ０．４３６

通过差分和取对数的方式,使得时间序列变得平稳,但会失去数据总量的长期信息.为进一步证

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协整关系,采用Johansen协整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１.检验结果显示,当
假设不存在协整方程时,p值为０００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则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当假设

至多有１个协整方程时,p值为０３７７,未拒绝原假设.综上表明,存在１个协整方程,即变量之间存

在长期协整关系.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方程中各个参数的值进行计算得到:

lnY＝４．９０７２ ０．０１０７t ０．１５３８lnX１ ０．７０６０lnX２ ０．０５３９lnX３ (７)
经检验得到该模型可取系数R２＝０９５４８,F＝６３３７４１,p＜００５,满足显著性水平００５的F检验

和 T检验,可知该回归模型结果显著.因此根据公式(７)方程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到各生产要素的弹

性系数分别为:α１＝０１５３８,α２＝０７０６０,α３＝ ００５３９.
由公式可知,α１和α２系数均大于零,说明随着海水养殖面积和海洋机动渔船数量,海洋水产品产

量随之增加,符合经济学预测.α３系数小于零,说明随着渔业劳动力的减少海洋水产品产量会增加,
虽然和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结果相悖,但是也符合山东省渔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类型,劳
动密集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减少,甚至达到了随着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实际产出减少.具体来

看,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对于水产养殖面积的弹性是０１５３８,也就是说水产养殖面积

每增长１％,海洋水产品产量就会相应增加０１５３８％,原因在于海洋养殖是山东省海洋水产品的重要

组成部分,水产养殖面积的增加能够对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减少对海洋资源依赖作

用,保障海洋水产品持续增长;同理,对于海洋机动渔船数量的弹性是０７０６０,即每增加１％的海洋机

动渔船数量,海洋水产品产量会相应增加０７０６０％,由此可见资本投入对海洋水产品产量的重要贡

献,机动渔船数量的增加帮助提升我国远洋捕捞作业能力,提高海洋远洋捕捞产量,弥补山东省近海

捕捞短板,从而促进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增长;对于渔业劳动力的弹性是 ００５３９,即每增加１％的劳动

力,就会相应减少００５３９％的水产品产出,劳动力是任何产业都必需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增长为海

洋产业发展提供源动力,对海洋养殖和捕捞作业活动都会起到促进作用,但劳动密集会导致劳动力的

边际产出减少,这表明单一增加劳动力人数已无法对海洋水产品产量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由此可以

看出资本投入弹性大于劳动力投入弹性,说明资本投入对于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的影响大于劳动

力投入产生的影响.
在生产函数中,弹性系数和等于１则表示生产函数具有固定报酬率,生产规模的改变不能导致最

终产出数量增加;若弹性系数和大于１,则表明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率,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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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规模可以实现产出的增加:若弹性系数和小于１,则说明生产函数具有递减报酬率,即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产量是无效的.忽略受灾养殖面积影响,对前三个弹性系数求和得到

α１ α２ α３＝０８０６＜１,表明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处于报酬下降阶段,进一步说明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已经不能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效益,要更加注重通过提升科技手段来促进海洋水产品产量的

增加.
(二)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贡献率分析

利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相关数据分别计算“十五”期间(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十一五”期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和
“十二五”期间(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山东省海洋水产品总产量、海水养殖面积、海洋机动渔船年末拥有量和海

洋渔业从业人员的年增长率(图４),进一步基于公式(６)计算出各生产要素对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的

贡献率(表２).从“十五”期间到“十二五”期间,海水养殖面积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且海水养殖面积

增长贡献率也从１１６８％下降到９９％,但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率变化趋势在“十五”与“十一五”期间

与海水养殖面积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说明山东省海水养殖面积增长对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果逐渐弱化.主要原因是海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山东省近海养殖水域环境

带来危机,水域污染和生物资源衰退问题突出.此外,海水养殖的条件更为严苛,海洋水产品成活率

仅为淡水养殖的一半且单位成本相对较高,对养殖技术手段有着更高要求.海洋机动渔船数量在

“十一五”期间增长率显著高于总产量增长率,这表明“十一五”期间山东省海洋渔业发展主要依靠资

本投入.而到了“十二五”期间海洋机动渔船增长率要略低于总产量增长率,并且其贡献率大幅度下

降,由“十一五”期间的４７３９％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６８３％,这是因为在技术水平有限的条件下,
资本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倾向,“十一五”期间巨大的捕捞投入促进了海洋捕

捞产量的增加,但对山东省近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严重威胁,导致在“十二五”期间资本投入也不

会引起产量的大幅增加.此时,产值增加更多需要依靠海洋科技水平的提升,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减
少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山东省海洋渔业劳动力增长对海洋水产品总产量贡献率很低,说明渔业

劳动力增加并不能提高海洋水产品产量.这说明山东省海洋渔业目前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

密集和资本稀缺的影响导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较低.可以看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山东省海洋渔

业科技进步率为 １％和 ３％;而到“十二五”期间山东省海洋渔业科技进步率上升到１％,科技进步贡

献率也由到 ４７６８％上升到２２７％.

图４　“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山东省海洋水产品相关数据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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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山东省海洋水产品产量 “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各要素贡献率

山东省渔业各要素贡献率

年份
海洋水产品总产量

增长率(％)
海洋养殖面积增长

贡献率(％)
海洋机动渔船年末拥有量

增长贡献率(％)
海洋渔业人口增长

贡献率(％)
科技进步

贡献率(％)

“十五”期间 １．０２０９ １１６．８ ５０．５ ８．６ ７５．９

“十一五”期间 ０．６３７８ １０１．８ ４７３．９ １．１ ４７６．８

“十二五”期间 ３．６８９ ９．９ ６８．３ ０．８ ２２．７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到２０１８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海洋渔业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投入对海洋水产品产

量具有积极影响,在“十一五”期间尤为显著,而劳动力投入对于海洋水产品产量的效应虽为正向,但
在“十五”到“十二五”期间的影响作用远低于资本投入的贡献作用.第二,海洋科技进步率到“十二

五”阶段才呈现正向发展,海洋水产品总产量增长率也得到显著提升,相比于“十一五”期间增长

４９９５％,这表明科技水平对于海洋水产品产量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也验证了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提

高离不开科技进步.第三,生产函数中弹性系数和小于１,表明该函数具有递减报酬率,在现有技术条

件下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来提高海洋水产品产量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需要通过改变生产模式和提

高海洋科技水平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推动海洋渔业技术革新

根据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海洋水产品产量处于报酬下降阶段,说明在现有的生产技术

条件下,已经不能通过规模的扩大来促进经济增长,应该通过技术革新或者生产模式转换,保障海洋

水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应针对渔业资源开发建立专门的渔业基础技术推介发展部门,探究如何把科

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建立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通过加强组织推介活动可以将科

研机构最新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关键技术推广到生产企业中去.同时,集中整理生产企业的技术需求,
通过科研投入调整,加速生产企业迫切需求的技术研发进程,实现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双向交流.政府

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公共信息咨询平台,第一时间将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到广大渔业从业人员中去,也
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其他手段鼓励引导渔业科学技术从业人员从高校或科研单位向生产一线流动,
以加大渔业科学技术在生产一线的普及程度.培养从事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综合性科技人

才,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海洋水产品持续增长.此外,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推

动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努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品种养殖向品质优良、独具特色新品种养殖转变,由
海上粗养为主向精细化养殖为主的转变,持续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二)大力发展深蓝渔业

深蓝渔业是依托海洋渔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模式创新,以开发海洋渔业新资源为目标的新型渔业

发展模式.深蓝渔业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过程,生产养殖规模化水平较低,生产养殖、开发成本过高,
技术以及生产经营模式还未明确.针对深蓝渔业发展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１)加强深蓝渔业海洋环

境监测系统.深蓝渔业作业区域离岸较远,气象水文条件更加复杂,具有高风险特征.因此,我们在

深蓝渔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十分注重环境监测探测技术的发展,以降低经营风险,确保产业稳定运行.
(２)加强深蓝渔业技术研发.深蓝渔业产业对装备要求较高,例如海洋牧场、深海网箱的建设对技术

装备的抗风浪、抗强流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远洋渔业发展对远洋渔船建造水平也有较高要求.(３)统
筹规划,推动深蓝渔业长期发展.深蓝渔业属于新型海洋开发产业,多数位于离海岸线较远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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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初始投入大、成本回收周期长,经营风险相比于传统渔业较高.因此,需要政府针对深蓝渔业发

展统筹规划,建立深蓝渔业保险制度体系,适当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以减少投资者和渔业从业者的投

资风险,提高渔业从业者积极性,推动深蓝渔业长期稳定发展.
(三)提高渔业劳动者素质

根据上文分析,渔业劳动力增长对海洋水产品总产量贡献率很低,说明单纯提高渔业劳动者的数

量对海洋水产品产量影响甚微,应重点提高渔业劳动者素质,努力实现劳动者效益最大化.当前渔业

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渔民专业技术缺乏导致生产效率得不到显著提升;二是

“从农致贫”的思想使得多数青年劳动力都不愿从事农业、渔业等传统产业.近年来,政府不断推进

“三农”政策的落实,但在面对渔业从业人口的渔业知识科普和引导渔业现代化发展方面仍然不到位.
政府应当积极通过各类国家扶持渔业政策,为渔民提供更多优惠措施,例如鱼苗补助、渔业互助保险

保费补贴、水产养殖业补贴等,帮助降低渔民生产成本.同时,加大对渔民科学知识的普及力度,在职

业院校、高校及文化类学校开设海洋渔业专业,鼓励渔民积极参与系统化的渔业知识学习,将理论与

实践更好地结合,提高海洋渔业生产效率.另外,引导渔业向现代化发展,培养一批高质量具有专业

素养的人才为传统渔民传授先进的捕捞养殖技术,让渔民享受先进的生产科技知识带来的收益增加,
努力帮助一批渔民率先富裕,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提高渔民劳动积极性.

AnEmpiricalAnalysisontheStrategiesofMarineFisheryEconomicGrowth
—TakingShandongProvinceasanExample

ZhangYing　ChenYusheng　WangShengpeng
(ManagementCollege,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２６６１００,P．R．China;

InstituteforAdvancedOceanStudy,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２６６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dataofmarinefisheryinShandongProvincefrom２００１to２０１８,

combinedwith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model,thecontributionofeachproductionfactor
ofmarinefisherytothegrowthofmarinefisheryoutputwasanalyzedsystematically．Theresults
showthat:themaininfluencingfactorofmarineaquaticproductoutputiscapitalinvestment,while
laborinputhasarelativelyweakimpactontheoutputofmarineaquaticproducts;therateofreturn
onmarineaquaticproductsoutputtendstodecline,whichindicatesthatitisdifficulttoincreasethe
outputofmarineaquaticproductsthroughtheexpansionofproductionscaleundertheexistingtechＧ
nicalconditions,anditisnecessarytochangetheproductionmodeandimprovethelevelofmarine
scienceandtechnologyinordertoincreaseforeigneconomicbenefits．Therefore,thisstudysuggests
thateffortsshouldbemadetopromot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marinefishery,vigＧ
orouslydevelopdeepbluefishery,increasetheexplorationofnewresources,new modelsandnew
technologies,improvethequalityoffisherylaborforce,andstrivetomaximizelaborbenefits,soas
topromotethehealthy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yeconomy．
Keywords:CobbDouglasfunction;Marinefishery;Capitalinvestment;Labor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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