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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東灣，南海之濱的美麗海灣，這裡曾寄託過
一代偉人的強國夢——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建
國方略》中，曾規劃了中國大陸沿海九大商港，其
中就有水東灣，並稱這裡 「以容巨船」，建設深水
良港的條件十分優越。然而多年來，這只是茂名人
的一個夢想。

荒灘野渡，漁舟唱晚，彷彿還是昨天的故事。
但如今，當你站在恢宏的碼頭上，面對着上下奔騰
的龍門吊、排列整齊的集裝箱、雄姿屹立的口岸大
樓以及進進出出的萬噸巨輪，此間分明已是一個現
代化的港口。來自五大洲的貨物由此進入國門，而
茂名及周邊地區的產品也由此跨洋過海，走向世
界！

這就是茂名港。一代偉人宏願正在變為現實，
一個南方大港崛起於南海之濱，有力地拉動了茂名
臨海經濟的發展。

而今，茂名又提出了 「向東向南靠海發展」的
思路，實施濱海發展戰略——打造一個嶄新的濱海
新區，做大臨海經濟的範圍，借力粵西振興實現跨
越騰飛。

臨海優勢得天獨厚
上世紀 90 年代初，茂名曾提出了 「大港口、

大工業、大城市、大發展」理念。而茂名在發展之
路上，也曾創造過不少輝煌， 「茂名石化」、 「三
高農業」聞名遐邇。但近年來，茂名的經濟增速始
終在全省中游徘徊。 「濱海夢想」也一度變得遙
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一
針見血地指出茂名發展的現狀：工業強而不大，農
業大而不強，服務業不大又不強。

面對嚴峻的形勢，茂名市委書記鄧海光認為，
落後不意味茂名沒有機會後來居上。他分析，臨海
仍然是茂名的優勢，隨着廣東海岸經濟帶的崛起，
將使粵西沿海各城市轉變發展方式的內涵注入更多
的空間發展布局因素，這一過程將推動南中國沿海
演變成中國的第一條 「黃金海岸」。茂名由於工業
城市的優勢，加上全新的交通格局演變，如果抓住
機遇，茂名借力粵西振興將能實現跨越騰飛。

確實，茂名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產業特色鮮
明，是全國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和能源基地，已經
探明礦藏近 100 種，是一座潛力很大的發展中城
市。而且，在廣東全省 14 個沿海市中，茂名擁有
的海岸線長220公里，約佔廣東省的1/20，海域面
積約 9600 平方公里，其中 40 米等深線內海域面積
約 4300 平方公里；有大小港灣 19 個。全市還有大
於 500 平方米的島嶼 12 個，總面積 3.5 平方公里。
如此豐富的海洋資源，蘊含着巨大的開發利用潛
力，為茂名海洋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
茂名正是利用這些資源優勢，在短時間裡實現了海
洋經濟的持續高效快速發展，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發
展的新亮點和重要增長點。特別是在渡過金融危機
的衝擊之後，茂名瞄準未來 30 年，正在探討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路徑。

「十二五」規劃中，海洋經濟被委以為未來時
代破局的重擔。而去年《廣東海洋經濟綜合試驗區

發展規劃》也獲國務院批覆上升為國家戰略，茂名
正式納入廣東 「藍海」發展規劃，從國家戰略的旁
觀者成為承擔者。面對海洋經濟的滾滾洪流，面對
破解廣東區域不平衡發展的重大命題，面對打造粵
西經濟增長極的新使命，面對七百多萬茂名人民的
新期待，茂名要做的最大事情就是——後發崛起。
而要實現後發崛起，無疑應從最大的後發優勢——
濱海資源開發利用開始，建設茂名濱海新區。這是
茂名推動經濟大發展、城市大轉型的戰略抓手，是
實現跨越發展的必由之路。

廣東社會科學研究院企業研究所所長林平凡認
為， 「海岸經濟帶」為茂名更高層次的戰略定位和
布局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茂名如果發揮好東連珠三
角、北貫中原和長江流域、西接環北部灣經濟帶的
優勢，充分挖掘現有工業基礎和工業優勢，引入相
關的工業項目和投資，特別是做大面向世界的、服
務於石化工業的虛擬經濟和服務經濟，充分發揮
「臨海經濟」的優勢，茂名就能成為 「海岸經濟

帶」上的璀璨明珠。 「濱海夢想」彷彿近在眼前，
呼喚着茂名奮勇前行。

濱海戰略奠定百年基業
規劃建設茂名濱海新區，既是茂名推動城市大

轉型、產業大升級和破解發展難題、增創發展新優
勢、實現發展新跨越的關鍵突破口和迫切需要，也
是省委、省政府着眼於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而作出
的重大戰略部署。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以敢
為天下先的勇氣率先建設經濟特區成就了珠三角的
飛速發展，那麼茂名濱海新區的規劃建設則肩負着
為廣東轉型發展探路和為後發展地區工業化、城市
化創造經驗的光榮使命。

汪洋在 2009 年的 「粵西兩會」上曾表示，茂
名的濱海新城建設規劃 「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針對
性，幹好了將來會名留青史」！

去年3月19日，茂名召開市委工作會議，推出
新班子的施政綱領。在這次市委工作會議上，茂名
市旗幟鮮明地把濱海新城建設提高到了一個全局
性、關鍵性和戰略性的問題來對待，第一次明確提
出實施 「濱海發展戰略」，構建現代產業和城市發
展新格局。這一戰略決策獲得了省委、省政府的充
分肯定。

鄧海光表示， 「濱海發展戰略」是集 「建深水
大港、興現代產業、造濱海新城」三位一體的綜合
性、總體性戰略，包括 「四區」（環水東灣新城
區、博賀灣新城區、博賀灣經濟區和現有的茂名石
化工業區）、 「三港」（茂名港水東港、博賀新
港、吉達港）的建設；也包括進港鐵路、進港公
路、新機場等方面的建設；還包括逐步實現山海聯
動的同城一體化，構建茂名 「全域濱海」發展新格
局。

他說， 「濱海發展戰略」是茂名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的最可行途徑、最快捷方式、最鮮明特色、最
重要抓手，是通過城市發展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打
造 「三大基地」、實現 「三年大變化，十年大跨
越」的獨特路徑，是奠定茂名未來百年基業的戰略
構想和行動。

因海而興，依海而起。日前，《廣東茂名濱海新區發展總體規劃
（2011-2030）》在廣州通過專家論證，這意味着茂名 「百年濱海夢想」
正在逐漸成為現實。從國家戰略的旁觀者到承擔者，茂名借力謀劃藍色崛
起，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努力構建布局合理、結構優化、優勢突出、生態
良好的濱海新區，力爭成為粵西新興的經濟增長極。

本報記者 周子灧

博採眾長制定濱海規劃
去年來，茂名市委書記鄧海光、市長梁毅民

率團多次主動前往省有關部門，彙報工作，爭取
支持，特別就茂名濱海新區的建設爭取最大限度
支持。

圍繞推進濱海新區建設所涉及的徵地補償、
項目審批等問題，茂名市相關領導及工作人員深
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意見，了解發展願望，現
場辦公為企業排憂解難。市裡還實行重點項目領
導分包制度，確保項目早日開工、早日建成、早
出效益。

與此同時，實施濱海發展戰略大討論也在全
市展開，集中民智推動濱海新區建設。茂名市委
政策研究室和茂名日報社聯合舉辦的 「建設濱海
新區，推動科學發展」徵文活動持續數月，發動
了大批社會有識之士就茂名濱海新區建設面臨的
挑戰和機遇以及發展路
徑展開深入探討。

茂名網絡文化協會
組織開展了 「我為濱海
新區建設獻策」活動，
網友從不同視角、不同
層面就加快濱海新區建
設呈獻了大量富有建設
性意見和建議。大家普
遍認為，茂名濱海新規
劃 建 設 不 求 大 、 但 求
好 ， 在 好 的 基 礎 上 求
快、求可持續發展，要
始終突出生態型、智慧
型、節約型、集約型四
大特點。

為高起點謀劃茂名濱海新區，茂名市還邀請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編制《廣東省茂名濱
海新區發展總體規劃》。課題組經過實地調研考
察。去年8月10日，根據茂名實際，以國際化視
野提出了濱海新區發展的戰略定位和空間布局，
並就港口建設、產業發展、能源和基礎設施建
設、生態建設、區域合作、體制機制創新等作了
表述。

根據實施濱海發展戰略的總體部署和發展規
劃，不難看出茂名濱海新區開發建設的獨特路
徑：以完善基礎設施為先導，打造招商引資載
體；以發展現代產業為着力點，加快推進經濟轉

型升級；以構建交通網絡為突破口，破解區域發
展瓶頸；以建深水大港為重點，增創發展新優
勢；以向東向南靠海發展為方向，打造宜居宜業
生態之城。

在具體發展目標上，茂名將以港口建設為龍
頭，打造世界級石化基地、全省重要能源物流基
地、全省特色現代農業基地和建設濱海新區，大
力發展新興現代海洋產業。到2015年，海洋經濟
總量有較大幅度提高，約佔全市GDP的15%，到
2020年達到20%以上。

發展重點包括：着力打造世界級石化基地。
在茂名石化工業區規劃布局1500萬噸／年煉油和
100 萬噸／年乙烯煉化一體化項目，打造世界級
「超級石化航母」。着力建設宜居宜業的現代化

海濱城市。實行山海聯動同城一體化，構建茂名
「全域濱海」格局，加快城市轉型。積極推進茂

名與中央企業簽約的總投資 1200 多億元的 11 個

項目和碧桂園、中建、越秀集團的城市綜合開發
項目，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着力發展臨港工
業。以茂名港博賀新港區和吉達港區為依託，重
點發展石化、冶金、倉儲、電力、船舶修造和港
口物流等相關產業。着力發展海洋交通運輸業。
將博賀新港區打造成以工業港為主體的、功能齊
全的現代化綜合性深水大港。着力發展現代海洋
漁業。大力發展新型高效漁業，打造國家級海洋
漁業產業基地。大力發展海洋水產品加工流通，
致力提高水產品精深加工水平，提升產品附加
值；鼓勵發展水產品服務業，創建區域性水產品
流通中心。着力發展海洋高端旅遊業。聯合北部
灣地區、海南島一起共同打造南中國海洋旅遊
「黃金三角」。通過海陸結合、山海呼應，打造

海濱度假、遊艇垂釣、海島觀光、潛水運動、海
鮮美食五大濱海旅遊品牌和國家級濱海旅遊休閒
目的地城市。着力發展海洋新興產業。依靠茂名
作為華南地區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的產業優勢，
在博賀新港區建設石油化工裝備製造基地；充分
利用茂名地處與粵港澳海洋經濟合作圈與粵桂瓊
海洋經濟合作圈交匯帶，以及作為大西南地區出
海通道的區位優勢，全力打造全省重要的能源物
流基地、煤炭中轉儲備基地、區域性的海洋水產
品集散地。同時要構建海洋藍色生態屏障。

目前，濱海新區建設提速前進，市一中新校
區、市民大道等項目已建成投入使用，碧桂園、
中建、越秀集團的城市綜合開發項目和茂名與中
央企業簽約的協議總投資 1202 億元的 11 個大項
目加快推進，濱海新區合計落實項目投資額已超
過2000億元，濱海新區正成為茂名一個熱火朝天
的大工地。一個嶄新的海濱新城呼之欲出。

藍圖繪就，號角吹響；藍潮湧起，浪尖比
舞。曾經遭受 「9 ‧ 21」特大自然災害和系列腐
敗案衝擊的茂名，從一度讓外人對其發展前景不
敢樂觀到 2011 年 15 項經濟指標排在全省前列，
發展成績顯著。茂名市長梁毅民滿懷信心地說：
「茂名民風淳樸、幹部隊伍上進心強，我們有底

氣、有信心、有能力把濱海新區發展戰略實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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