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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重要的海洋国家，至今为止，澳大利亚共颁布了两部国家级海洋科技计划。从计划制定

机构、出台背景与制定过程、计划目标、优先支持领域、执行支持 5 个方面对比前后两部海洋科技计
划发现，澳大利亚海洋科技计划发生了诸多变化。发展海洋科技的目标不再局限于认识海洋环境，保
护与开发海洋资源，而是以支持国家蓝色经济为核心；科技研究重心也从海洋自然环境领域，向海洋
科技在政府、产业及社区中的应用转变；从没有具体化建议与专项资金支持，发展成为了目前的海洋
科技具体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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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传统的海洋国家，海岸线长达 3.4 万
公里，环绕着本土大陆的 86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
济专属区超过了陆基领土面积。目前，全国有超过
85% 的人口生活在沿海 50 公里范围内，海洋产业
占全国 GDP 的比重达到了 4.8%，并以每年超过全
[1]

域、执行支持 5 个方面就两部海洋科技计划展开全
面比较分析。

1

计划制定机构
受国家科技政策制定与管理机制影响，澳大利

国 GDP 增速两倍的速度增长 。在澳大利亚人看来，

亚海洋科技计划在制定机构、制定机制和运行机制

“广阔的海洋是国家宝贵的遗产、心脏和经济的未

上同样具有多元性和分散性特征。目前，海洋科学

来。海洋对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居住、工作、娱乐、

委员会（NMSC，前身为成立于 1998 年的海洋政策

能源、食品、安全和防御价值，只有国家资产提供

科学顾问组 OPSAG）承担着海洋科技计划制定职

的巨大经济和环境财富可以与之匹敌。”

[2]

澳大利亚政府历来重视海洋科技在维护海洋

责。
1.1 组织结构与成员

主权、开发保护海洋资产以及支持蓝色经济发展中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委员会包括主席、秘书处、

的作用。迄今为止，共颁布了两部国家级海洋科技

执行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工作组和成员 6 个组成

计划，引领国家海洋科技事业发展，并在海洋综合

部分（见表 1）[4]。主席由海洋科学委员会成员任命。

观测系统（IMOS）建设、海底矿物资源分布图绘制、

秘书处由主席及成员不时商定确定人选，任务是支

海洋渔业捕捞战略、海洋天气预报系统和海上大型

持主席的工作，负责管理成员记录、会议资料及分

工程模型建设以及海洋生物技术开发生产天然药品

发，并协助主席监督海洋科学委员会决议的执行。

[3]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揭示前后两部海洋科

执行委员会由赞助商和主席为保证利益平衡

技计划的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本文从计划制定机

而任命的成员组成。其职责包括 5 个方面：一是为

构、出台背景与制定过程、计划目标、优先支持领

支持、协调和促进海洋科学委员会及澳大利亚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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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的广泛交流提供一个运作灵敏的领导；二是

一是 29 个在澳大利亚各地开展和使用海洋研究的

为海洋科学界向政府提出建议提供联络点；三是领

组织的代表；二是国家海洋科学事业的利益相关

导制定海洋科学委员会战略议程（目前是国家海洋

者；三是经委员会同意加入的成员。
1.2 职责与运行

科学计划 2015—2025）；四是为州政府、联邦政
府与海洋科学界之间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渠道；五

海洋科学委员会的职责是提高澳大利亚海洋

为代表海洋科学界对澳大利亚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提

科学界的合作与信息共享（见表 1）。其关注点涵

供建议。

盖了海洋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具体包括 6 个方面：

不能或不应该由全体成员处理的事务将由小

一是海洋研究提供者、使用者和利益相关者；二是

组委员会或工作组承担。澳大利亚海洋数据网络

联邦和州政府代表、大学、海洋产业以及海洋非政

（AODN）技术顾问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府组织；三是外海、大陆架、海岸以及河口海洋科

它是海洋科学委员会的数据分组委员会。工作组为

学；四是海洋地球科学、海洋物理、生物地球化学、

由海洋科学委员会识别出来的优先发展事项制定具

生物学、生态系统、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五是海洋

体的工作计划，如研究培训。在工作完成之后，工

观测、过程研究、实验研究、资料管理和可视化、

作组将解散。

模型决策支撑以及风险评估；六是海洋技术发展与

目前，海洋科学委员会成员主要有 3 个来源：
表1

应用。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委员会简介

组织构成

职责

运行

机构构成：
主席、秘书处、执行委员会、小组委
员会、工作组、成员
主要成员构成：
1. 29 个在澳大利亚各地开展和使用海
洋研究的组织的代表
2. 国家海洋科学事业的利益相关者
3. 经委员会同意加入的成员

1. 促进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界的合作与
信息共享
2. 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跨州和地区
政府管辖区、国家级产业、非政府
论坛提供海洋科学建议和支持

1. 会议：每季度举行面对面会议，需
要时举行不定期的电话会议或面会
2. 报告：向相关部长办公室提供最新
情况报告
3. 运行资金：由愿意并有能力提供固
定年度现金捐献的成员提供
4. 工作开展：成员组织资助其员工出
席会议、参与业务，贡献各组织的
知识、时间和努力

资料来源：http://www.marinescience.net.au/。

此外，海洋科学委员会还为根据需要向澳大利亚
政府、跨州和区域政府辖区、国家级行业以及非政府

并有能力提供固定年度现金的成员捐献，人员保障
则来自成员组织对参与人员的支持。
虽然目前最新资料会提供给相关部长办公室，

论坛提供具有一致性的海洋科学建议和支持提供了一
种机制。具体体现在 5 个方面：一是促进整个澳大利

但还没有向澳大利亚政府部长提交正式报告的机

亚海洋科学界的协调、合作以及海洋科学的整合，包

制。海洋科学委员会希望通过一个适当的部门，建

括通过国家海洋科学计划实现上述目标；二是为识别

立一个正式机制，向政府部长提交正式报告。主席

和应对海洋科学需要，促进相关伙伴关系的建立；三

和秘书处在每次会议后会准备一份报告，将其发布

是为海洋科学界开展信息交流提供论坛；四是促进政

在海洋科学委员会网站上。各成员将利用这些报告

府、产业和社会获取海洋科学与研究成果；五是就海

向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通报情况。

洋研究、海洋科学能力、海洋技术和研究基础设施投
资的优先事项和未来需求向澳大利亚政府和其他用户
及利益相关者提供新信息和建议。
在运行上，海洋科学委员会通过一系列不同成

2

前后两部海洋科技计划的出台背景与制
  定过程

2.1

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

员参与的常规例行会议、需求性会议、报告和网站

1994 年 联 合 国 第 49 届 大 会 通 过 决 议， 将

信息发布实现其职责（见表 1）。运行资金由愿意

1998 年定为国际海洋年，而当时澳大利亚政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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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台过一部正式的国家海洋政策。为顺应国际

的焦点问题集中在海洋主权、海洋资源、海洋环境

潮流，同时也为维护澳大利亚的海洋主权，强化对

3 个方面，而海洋主权问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所

海洋的了解，保护海洋环境，同年澳大利亚出台了

以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分别设立了短期和长期目标

第一部国家海洋政策——《澳大利亚海洋政策：关

（见表 2）。海洋科学界需要在计划颁布 3 到 5 年

[5]

心、理解、明智使用》 。

内完成通过海洋勘探确定澳大利亚海洋主权区的短

在第一部海洋政策颁布之后，澳大利亚科学与

期目标。长期目标是，为实现理解、保护、使用海

技术部随即组织成立了海洋科技计划工作组，负责

洋资源与环境的目的，优先支持需要重点发展的科

制定第一部国家级海洋科技计划。该计划一方面是

技领域以及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

为海洋政策中确定的三大目标提供科技支持，另一

长短期目标又被划分为了理解海洋环境、利

方面是为与 2004 年 11 月联合国要求的确定大陆架

用和保护海洋环境、理解和利用海洋环境的基础

边界的时间相一致，在技术上完成澳大利亚海洋地

设施 3 个计划。具体来说，第一个理解海洋环境

图测绘，完成确定海洋主权区的数据解释和所要求

计划主要是围绕着短期的确定海洋主权区的目的

[6]

的程序 。在科学与技术部的大力推动下，来自澳

和理解海洋自然环境的科学目的，确定了 7 项具

大利亚海洋科学界的专家通力配合，于 1999 年制

体工作。第二个利用和保护海洋环境计划则是以

定出台了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澳大利亚海洋

理解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支持海洋产业

科学与技术计划》。
2.2 最新海洋科技计划

发展、支持海洋资源管理以及维护海洋安全为中

第一部国家海洋科技计划出台之后的十多年，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迅猛，主要海洋国家的海洋经济
在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澳大利亚

心，确定了 15 项工作。最后的理解和利用海洋环
境的基础设施计划以技术、设施和合作为中心，
确定了 6 项工作。
3.2 最新海洋科技计划

的主要经济伙伴美国、欧盟和中国不仅制定了各自

最新颁布的海洋科技计划目标与第一部相比

的海洋科技政策，还认识到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间

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新的海洋科技计划以支持蓝

存在着密切关系，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本国海洋科

色经济发展为目标，这也是世界海洋形势发展变

技的支持力度。受此影响，澳大利亚海洋利益相关

化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新的海洋科技计划目

团体纷纷指出，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已不能适应形

标是更好地开发海洋潜能，大力发展蓝色经济，

势变化，需要制定新的海洋科技计划，并将计划的

实现海洋产业产值从 2011—2012 年的 470 亿澳元

重心转到为蓝色经济服务上来。

增长到 2025 年的 1 000 亿澳元，并成功应对七大

最新海洋科技计划是在澳大利亚海洋政策科

挑战。

学顾问组 2013 年提出的意见书《海洋国家 2025：

为此，新海洋科技计划将海洋科技工作重点划

海洋科学支持澳大利亚蓝色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

分为了海洋科学行动杠杆点和海洋科学能力与投资

来的。之后，国家海洋科学委员会承担起了新计划

两个部分（见表 2），在海洋科学行动杠杆点下，

的制定任务。新计划于 2014 年提交给了国家海洋

以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和海洋管

科学年会，并在年会上进行了广泛讨论，其间收到

理决策为中心，确定了 8 项具体工作目标。海洋科

了来自全国海洋利益相关团体的 73 份反馈意见。

学能力与投资则是围绕着应对七大挑战和实现蓝色

2015 年 8 月 11 日，国家海洋科学委员会颁布了最

经济潜能两个目的，确定了 5 项具体工作目标。

新海洋科技计划——《国家海洋科学计划 2015—
2025：驱动澳大利亚蓝色经济发展》。

3
3.1

两部海洋科技计划目标比较

尽管前后两部海洋科技计划在总体目标上存
在明显不同，但细致分析后发现，为海洋经济提供
科技支持，是前后两部科技计划的共同点，新海洋
科技计划更是将为蓝色经济服务列为了核心目标。

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

这也是在实现了第一步目标——确定海洋主权区之

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颁布之时，国际社会关注

后，国家海洋利益的深化。认识海洋、保护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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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总体目标

计划目标对比

第一部计划

最新计划

短期：确定海洋主权区
总体目标
长期：理解海洋环境、利用并保护海洋环境、
建立理解和使用海洋环境的基础设施

为蓝色经济提供科技支撑

28 项具体工作目标：

13 项具体工作目标：

理解海洋环境计
划

1. 地理知识；2. 海床图；3. 澳大利亚海洋主
权区（AMJ）边界定义；4. 理解海洋过程；
5. 气候系统中海洋的作用；6. 海洋生物多样
性及生物进程；7. 生态系统动力学

海洋科学行动
杠杆点

1. 国家海洋基准线；2. 国家海洋监
测系统；3. 海洋系统适应能力理解；
4. 国家海洋环境和社会经济模型系
统；5. 整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
6. 新兴智能技术；7. 生态修复与生
态工程；8. 复杂和动态系统的决策
支持科学

利用和保护海洋
环境计划

8. 生态系统健康与功能；9. 陆基人类活动对 海洋科学能力
海洋活动的影响；10. 为多方利用管理计划 与投资
与执行实践提供支持；11. 海洋差异性及变
化的知识；12. 石油和采矿业；13. 可持续渔
业；14. 水产养殖业；15. 造船技术；16. 航运、
安全和环境保护；17. 新兴产业、服务和技术；
18. 可再生能源；19. 沿海及海洋旅游休闲；
20. 通过合作将传统知识运用于海洋资源利
用和管理；21. 澳大利亚海洋主权区的守卫
和航运安全；22. 海洋科技与海洋法、政策

9. 技 术；10. 基 础 设 施；11. 关 系；
12. 国内合作；13. 国际和地区合作

理解和利用海洋
环境的基础设施
计划

23. 技术基础；24. 基础设施；25. 长期监控
程序；26. 海洋数据管理；27. 区域与国际参
与；28. 海洋科学与社区

实现海洋可持续性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发挥海洋资产

石油勘探、水产品生产、海水养殖、海洋资源及能

的作用，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发展蓝色经济。

源开发利用等多个领域。第三个理解和使用海洋环

4

优先支持领域

境的基础设施计划的优先支持领域集中在海洋人才
培养、海洋监测系统和研究系统设施建设、海洋基

前后两部海洋科技计划均明晰了实现目标的

础资料收集整理、国际交流合作和社区参与方面。
4.2 最新海洋计划

优先支持科技领域。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的优先支

最新海洋科技计划与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的

持领域是围绕着长短期目标和 3 个计划展开的。短

一个明显区别是，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没有提出具

期确定海洋主权区目标的优先支持领域是深水水线

体建议，但最新的海洋科技计划提出了 8 项具体建

测绘、深水测绘数据整合和数字化。

议，并在每一项建议下都详细列举了优先支持领域。

4.1

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

长期目标中第一个理解海洋环境计划的优先

8 项建议涉及了蓝色经济为核心的海洋科技系统、

支持领域集中在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

海洋基础线和长期监测计划、海洋过程与修复合作、

海洋气候等海洋基础学科，重点区域是南部温带、

国家海洋模型系统、科学支持决策、海洋观测系统、

北部热带和深海区。第二个利用并保护海洋环境计

海洋人才培养与海洋科考船 8 个方面。

划的优先支持领域较为广泛，涉及海洋生物栖息地、

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前后两部海洋科技计划的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海洋水体污染、水质量标准、

优先支持重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部海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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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蓓：澳大利亚海洋科技计划比较分析

计划更多的是集中在海洋基础研究和为具体海洋产

合实验计划，整合并提升遍布澳大利亚海岸的海洋

业提供基础科技支持上，新海洋科技计划的重点则

研究设施。五是国家海洋模拟计划。提高海洋学和

转向了海洋科学的实际运用。具体体现在 5 个方面：

海洋气候模型的可操作性。六是海洋科学能力发展

一是通过海洋科技孵化、人员参与、数据模型化等

基金。资助博士后和优先技术领域中处于职业早期

方式支持蓝色经济发展；二是科学支持国家基础线

的研究人员。

建设；三是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海洋模型，将

新海洋科技计划指出，2015 年之前的 10 年间，

积累的知识、数据运用于支持多元化海洋使用决策；

澳大利亚每年在海洋科技上支出 4.5 亿澳元，实现

四是人才培养注重实际工作中的人才能力需求，增

了蓝色经济倍增，使其达到了目前的 470 亿澳元，

强人才培养中的实践环节；五是国家海洋观测系统

但海洋科技支出占蓝色经济总产值还不足 1%。为

的整合与完善，支持海洋科考船更多地从事海上活

在之后的 10 年里实现蓝色经济年增长率达到 7.5%

动。

5

（同期澳大利亚 GDP 预测增长率为 2.5%），2025 年

执行支持

5.1

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
尽管澳大利亚第一部国家海洋政策的实施得

总产值达到 1 000 亿澳元，成功应对 7 大挑战，需
要加大海洋科技投资。

6

总结

到了专项经费支持，但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却从没

对比前后两部海洋科技计划不难发现，澳大利

获得过直接资助。第一部海洋科技计划颁布之后，

亚政府对海洋科技的顶层设计已从初创期的单纯指

澳大利亚在综合海洋观测系统、国家海洋模拟器和

导性计划文件，发展成为了今天引领国家海洋科技

海洋科考船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资助均来自其

未来 10 年具体行动的指南。

他项目。如综合海洋观测系统是在澳大利亚国家合

首先在计划目标上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第一

作研究基础设施战略的支持下建立的，而国家海洋

部海洋科技计划还只是对当时国际社会浪潮的一种

模拟器则由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拥有和操作。

被动反应，远非国家主动出击行为，计划前瞻性较

由于没有海洋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的支持，澳大

差。仅短期目标设立的科技任务服务于国家领土主

利亚海洋科学与技术基础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具特设

权要求，长期目标没有将本国需求列为计划重点，

性和临时性。2014 年研究船调查者号取代了南部

而是集中在了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海洋环境、

测量者号，尽管存在着对科考船的更多需求，但受

海洋资源的认识与保护上，远没有就海洋资产的价

政府资助额度制约，科考船一年只能工作 180 天。
5.2 最新海洋科技计划

值形成全面的认识，对海洋科技在开发海洋潜能中

最新海洋科技计划在识别优先发展领域的同

续强调保护海洋的同时，一改前者对国家利益的忽

时，还提出了优先投资领域，并指出投资来源应包

视，明确指出国家海洋资产蕴藏着巨大的经济、生

括各级政府、私人企业和社区等更为广泛的资金来

态、安全、审美价值，海洋科技的根本任务是支持

源。

国家蓝色经济，推动蓝色经济倍增。新海洋科技

作用的认识也不够充分。第二部海洋科技计划在继

新海洋科技计划列举的优先投资领域包含 6 个

计划以国家海洋在未来将面临着的 7 大挑战为出发

方面：一是国家蓝色经济创新基金。资助新型海洋

点，肯定了海洋科技在其中的作用，并为应对每一

技术、生物勘探、生物产品、海洋新能源、水产养

个挑战识别了优先支持科技领域和共同行动支持

殖和深海油气生产的推广与商业化。二是国家海洋

点。海洋科技不仅处于应对挑战的核心位置，还将

研究基础设施。扩大综合海洋观测系统以及充分使

借此服务于政府、产业和社区。

用考察船。三是国家海洋基线和长期监测计划。系

其次，计划制定机制更加成熟。第一部海洋科

统测绘、勘探、描绘海洋资产、监控具有高保护价

技计划是配合国家海洋政策需要，由当时的科学与

值的区域。四是国家综合海洋实验设施。为研究关

资源部部长麦高兰议员任命的工作组负责。如今，

键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海岸社区和资源的影响开展综

海洋科学委员会已成为了澳大利亚国家海洋科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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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wo National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s of Australia
YUAN Be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arine country of the world, Australian has released two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s up to now.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two plans differ in plan maker background
formulating process, goal, priority area and supporting areas. Especifically the aims of the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hang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blue economy. The research focus has transferred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the
applications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community. In addition, the first plan
has no suggestion or fund support, but the second has specific action guide.
Key words: Australia;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marin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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