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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海地方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

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强劲恢复，结构不

断优化，协调性稳步提升，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海洋经济总体运行情况

初步核算，202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9万亿元，

达 90385亿元，比上年增长 8.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8.0%，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5.0%。其中，海洋

第一产业增加值 4562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30188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55635亿元，分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 5.0%、

33.4%和 61.6%。

二、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

2021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34050亿元，比上年

增长达 10.0%，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潜力与韧性彰显。

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和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产业增势

持续扩大，滨海旅游业实现恢复性增长。海洋交通运输业和

海洋船舶工业等传统产业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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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构成图

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情况如下：

——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养捕结构

进一步优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能力不断加强，绿色、智

能和深远海养殖加速发展。海洋渔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52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

——海洋油气业 2021年海洋油、气产量分别比上年增

长 6.2%和 6.9%，海洋原油增量占全国原油增量的 78.2%，

有效保障我国能源稳定供给和安全。渤海、珠江口等地区的

一批海上油气田勘探获重大发现，国内首个超深水大气田“深

海一号”正式投产。海洋油气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618亿元，

比上年增长 6.4%。

——海洋矿业 海洋矿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80亿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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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下降 3.4%。

——海洋盐业 海盐产量大幅减少，全年实现增加值 34

亿元，比上年下降 12.2%。

——海洋化工业 随着国内对化工等原材料产品需求

增加，海洋石化、盐化工产品量价齐升，海洋化工业持续增

长。全年实现增加值 617亿元，比上年增长 6.0%。

——海洋生物医药业 国家对海洋生物医药的政策支

持和研发力度不断加大，产业化进程加快。海洋生物医药业

增势良好，全年实现增加值 494亿元，比上年增长 18.7%。

——海洋电力业 2021 年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1690

万千瓦，是上年的 5.5 倍，累计装机容量跃居世界第一。潮

流能、波浪能等海洋能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示范持续推进。

海洋电力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329亿元，比上年增长 30.5%。

——海水利用业 海水利用科技创新步伐加快，海水淡

化工程规模不断增加。海水利用业保持较快发展，全年实现

增加值 24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

——海洋船舶工业 随着世界航运市场逐步回暖，全球

新船需求显著回升，2021年我国新承接海船订单、海船完工

量和手持海船订单分别为 2402、1204和 3610万修正总吨，

分别比上年增长 147.9%、11.3%和 44.3%，占国际市场份额

保持领先，船舶绿色化、高端化转型发展加速。海洋船舶工

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264亿元，比上年增长 7.7%。

——海洋工程建筑业 海洋工程建筑业稳步发展，跨海

桥梁、海底隧道等多项工程有序推进，以智慧港口为代表的



4

海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海洋工程建筑业全年实现

增加值 1432亿元，比上年增长 2.6%。

——海洋交通运输业 随着对外贸易快速复苏，远洋运

力供给不断强化，沿海港口生产稳步增长。2021年我国海洋

货物周转量比上年增长 8.8%，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集

装箱吞吐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5.2%和 6.4%。全年实现增加值

7466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滨海旅游业 随着助企纾困和刺激消费政策的陆

续出台，滨海旅游市场逐步回暖，但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

滨海旅游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全年实现增加值 15297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8%。

三、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2021年，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 25867亿元，比

上年名义增长 15.1%，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8.6%；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 29000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2.8%，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2.1%；南部海洋经济

圈海洋生产总值 35518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3.2%，占全

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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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洋生产总值数据表

指标 总量（亿元） 增速（%）

海洋生产总值 90385 8.3

海洋产业 59488 8.4

主要海洋产业 34050 10.0

海洋渔业 5297 4.5

海洋油气业 1618 6.4

海洋矿业 180 -3.4

海洋盐业 34 -12.2

海洋化工业 617 6.0

海洋生物医药业 494 18.7

海洋电力业 329 30.5

海水利用业 24 16.4

海洋船舶工业 1264 7.7

海洋工程建筑业 1432 2.6

海洋交通运输业 7466 10.3

滨海旅游业 15297 12.8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25438 6.4

海洋相关产业 30897 8.0

注释：

数据说明

[1] 本公报中 2021年数据为初步核算数，2020 年数据为核实数。核实后的 2020年海洋

生产总值为 79550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 5.2：33.0：61.8；分区域看，北部海洋经济圈

22465亿元，东部海洋经济圈 25717亿元，南部海洋经济圈 31368 亿元。各项统计数据来自

沿海地区自然资源（海洋）、统计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集团公司、行业协会）。部

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各海洋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海洋生产总

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各海洋产业增加值、各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各比重

数据按现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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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报统计区域范围为沿海地区。依据《沿海行政区域分类与代码》（HY/T

094-2006），沿海地区指有海岸线（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辽

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和海南省，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依据《“十四五”海洋经

济发展规划》，北部海洋经济圈指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

域，主要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东省的海域与陆域；东部海洋经济圈指由长江三

角洲的沿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海域与陆域；南部

海洋经济圈指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湾、海南岛沿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主要

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的海域与陆域。

名词解释

[1] 海洋经济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

[2] 海洋生产总值 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的简称，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沿海地区常住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海洋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之和。

[3] 增加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与服务活动的最终成果。

[4] 海洋产业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包括海洋渔业、海洋

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

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等主要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科

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5]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过程中所进行的科研、教育、管

理及服务等活动，包括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服务、海洋保险与社会保障业、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服务业、海洋地质勘查业、海洋环境保护业、海洋教育、海洋管理、

海洋社会团体与国际组织等。

[6] 海洋相关产业 以各种投入产出为联系纽带，与主要海洋产业构成技术经济联系的

上下游产业，涉及海洋农林业、海洋设备制造业、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涉海建筑与安装

业、海洋批发与零售业、涉海服务业等。

[7] 海洋渔业 包括海水养殖、海洋捕捞、远洋捕捞、海洋渔业服务业和海洋水产品加

工等活动。

[8] 海洋油气业 在海洋中勘探、开采、输送、加工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活动。

[9] 海洋矿业 包括海滨砂矿、海滨土砂石、海滨地热、煤矿开采和深海采矿等采选活

动。

[10] 海洋盐业 利用海水生产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的盐产品的活动，包括采盐和盐加

工。

[11] 海洋化工业 包括海盐化工、海水化工、海藻化工及海洋石油化工等化工产品生

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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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生物医药业 以海洋生物为原料或提取有效成分，进行海洋药品与海洋保健

品的生产加工及制造活动。

[13] 海洋电力业 在沿海地区利用海洋能、海洋风能进行的电力生产活动。不包括沿

海地区的火力发电和核力发电。

[14] 海水利用业 对海水的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活动，包括利用海水进行淡水生产和

将海水应用于工业冷却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消防用水等活动，不包括海水化学资源综合利

用活动。

[15] 海洋船舶工业 以金属或非金属为主要材料，制造海洋船舶、海上固定及浮动装

置的活动，以及对海洋船舶的修理及拆卸活动。

[16] 海洋工程建筑业 在海上、海底和海岸所进行的用于海洋生产、交通、娱乐、防

护等用途的建筑工程施工及其准备活动，包括海港建筑、滨海电站建筑、海岸堤坝建筑、海

洋隧道桥梁建筑、海上油气田陆地终端及处理设施建造、海底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不包括

各部门、各地区的房屋建筑及房屋装修工程。

[17] 海洋交通运输业 以船舶为主要工具从事海洋运输以及为海洋运输提供服务的活

动，包括远洋旅客运输、沿海旅客运输、远洋货物运输、沿海货物运输、水上运输辅助活动、

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服务活动。

[18] 滨海旅游业 包括以海岸带、海岛及海洋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依托的旅游

经营、服务活动。主要包括：海洋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体育运动等活动。

上述名词解释主要摘自《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 2079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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