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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蓝色经济大会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等的相关指示精神，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为统领，围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海南依托“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地缘优势，良好

的蓝色经济产业基础和生态优势，通过举办“2019 蓝色经济大会”，进

一步促进海洋产业、现代渔业的创新升级，加快构建蓝色经济绿色发展

格局，深化国际间蓝色经济区域合作，为推动海洋强国和现代渔业强国

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蓝色经济大会”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指导，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渔业协会、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口市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8月 31 日举办。具体方案如下：

一、会议名称

蓝色经济大会

二、活动时间、地点、规模

（一）时间：2019 年 8 月 29 日至 8月 31 日

（二）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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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模：参会嘉宾约 2000 人；展览会 24000 平方米；预计观众

约 30000 人。

三、大会主题

开启蓝色经济新时代，共谋绿色发展新未来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主办单位：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渔业协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海洋局（拟）

海口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海口市农业农村局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广锦文化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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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亮点

（一）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指导，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渔业协会携手海南省相关部门、

地方政府共同主办，人民日报、新华网两大权威媒体，四大国企联合助

力，共筑蓝色经济圈。

（二）本次大会以“生态+海洋”为核心，打造海洋生态资源和产品

的展示平台，集中展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海洋生态绿色发展建设成

果，进一步加快海洋生态的价值转化。

（三）拓展蓝色经济国际“朋友圈”，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

洋、渔业领域的政、商、学、行业精英等聚焦海洋、渔业、水产养殖业

等绿色发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海洋、渔业合作，推

动我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转变。

（四）携手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发布《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指

数报告（2019）》，展现蓝色经济领域科技创新水平和成果。

（五）结合 5G+海洋的科技热点，打造智慧海洋信息技术展示及交流

平台，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技术新引擎。

（六）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大会将成

立蓝碳研究中心，进一步推动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设立工作，构建海

洋生态文明体系的海南样板。

（七）琼鲁南北两个海洋大省深度交流，优势互补，联合签署推动

蓝色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区域间政府、涉海企业、院校、机构

等交流与互动，深化合作基础，践行蓝色经济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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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会人员

（一）国家部委：

1. 自然资源部相关领导；

2. 农业农村部相关领导；

3.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相关领导；

4. 中国渔业协会相关领导；

（二）海南省：

1. 海南省人民政府相关领导；

2.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领导及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

3.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及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

4. 各市县政府领导，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县农业农村局主要

领导及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

5. 海南省优秀涉海企业、渔业企业单位代表。

（三）全国各省市：

1. 全国沿海各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海洋、渔业等领域行

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

2. 全国 15 个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和 14 个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的海洋行政部门主要领导、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

3. 全国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市、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休闲渔业品牌创建主体单位等相关单位主要领导、相关业务处室

负责人；

4. 全国海洋经济、水产养殖、渔业等涉海领域知名科研机构和

高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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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国海洋、渔业等领域相关国企、央企单位代表，及科技创

新企业单位代表。

6. 全国大型海洋、渔业、水产养殖等领域经销商、采购商代

表；

（四）海洋、渔业领域院士专家：

1.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水产科学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

关于海洋、渔业、水产养殖等研究领域的院士；

2. 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水产学会、中国渔业协会等协会内关于

的海洋、渔业、水产养殖等研究领域的专家；

（五）特邀嘉宾及媒体：

1. 各主承办单位主要领导、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

2. 来自俄罗斯、荷兰、白俄罗斯、墨西哥、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机构、企业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

3. 海南省海洋、渔业、水产养殖等科研机构有关业界知名专家学

者；

4. 中央、国家、海南省新闻媒体和海外媒体记者。

七、大会内容

大会主要内容：蓝色经济大会主题报告、海南“一带一路”渔业产

业国际合作推介会、5G+海洋：智慧海洋领域 5G技术创新应用发展论

坛、港航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港口建设高峰论坛、物联网+智慧渔业：

乡村振兴战略下渔业绿色转型发展论坛、南北海洋大省蓝色经济高端闭

门会、深远海智能渔场与沿海地区水产养殖健康发展研讨会、海南蓝碳

生态系统保护暨碳汇试点开展闭门研讨会、蓝色经济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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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色经济大会

时间：2019 年 8月 29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概况：“蓝色经济大会”将围绕智慧海洋与海洋大数据、南海海洋

资源开发与利用、智慧渔业与水产健康养殖、现代化渔业绿色转型与创

新升级、海洋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海南自由贸易区

（港）蓝色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为全球蓝色经济事业贡献智慧力量。

内容：

1．大会开幕式

2．蓝色经济发展主题报告

3．蓝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4．发布《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19）》

5．发布《蓝色经济区域合作海南倡议》

6．琼鲁两省蓝色经济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二）5G+海洋：智慧海洋领域 5G技术创新应用发展论坛

时间：2019 年 8月 29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口市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研讨 5G技术在智慧海洋领

域中的应用，创新推动海洋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海洋物联网技术

等新型技术的融合发展，实现海洋信息的高带宽传输与海洋信息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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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升级，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并以此打造具有智慧海洋特色的高端

产业体系，助力海南自贸试验区与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

（三）港航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港口建设高峰论坛

时间：2019 年 8 月 29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口市人

民政府主办，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

办，论坛紧密围绕在当前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海南如何整

合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港口条件，推动港航业的信息化、自动化、数字化

转型，建设绿色港口；邀请荷兰、俄罗斯、新加坡等全球主要港口及相

关联产业机构，集结港航业顶级大咖、汇聚行业智慧资本，与全球港口

共享港航链的数字化资源，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

通，共同打造世界级的航运枢纽。

（四）物联网+智慧渔业：乡村振兴战略下渔业绿色转型发展论坛

时间：2019 年 8 月 29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中国渔业协

会智慧渔业分会、中国渔业物联网与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

国工业化水产养殖与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办，围绕乡村“五个

振兴”，聚焦渔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新要求，邀请全国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中国渔业协会、中国渔业物联网与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中国工业化水产养殖与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相关水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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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分享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现

代化渔业领域中的应用成果，进一步推动数字渔业示范建设。

（五）海南“一带一路”渔业产业国际合作推介会

时间：2019 年 8月 29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 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承办。邀请国

内外大型渔业企业、经销商、采购商、协会、深加工、流通渠道及东

盟、俄罗斯、荷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渔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家

代表，围绕渔业产业销售、流通、贸易展开探讨、交流与合作。会后组

织国内外渔业经销商组成考察团，深入海南罗非鱼各主要生产市县、企

业进行考察，与市县、企业面对面交流、洽谈，开展产销订单对接，促

进海南罗非鱼等渔业水产产品销量的进一步提升。

（六）深远海智能渔场与沿海地区水产养殖健康发展研讨会

时间：2019 年 8月 30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海

口市农业农村局承办。邀请船舶和水产养殖两大领域、“产学研政金”

五个系统的相关单位，沿海地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市、区）、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等有关代表和专家，围绕海南首座深远海智能渔场项

目建设、构建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等

相关主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

若干意见》，深入探讨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改革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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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北海洋大省蓝色经济高端闭门会

时间：2019 年 8 月 30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山东省海

洋局主办，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围绕蓝

色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形

势和重大机遇，探讨南北海洋城市如何结合自身区位、政策、资源和产

业优势等，创新思路、应对挑战、扩大合作，实现蓝色经济绿色转型高

质量发展。

（八）海南蓝碳生态系统保护暨碳汇试点开展闭门研讨会

时间：2019 年 8月 30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议中心

概述：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口市人民政

府主办，海口市农业农村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邀请国内

外蓝碳领域相关研究专家，围绕海南蓝碳生态系统的分布状况、蓝碳科

学技术、蓝碳政策、工作现状及蓝碳储量估算、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

制等热点问题，探讨渔业生态系统和海洋微生物碳泵在海洋碳汇中的重

要性，探索设立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及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场所的相关

工作方案。

（九）蓝色经济博览会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A、C馆规划政府资源、海洋和渔业企业、行业

机构、涉海高校、科研院所等集中展览，其中参展单位涵盖蓝色经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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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产业，包括：船舶制造、航运物流、渔业产业、水产养殖、海洋电子

信息、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相关单位。

（1）国家产业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核心，集中展示

以中船工业、中船重工、中电科、中远海运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打造的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果，及由中国自主研发、自行设计的海洋高新科技

装备及智慧海洋信息科技应用展示。

参展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等。

（2）现代渔业展区，集中展示水产养殖技术与设备、冷链物流设

备、休闲渔业等现代渔业相关产业成果。

参展范围：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市、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休闲渔业品牌创建主体单位，水产养殖、智慧渔业、渔业科技、渔

业信息化、渔业现代装备和智能设施、区域特色水产品、海产品加工技

术与设备，海洋捕捞、保鲜技术与冷链物流设备，渔业相关设备设施、

休闲渔业、渔业产销服务平台等。

（3）海南蓝色经济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海南各市县海洋产业成

果。

参展范围：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等海南涉海市县相关海洋、渔

业产业成果，如三亚的海洋牧场建设、渔业供给侧改革的海南“临高样

本”、海南泛海经济文化等。

（4）山东蓝色经济成果展区，集中展示青岛、烟台、威海、潍

坊、日照等蓝色经济园区，以及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

重点海洋产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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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范围：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东营、滨州等山东省

内涉海城市以及蓝色经济相关企事业单位。

（5）海洋经济示范展区，集中展示“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示范城市和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项目成果。

参展范围：上海市浦东新区、宁波市、深圳市、北海市、天津滨海

新区、南通市、舟山市、福州市、厦门市、湛江市、秦皇岛市等城市的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项目成果。

（6）涉海科研机构高校展区，集中展示科研院所、高校等相关海

洋、渔业、水产养殖等科研产业成果。

参展范围：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中国海洋

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涉海科研院所、高校等。

（7）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展区，集中展示海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海洋高新科技项目及成果展示。

参展范围：海洋智慧管理信息系统及系统设计/软件编制/硬件选

装、海洋观测/探测/监测设备、电子通信设备、海底光缆等；海洋油气

勘探开发技术及其产业、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水养殖业、海洋监测技术及

海洋仪器制造业、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技术、海洋能开发技术、海

洋信息技术等。

八、大会议程（拟）

8 月 28 日 全天会议报到

8月 29 日 开幕式及主论坛

主持人开场

09:00-09:05 海口市相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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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致辞

09:05-09:15 农业农村部相关领导

09:15-09:25 海南省相关领导

09:25-09:35 山东省海洋局相关领导

主题报告

09:35-09:45 农业农村部渔业主管部门领导发言

09:45-10:0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院士嘉宾发言

10:00-10:15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院士嘉宾发言

10:15-10:30 VALERII BONDUR，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10:30-10:4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嘉宾发言

10:45-11: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嘉宾发言

11:00-11:15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嘉宾发言

11:15-11:20 蓝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11:20-11:30 发布《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19）》

11:30-11:35 发布《蓝色经济区域合作海南倡议》

11:35-11:40 琼鲁两省蓝色经济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11:40-13:00 午餐

8 月 29 日

13:30-15:00 5G+海洋：智慧海洋领域 5G技术创新应用发展论坛

13:30-15:00 物联网+智慧渔业：乡村振兴战略下渔业绿色转型

15:30-17:00 港航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港口建设高峰论坛

15:30-17:00 海南“一带一路”渔业产业国际合作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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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

08:30-10:00 南北海洋大省蓝色经济高端闭门会

10:30-12:00 深远海智能渔场与沿海地区水产养殖健康发展研讨会

10:30-12:00 海南蓝碳生态系统保护暨碳汇试点开展闭门研讨会

九、成果展示

由组委会整理大会的专家学者观点及主题报告、区域合作成果等，

形成并发布《2019 蓝色经济大会成果汇编》。

十、宣传亮点

1、国家级核心媒体打造大会权威对外传播平台。以新华网、人民

日报为大会战略合作媒体，借助国家级媒体平台，通过大会专题网页、

开设特别板块、现场直播、人物专访等形式，以国际化视角呈现大会焦

点。

2、全球媒体聚焦海南，向世界传递海南声音。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相关新闻报道，并对前来参展参会的各国代表进行采访，围绕蓝色

经济相关议题进行阐述，在对象受众国中形成热点话题。

3、专业媒体合力发声，扩大活动行业影响力。通过中国海洋报、中

国海洋网、海洋知圈等行业平台进行展会信息推广，吸引专业观众，同

时传递业内知名专家学者的大会观点，为大会提供专业背书。

4、数百家主流媒体形成传播矩阵，开展全方位报道。通过移动直

播、H5、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借助网络平台、新媒体客户端等多平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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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大会信息，并整合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

视网、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凤凰网、新浪网、21 世纪经济报

道、经济观察报等数百家媒体资源，为大会造声势，树品牌。

5、产业集群推广，特邀专业参观团。针对国内外产业集群地，通过

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网络社区沟通、传真、邮寄资料、企业面谈的

方式定向进行展会信息传播和用户邀约。面向农业农村部等国家部委以

及各主办单位下属机构及涉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基金的专业

人员，开展参会邀约，组成专业参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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