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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 个对国企改革和国有文化企

业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文件出台：一

是中办印发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

意见》，对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

出部署；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

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

文件，从总体要求到分类改革、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等方面提出国企改革目标和举措；三

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

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强调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

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海洋出版社党委组织全社中层干部

集中学习传达了上述文件精神。作为国

家海洋局所属的唯一一家央企，海洋出

版社未来将以指导意见为指引，认真贯

彻落实相关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继续推进内部改革，坚持党的

领导，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建设海洋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

程中，完成好传播海洋知识、传承海洋

文化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并努力将自身

做优做强做大。 （办公室 任玲）

海洋出版社学习传达
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相关指导意见

9 月 16 日， 由 中 国 太 平 洋 学 会、

中国海洋学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等共同

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海洋论坛在象山举

行。 本 届 海 洋 论 坛 以“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之路·中国行动”为主题，紧扣国家

战略大局，关注海洋经济发展，搭建高

端交流平台，分享专家思想和智慧。中

国太平洋学会秘书长、海洋出版社社长

杨绥华主持论坛主旨演讲。政府相关部

门领导、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涉海企事

业及各家媒体单位的 100 余位代表参加

了本次论坛。 （太平洋学报 潘峰）

第十一届中国海洋论坛在象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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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出版社开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活动

近日，国家海洋局印发《国家海洋局

新闻宣传工作规则（试行）》，要求大力宣

传海洋事业和海洋工作发展，进一步规范

和管理国家海洋局新闻宣传工作。海洋出

版社根据近期宣传工作特点，为进一步做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9 月 15 日，海洋出版社

党办组织全社员工观看了爱国主义教育题材

影片《百团大战》。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为了革命

理想无私奉献的精神，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情

好 相 关 工 作， 于 9 月 10 日 召 开 新 闻 宣 传

工作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及全体新闻信息

联络员参加会议。阿东书记主持会议，并

对下一阶段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

（办公室 任玲）

怀，扎扎实实干好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融

入到海洋科技、海洋文化、海洋权益等方面

书刊出版的工作中去，并顺应新媒体、新技

术的发展趋势，在抓紧抓实上下功夫，为积

累海洋科技成果、传播海洋文化知识、提升

全民海洋意识做出新的贡献。 （党办 肖爱敏）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

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8 月底，

海洋出版社顺利完成对 6 个已届满党支部的换

届改选工作，换届后的新支部增设纪检委员。

海洋出版社党委高度重视本次换届改选

工作，社党委书记阿东同志专门召开党委会

进行研究和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指定

党办专人负责。根据党委的统一部署和指示，

党办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认真筹备。新一

届党支部将在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带领全

社党员在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全民海洋意识

的过程中全面发挥基层组织的推动发展、凝

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为海洋出版社的

腾飞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党办 肖爱敏）

海洋出版社各党支部改选工作顺利完成

海洋出版社召开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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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在京举行

以“命运共同体，合作新格局”为

主 题 的 2015“ 一 带 一 路” 媒 体 合 作 论

坛 21 日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出席并致辞。

第 22届北京图书博览会召开
坚定不移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

近 日， 第 22 届 北 京 图 书 博 览 会 召

开。本届图博会有五大特点：一是国际

化，8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5 家海外参

展 商 参 展，40 多 个“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家集中参加展示；二是重实效，以展

促进交流、以展开拓市场、以展扩大版

权贸易、以展推动大众阅读，有助于进

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三是

规格高，约 50 多位中外部长级官员和

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参加活动；四是活

动多，海内外参展企业举办出版专业交

流活动、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以及学者、

作家活动等 1000 多场，还首次设立主

题图书展区，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图书展；

五是名家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率

10 多位国际童书出版界著名专家、学

者参加多场活动，近 20 多位海外知名

作家开展 100 多场文学交流活动。

2014 年我国共输出版权 10293 项、

引进版权 16695 项，版权贸易逆差继续

缩小；图书等实物产品累计出口 2147.5

万 册、 金 额 1.04 亿 美 元；“ 经 典 中 国

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累计

资助金额超过 2 亿元，资助 3200 多种

外向型图书进入海外市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

山强调，新闻出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

影响最深远的重要载体，担负着重要使

命。我们要锐意进取、深化改革，不断

发展壮大新闻出版产业，建设新闻出版

强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新闻出版走出

去，将中国道路、中国立场、中国文化

传播出去，传向世界。

此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来自

60 多 个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近 140 家 主

流媒体负责人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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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坚持职业操守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在我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日益繁荣的同时，倡扬行业良好风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显得尤为重要。9 月 15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的 50 家行业社团在京联合签署《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明确提出“十提倡”“十不为”。充分体

现了严实精神，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宪法法律、倡导

弘扬行业良好风尚、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务实之举。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

第一条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追求职业理想，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倡导弘扬行业良好

风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社团共同

制定签署本公约。

第二条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

实行以下职业道德行为自律：

（一）维护党的领导和国家利益，

不发表或传播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二）秉持真实客观公正原则，不

搞有偿新闻和虚假新闻；

（三）传递正能量，不在网络及其

他媒介上制作或传播有害信息；

（四）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

不使用低俗粗俗媚俗的语言、文字和图像；

（五）确保制作服务质量，不提供粗

制滥造的出版物、视听作品和技术服务；

（六）对社会公众负责，不制作、

代言和传播虚假广告；

（七）崇尚契约精神，不做出影响

行业诚信和秩序的违约行为；

（八）积极自主创新，不抄袭剽窃

他人创意及成果；

（九）开展健康的媒介与文艺批评，

不贬损他人名誉及作品；

（十）树立良好职业形象，不涉“黄

赌毒”和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第三条 签约社团将本公约相关内容

纳入社团章程实施管理。

第四条 签约社团会员单位将本公约

相关内容纳入与从业人员签订的聘用合

同和劳动合同，并纳入与合作方签订的

业务合同。

第五条 违背本公约者，根据情节轻

重，由会员单位或行业社团责令其向受

害人或社会公众道歉；在一定范围内批

评和谴责；依据有关规定予以惩戒；按

类别纳入不良行为记录。

第六条 严重违背本公约造成极其恶

劣社会影响者，会员单位 3 年内均不予

聘用、录用或使用。

第七条 邀请行业其他机构和人员加

入本公约。

第八条 欢迎社会各界对本公约的实

施进行监督。

第九条 本公约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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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滩养护技术手册

态性和社会经济效益性等多

方 面 优 点， 得 到 沿 海 地 区 管

理 部 门 和 公 众 的 认 可， 在 我

国 得 以 迅 速 推 广 和 应 用。 目

前我国海滩养护工作仍处于

探 索 阶 段， 为 了 满 足 日 益 增

长的海滩养护工程设计需要，

海岛中心蔡锋等主编该手册。

手册基于中国海岸和海滩环

境 特 征， 借 鉴 欧 美 等 技 术 先

进 国 家 养 护 技 术 和 理 念， 结

合我国海滩养护工程实践经

验， 初 步 形 成 一 套 较 为 适 用

的养护技术体系 , 可为将来我

国海滩养护工程设计研究提

供一定参考。（总编室 苏勤）

海滩养护作为我国新兴

的海岸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

技 术 方 法， 因 其 实 用 性、 生

山东半岛滨海沙滩
现状与评价

望能对沙滩保护有所助益。山

东半岛滨海沙滩正遭受不同程

度的侵蚀破坏，各级政府应高

度重视，研究管理对策，挖掘

滨海沙滩生态文明价值，为生

态文明建设和旅游经济发展注

入新活力；要形成具有地方特

色的沙滩养护理论与方法，加

强对现有沙滩的分级管理，建

立滨海沙滩保护管理条例，做

到沙滩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

调。 （专著中心 杨传霞）

中国海洋大学李广雪教

授带领其团队，历时三年进行

山东半岛滨海沙滩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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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资源配置方法研究
要开展海域资源配置方法研

究。该书首先论述研究基本背

景和国内外现状，探讨海域资

源 配 置 基 础 理 论， 并 回 顾 分

析我国海域资源配置发展历

程，基于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

分析我国当前海域资源配置

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法律、

区划、规划、政策、理论层面

研究我国海域资源配置方法

的基本依据，最后从海域资源

配置的评价体系和配置流程

两个方面研究海域资源配置

方法，并提出我国海域资源配

置的具体建议。 （专著中心 

杨传霞）

海域资源作为国家基础

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

源，稀缺性十分突出，迫切需

戚继光大传

对 戚 继 光 一 生 南 抗 倭、

北御虏的业绩进行较为全面的

叙述，对戚继光的建军思想、

战争指导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进

行深入而有创新的探讨，是迄

今为止有关戚继光思想特别是

戚继光军事思想研究最为丰富

和有力的著作。书中运用军事

学理论，比照明代及中国古代

军事家特别是孙子等著名军事

家的业绩和思想，赋予戚继光

在中国军事史、军事思想史上

应有的地位，从而如实展现戚

继光全貌。本书考述用力甚巨，

结论颇多新见，所引资料丰富

翔实，可谓对戚继光研究的一

部力作。 （专著中心 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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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政策与海洋管理概论

在概述海洋政策与海洋

管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介绍

《国际海洋法公约》及其基

本法律制度，并通过对美国、

日本等国家海洋政策的分析，

探讨中国海洋政策的发展历

史 及 完 善 措 施； 从 海 洋 资 源

管 理、 海 洋 环 境 管 理、 海 洋

经 济 管 理、 海 洋 功 能 区 划、

海岸带综合管理等方面介绍

国内外海洋管理内容及经验。

可作为大专院校涉海、法律、

管理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

关学科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参考。 （文社中心 

唱学静）

中国·极地考察三十年
事业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国家

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组织编

写这一大型画册。全书采用以

“南极精神”主线贯穿、多侧

面进行展示的基本思路，坚持

“纪实性、艺术性、资料性”

相融合的风格，同时辅以必要

的新颖的表现手法，在给人们

带来历史回味的同时，也能引

起对未来我国极地考察建设和

发展的美好憧憬和有益思考。

（专著中心 王溪）

在庆祝国家海洋局成立

五十周年、纪念中国极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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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的历史与现状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描述中国周边的海洋，众多的海湾、海岛

和海港，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中国从古至今认识、开发、利用海洋

的过程，以及近代中国从海上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民奋发

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历史，是了解中国海洋过去和

现在的科普性读物。

南海及南海诸岛

关注和点评南海问题，有必要先充分了解南海及南海诸岛相

关的自然概况、重要的历史经纬、有关的国际法常识、国际政治

和地缘战略变化等。本书简要介绍南海自然状况及相关法律问题

等一些基础信息和基本知识，供关注南海问题的读者参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视为“海洋宪章”，是国际海洋法

的集中体现。本书主要介绍《公约》产生的过程及中国在此过程

中发挥的作用，说明《公约》所依据的原则及主要内容，阐述如

何利用《公约》来认识、理解和解决与中国相关的海洋问题。

中国海洋丛书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海洋”丛书包含 9 本分册，由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

战略研究所专家编著，属于“十二五”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是

中国第一部系统、权威且直接面向海外受众的海洋图书，既有

对中国海洋基本情况的介绍，又有针对性较强的海洋焦点问题

探讨，有助于国内和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海洋的基本情况，进而

对中国海洋发展的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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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以中国秦汉时期至今的海上贸易为主线，介绍港口、造船、

航海、移民、宗教、国家关系、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等诸多与海上

贸易有关的内容，详细描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繁盛、

衰落、停滞、复兴的过程，为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古老的海上丝绸

之路提供理论依据和详细的历史资料。

话说古代中国的港口——经济、文化与空间嬗变

华夏民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闭关锁国的，而是有着大海一般

宽阔的胸怀。一部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后

人壮怀激烈、意气风发。本书以历史年代为划分，分为先秦、秦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前期，探讨各个时期

中国港口的变迁历史。

话说海洋动力资源

旨在向全社会普及对海洋能源的认识，了解潮汐发电、波浪

发电、温差发电、风力发电、浓度差发电等海洋能源利用的原理

和前景，以期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这一开发行列来。同时，

本书作为一本海洋动力的科普读物，对于青少年了解海洋能源也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话说中国海洋
丛书系列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方位反映与介绍海洋经济、文化、军事、历史与

地理、自然资源各板块并在每个板块中细分成若干书目

的大规模海洋丛书，制作精良、图文并茂。自 2011 年编

辑出版以来至目前已经推出 10 几种。此次作为第三辑出

版的品种共有 9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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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丝绸之路：新的世界史

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人们在美洲新大陆上得到了名声和

财富；今天，东方正在召唤着那些追求探险和财富的人们。

丝绸之路从东欧横穿中亚，最后延伸到中国和印度，最终这

个地区站在了国际政治、商业和文化的舞台中央，并且正在

塑造现代世界。丝绸之路并没有任何独特的外在连接，却将

大陆和海洋连结到一起。在这里，帝国兴衰交替，每个新纪

元的开始都承载了遍及亚洲的纵横交错的历史。作为评价世

界历史的主要因素，丝绸之路是塑造经济和复兴正在崛起的

东方政治的重要力量。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Toward a New Maritime Strategy: American Naval 

Thinking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一个新的海洋战略：美国海军在冷战后时代的思考

讲述后冷战时代美国海军思想的转变，叙述美国海军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到 2007 年美国发布海军海上战略——21

世纪制海权合作战略期间的关键战略文件。这部深刻的思想

史批判性地分析了海军的想法并详述他们如何与那些支配美

国塑造海军战略进程的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解释了海军如何得出其当前的战略展望 , 以及为何花

了近二十年来开发一个新的海上战略。作者批评海军领导人

狭隘的世界观和他们对美国海上力量优势和贡献的不理解，

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作用。这个具有挑衅性质的研究

测试了机构智慧，并一定会激起海军、五角大楼、美国、国

际海军和国防圈的争论。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作       者：Peter D. Haynes

页       数：304 

出  版  商：�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 年 7月 15 日

语       言：英语

ISBN-10: 1612518524

ISBN-13: 978-1612518527

作       者：Peter Frankopan

页       数：656

出  版  商：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Export/Airside edition 

出版日期：2015 年 8月 27日

语       言：英语

ISBN-10: 1408839989

ISBN-13: 978-140883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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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on the Water: China,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海上战火：中国、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

提出改变美国外交、军事项目和对抗中国的设计良好的

军事现代化计划的策略。这个战略可以加强美国的威慑力量，

并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盟国的公信力。历史可鉴，一个快速成

长起来的新兴力量往往会带来冲突；然而如果美国采取一个

更有竞争力的策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那么美国、中国和亚

洲就可以避免这种命运，从而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The Great Wall at Sea, Second Edition: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海上长城：21 世纪的中国海军

作者全面审视了中国海军，在美国海军正在萎缩的情

况下中国海军仍在持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提出由于国

家对海上贸易，特别是海上能源供应的日益依赖，中国正

在增加对其海上重要通道的关注度。作者对中国海军建设

进行了全面描述，包括人事制度和对船只、潜艇、飞机的

详细视图，所有这些都印证中国海军的复杂技术和军事能

力都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作者的评价基于广泛的与中

国和其他海军专家的访谈，深入阅读原始文档，访问中国

军舰、训练设施和支撑机构。目前本书已被列在美国海军

专业阅读列表上。  （数字出版中心 李宝华）

作       者：Robert Haddick  

页       数：288

出  版  商：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 年 9月 15 日

语       言：英语

ISBN-10: 1612517951

ISBN-13: �978-1612517957

作       者：Bernard D. Cole

页       数：416

出  版  商：Naval Institute Press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1日

语       言：英语

ISBN-10: 1591141427

ISBN-13: �978-159114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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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出台新版海洋学说

及其实施机制的纲领性文件。新

版俄联邦海洋学说指出“俄联邦

海洋学说是决定俄联邦海上活动

领域国家政策——俄联邦国家海

洋政策的基础文件”。

为保障海洋学说规定的任务

得到落实，俄联邦政府从 2001 年

首次颁布海洋学说的同时，就成

立了俄联邦海洋委员会，作为实

施海洋综合管理的最高机构。此

次颁布的新版海洋学说，就是由

海洋委员会负责修订，俄联邦政

府审核后由普京总统批准。新版

海洋学说明确提出，俄联邦决心

依据海洋学说开展行动，逐步坚

决地强化自身在世界大洋的地位。

海洋学说条款的实施，将促进国

家稳步向前发展，可确保有效地

实现和可靠地保护俄联邦在世界

大洋的国家利益，巩固其国际威

望，维持其海洋大国的地位。

清晰界定

俄罗斯国家海洋利益

新版俄联邦海洋学说指出“国

家海洋政策是指由国家和社会确定

的在俄联邦海岸、内海水域、领海、

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实现国

家利益的目标、原则、方针、任务

和方法及其落实的实践活动”“国

家海洋政策目标是实现和捍卫俄联

邦在世界大洋的国家利益，巩固俄

联邦在主要海洋大国中的地位”。

俄联邦在世界大洋上的国家利益是

指国家和社会在海上活动领域、依

靠俄联邦海上潜力实现的需求总

和，具体包括：

——伸延到内海水域、领海及

其底部、地下和上方空域的俄联邦

主权的不可动摇性；

——俄联邦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内的俄联邦主权和司法权，旨

在探测、研究和保护位于底部、地

下和覆盖水域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自

然资源，管理这些资源，通过利用

水、水流和风来生产能源，建立

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建筑，进

行海洋科学研究，保护和维持海洋

环境，在军事力量参与下根据国防

和国家安全需要开发和利用海上潜

力，以及海底国际区域矿产资源研

究和开发权；

——公海自由，包括航行、

2015 年 7 月 26 日，经俄罗斯

总统普京批准，俄罗斯公布了《俄

联邦海洋学说》。与 2001 年普京

总统首次批准公布的《2020 年前

俄联邦海洋学说》相比，新版海洋

学说内容从 10 页增加至 46 页，在

多方面进行了修改、补充和细化。

负责国防、安全事务的俄罗斯副总

理罗戈津指出，俄修改海洋学说的

原因是国际环境、世界局势的变化

和巩固俄海洋强国地位的需要。新

版海洋学说引起了广泛关注，美联

社称，该文件表明俄罗斯积极寻求

扩大在大西洋的存在。德国《明镜

周刊》认为，俄罗斯推出新版海洋

学说，旨在建立对美国霸权的有效

制衡。

俄罗斯海洋战略的
纲领性文件

俄罗斯濒临三个大洋的 12 个

海和一个内陆海，海岸线长达 3.8

万公里。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

强，俄罗斯制定了积极的海洋发

展战略和一系列配套文件，其中

海洋学说是确定俄国家海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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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捕捞、科学研究的自由，

以及铺设水下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保护海上人身安全；

——保证海上重要交通线的

正常运转；

——防止海洋环境因生产、消

费和废物利用而被污染；

——综合利用世界大洋资源

和空间以确保国家及其滨海地区经

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

国家海洋政策的
四大海上活动领域

新版海洋学说将海上运输、开

发和保护世界大洋资源、海洋科学

研究、海上军事活动和其他领域的

活动确定为国家海洋政策的四大海

上活动领域。

——海上运输的国家政策是

促进船队和沿岸港口发展，确保国

家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创造条件

保护北方航线；

——开发世界大洋资源是保

持和扩大俄联邦原料基地、确保俄

联邦经济和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和

强制条件；

——海洋科研活动的国家政

策是增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

础，以保障海上活动与潜力的稳步

发展，巩固俄联邦国家安全，降低

自然和技术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俄联邦海军是国家海上

潜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是国

家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之一，其使

命是用军事方法确保维护俄联邦及

其盟国在世界大洋的国家利益，维

护全球和地区的军事政治稳定，抗

击海上方向入侵。

国家海洋政策的
六大地区方向

新版海洋学说按照共同的自

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或军

事地理特点，确定俄联邦国家海洋

政策的主要地区方向是大西洋、北

极、太平洋、里海、印度洋和南极

方向。

——大西洋方向。俄无法接受

北约将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界推进

的计划以及赋予北约全球性职能的

企图。该方向的海洋政策是完成在

大西洋、波罗的海、黑海、亚速海

以及地中海的长期任务，保证俄联

邦在该区域长期的、足够的海上军

事存在，扩大海运、渔业、海洋科研、

海洋环境监测的规模。

——北极地区方向。北极地区

对于保障俄罗斯船队自由进出大西

洋和太平洋、开发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资源、确保北方海上通道安全

具有特殊重要性。该方向的海洋政

策主要是降低俄联邦国家安全威胁

水平，扩大对大陆架自然资源潜力

开发，发展俄罗斯北方海上通道，

巩固俄在研究和开发北极海洋空间

的领先地位。

——太平洋地区方向。太平洋

沿岸地区对俄联邦的意义重大，并

且还在不断增加。该方向的海洋政

策是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加强

与区内其他国家的积极协作，完成

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太

平洋西北部、北方海上通道北极东

部地区的长期任务，与亚太地区国

家在保障航海安全、反海盗、禁毒、

打击走私、遇难船只救援、海上救

援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里海地区方向。里海地区

所拥有的矿产和生物资源在数量和

质量方面都独一无二。本地区海洋

政策是确立有利于俄联邦的里海国

际法律体制，以及在渔业储备使用、

石油天然气类碳氢化合物产地勘探

和开发、海底管道铺设和使用等方

面的规则，发展里海区舰队兵力（部

队）以及驻泊体系，增加数量、提

高质量。

——印度洋地区方向。该方向

最为重要的国家海洋政策是同印度

发展友好关系，促使该地区发展成

为和平、稳定和睦邻友好之地，确

保俄联邦周期性地或者在必要情况

下保持在印度洋的海军存在，开展

旨在维护和巩固俄联邦在该地区利

益的海洋科学研究。

——南极地区方向。南极拥

有大量资源潜力。该方向的海洋政

策是有效利用南极条约体系中规定

的各种机制和程序，以保持和扩大

俄联邦在南极的存在，维持南极作

为和平、稳定与合作区域的存在，

防止出现国际紧张局势和全球性自

然气候威胁，对南极洲大陆地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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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海域矿产资源和碳氢化合物资

源进行地质地理物理研究。

实施国家海洋政策
四个方面的保障

——舰船制造业。造船业能够

为实际实施海洋学说各项条款奠定

技术基础，俄联邦造船业应当在国

内外市场上占据有利竞争地位的基

础上，完全满足国家和企业界对现

代化舰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国家

海洋政策致力于尽力发展造船业，

无论是在军舰制造业和民用造船

业，还是在海洋技术科学与研究领

域。要通过组建和发展大型科学生

产组织来完善造船综合体，保持对

造船业战略性组织的国家监督。

——海上活动的人才保障与

海洋教育训练。俄联邦致力于培养、

吸引和保留各种水平的熟练人才，

保持职业素养、海洋传统和公民对

国家海洋历史的喜爱，促进社会对

国家海洋政治、海上活动和海上勤

务的正面认识、宣传和支持。保持

和巩固俄罗斯海洋教育机构传统，

为俄罗斯船队创建吸引和保留海勤

人员以及海上活动指挥与保障方面

熟练人才的条件。

——海上活动安全保障。海上

活动安全包括航行安全、海上人员

搜救、海洋基础设施及邻近海域设

施安全、保护海洋环境。要在管辖

范围内及世界大洋其他地区开展水

文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学、水文

气象、医疗研究，及时向俄罗斯海

上活动主体通报危险海洋水文气象

现象、海洋环境状况和变化预告以

及其他涉及航海安全的信息，履行

为航海活动提供气象和导航信息的

国际义务；完善当前海上人员搜救

系统，保障俄联邦领海内外国船只

位置信息交流，跟踪监控俄罗斯船

只位置，发展海上人员搜救国际合

作；侦察、预警和取缔破坏和恐怖

活动以及其他非法行动，确保海洋

基础设施及邻近海域设施安全；监

控海洋环境状况，在预防和消除其

受污染后果方面采取综合性措施，

切实保护海洋环境。

——海上活动信息保障。保

护和发展全球信息系统，包括国家

统一世界大洋态势信息系统、国家

统一水面和水下态势报知系统，及

时向海上活动主体提供包括海洋环

境、沿岸地区及其上方航空航天空

间态势信息在内的关于世界大洋态

势的必要信息。完善收集、处理、

报送和分发世界大洋态势信息的设

施和技术，加强数据收集能力，致

力于在海上活动领域形成并维持统

一信息空间。

明确俄联邦海上活动
管理体制

新版海洋学说再次明确俄联

邦的海洋决策与管理体制。

——俄联邦总统决定近远期

国家海洋政策活动的优先任务和内

容，并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采取措

施保障俄联邦在世界大洋的主权，

保护和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在海

上活动领域的利益，实施对国家海

洋政策的领导。

——俄联邦安全会议作为宪

法咨询机构，负责查明威胁，确定

社会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制定

俄联邦世界大洋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主要方向。

——俄联邦议会在宪法权力

范围内对实现国家海洋政策的活

动以及海上活动的实施提供法律

保障。

——俄联邦政府通过联邦执

行权力机关和俄联邦政府下属海

洋委员会实施海上活动领域的国

家管理。

——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内

部之间以及与滨海联邦主体权力机

关之间应相互协作，在职权范围内

实现对俄海上活动的国家管理，并

为国家海洋政策各个职能和地区方

向的实施提供保障。

——俄联邦政府下属海洋委

员会是常设协调机关，负责确保各

联邦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权力机关

在海上活动领域，以及船舶和海洋

技术装备制造及世界大洋、北极和

南极的勘探与开发领域的协调。

——滨海联邦主体下设的海

洋委员会是促进联邦执行权力机

关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在组

织海洋领域活动时的协调与咨询

机关。 （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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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海南岛东南部海湾 350 年古风暴事件沉积与历史文献记录对比

作        者：周亮、高抒、杨阳、赵秧秧、韩卓尘、王丹丹、贾培宏、殷勇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扬子大三角洲演化和陆海交互作用过程及效

应研究 (2013CB956500)

摘       要：本项研究试图从沉积记录中分析古风暴事件的时间序列。以海南岛东南部黎

安潟湖和新村潟湖钻孔沉积物为研究对象 , 选取沉积物粒度、有机质和碳酸盐含量等参数建

立台风事件的鉴别指标 , 同时利用放射性核素 210Pb 计年确定沉积物柱状样的年代序列 , 对海

南岛东南部的古风暴活动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 柱状岩心的粒度指标、有机质和碳酸盐含

量清晰地记录了海南省东南部过去 350 年期间的 35 次特大风暴潮事件 , 与历史文献资料对

比良好。基于历史文献和沉积记录的风暴潮事件恢复了近 350 年来的风暴活动历史 , 发现海

南省东南部特大风暴事件频数与厄尔尼诺强度有显著关系 , 同时还可能受到太平洋涛动和太

阳黑子活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恢复海岸带地区长时间尺度高分辨率的古风暴记录 , 为

探讨全新世以来古风暴活动的气候响应机制提供了有效信息。

《海洋学报》

日本加入 TPP 谈判对相关经济体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南海机制的冲突

管理效用及其限度

作        者：丁梦丽、刘宏松

基金项目：2013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项目“国际制度建制与改制中的‘中国

方案’研究”（2011JG010 - FGJ024）、2014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

会曙光计划项目“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与国际制度创设及改革研究”（14SG30）

摘       要：随着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面临国际压力的中国政府亟需采取相关措施进行

积极应对。本文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路径虽为处理南海争端提供了有益思路，但限于当

前的主客观条件，现有的南海机制仍属于非正式国际机制范畴，制度化水平较低，因而现

有机制虽在冲突管理方面具有一定效用，但并不能有效约束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更无力

从根本上解决主权争端，还易受到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不仅要积

极维护现有的南海机制，稳步推动南海机制向更高的制度化水平发展，同时还要采取其他

手段作为其有效补充。

《太平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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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南沙群岛扩礁加固行为的国际法效力问题

作        者：王勇

摘       要：最近一年多以来，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开展扩礁填海的行动。尽管

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了多次回应与解释，但是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持续进行无理地抗

议或强烈指责。从国际法上分析，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扩礁行为不仅是巩固且扩大国家领土

主权范围的正当行为，而且也是积极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正当行为。实际上，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扩礁行为并未改变岛礁本身的法律属性，反而有

助于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在此基础上，中国应采取进

一步的对策或措施，澄清是非，以正视听，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及促进南海争

议问题和平解决。

《太平洋学报》

经略海疆 迈向深蓝 海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        者：郑崇伟、李崇银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2013CB9562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490642）

摘       要：值此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甲午海战结束两个甲子之时，我们深切缅怀为

国牺牲的英烈，也为建设海洋强国充满激情、肩负责任。伴着亚丁湾护航、“辽宁”舰下水、

歼－ 15 成功着舰、“蛟龙”号深潜，我国大航海时代再次掀开崭新的一页。海洋在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本研究在此抛砖引玉，剖析了海洋经济、

海洋与气候变化，以及海洋与军事的密切联系，本系列重点就两个方面展开研究：① 中国

南海岛礁建设（波浪能评估的研究进展；重点岛礁的风候、波候特征；风力发电、海浪发

电提高岛礁的生存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② 第一岛链的波候观测分析（朝鲜半岛周边

海域—日本周边海域—琉球群岛—台湾岛周边海域）。为经略海疆、迈向深蓝、建设海洋

强国提供科学支撑、辅助决策，为海洋权益维护、国防建设尽绵薄之力，助力“海之梦”“中

国梦”，献礼抗战胜利 70 周年。

《海洋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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