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值分析的江苏省绿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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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增长,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强, 因此, 评
估绿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对促进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意义深远。本文以江苏省为
研究区, 利用能值分析理论和方法, 将海洋经济系统内可更新资源、不可更新资源、货币流、废物流
等各类要素, 通过能值转换率转换为统一标准的太阳能值, 采用海域能值-货币比率、人均海域能值使
用量、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绿色海洋生产总值(绿色 GOP)等指标, 测度了 2011 年-2015 年江苏省绿
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 旨在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的应用, 为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
的综合评价及持续发展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1)201 年-2015 年, 江苏省绿色 GOP 持续增长,
占传统 GOP 的比重从 74.8%升至 77.8%, 表明江苏省在海洋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没有忽视对海洋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2)江苏省绿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2011 年可持续发展指
数为 12.77, 2012 年-2015 年可持续发展指数在 6.87~9.70 之间波动, 表明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从经济不
发达以及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足, 逐步过渡到海洋经济富有活力, 发展效益好, 可持续性强。
关键词: 绿色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 能值分析; 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P170.6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19)03-0000-09

DOI: 10.11759/hykx220181029001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伴随陆地资源的损耗和

环境的不利作用, 难以表明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

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逐步开始注重开发海洋资源,

因此这些方法在评价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尚

将海洋经济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尤其是在党

显不足 [4]。我国一些学者陆续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的价值核算方法开展了研究,  关于自然资源价值核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

算的方法主要有净租法、净价值法和使用成本法, 有

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海洋

关环境评估的方法主要包括环境损害函数法、生产

强国战略支持下, 海洋经济发展迅猛, 但在海洋经

率下降法和防护成本法 [5-8] 。但无论何种核算方法,

济发展过程中, 开发海洋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

仅能核算拥有市场价格的环境资源资产, 如煤炭、石

的矛盾愈发严重, 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入海,

油等, 无法核算拥有非市场价值的环境资源, 如太

明显减弱了海洋资源循环能力、海洋环境容纳能力

阳光能、潮汐能等, 因此都存在两个缺陷: 第一是自

和物质代谢能力 [1]。在此背景下, 评估绿色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对于促进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 Rorholm1967 年首次研究了海洋产业
的经济价值 [2]。1974 年, 美国商务部首次提出“海洋
生产总值(GOP)”的概念用来核算各个海洋产业的经
济价值 [3]。随后, 国民账户核算方法逐渐成为各国海
洋经济核算的主流方法。
何广顺等 [4]提出了 GOP 核算的三种方法, 即剥
离法、扩展法和外推法。但传统 GOP 仅说明了经济
总量的提高, 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海洋资源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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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和环境资源量纲难以统一, 第二是难以确定
[9]

衡量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货币价值的定价方法 。
H.T.Odum 历经多年研究, 归纳系统生态、能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渔业资源丰富多样, 种类繁
多, 拥有著名的海州湾、长江口和吕四渔场, 盛产鱼
虾贝类等海洋生物多达 300 余种。

生态和生态经济原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创立了
能值理论和分析方法

[10]

。能值研究方法以太阳能为

随着《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省“十
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颁布与实施, 以及长江

共同的基准, 量化了整个经济系统中的能量, 不仅

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 江苏海洋

解决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量纲难以统一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 海洋经济总量不断上升, 海洋经济

同时可计算出自然和环境的能值-货币价值, 从而解

处于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江苏省海洋生产

决其与经济社会的对接问题。

总值从 2011 年的 4253 亿元上升至 2015 年的 6405

近 年 来 , 能 值 分 析 在 绿 色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绿 色
GDP)核算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已得到较为广泛
的运用。张虹 [9]、康文星 [11]等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分别
对怀化市和福建省的绿色 GDP 进行了核算。黄瑾 [12]、

亿元, 占全省 GDP 比重超过 9%, 海洋经济保持着稳
定增长的态势 [18]。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许振宇等 [13] 和赵雪雁等 [14] 分别采用能值分析方法对

2.1

能值分析研究方法

广东省、湖南省和甘肃省的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

2.1.1

建立能值分析系统图

展能力进行了研究。

1) 收集江苏省海洋自然环境、地理、社会、经

GOP 是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采用能值方

济等各方面基础资料和数据, 并进行数据分类和整

法研究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 GOP 核算尚属空

理。所获资料可分为可更新资源(如太阳能等)、不可

白。本研究正是针对目前绿色海洋经济核算中, 自然

更新资源(如滩涂资源等)、货币流以及废物流(入海

资源和环境损耗计量和定价方法存在的缺陷, 利用

废水、废物和废气等)共四大类。

能值分析理论和方法, 将海洋经济系统内可更新资

2) 绘制能值系统图。首先对系统范围进行界定,

源、不可更新资源、货币流、废物流等各类要素, 通

列出研究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 并分析其经济发展

过能值转换率转换为统一标准的太阳能值, 采用海

与自然资源和环境损失之间的关系。界定系统内部

域能值-货币比率、人均海域能值使用量、能值可持

的主要组成部分, 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等。

续发展指数、绿色海洋生产总值(绿色 GOP)等指标,

罗列系统内的各主要组成部分的过程 、关系, 包含

对 2011 年-2015 年江苏省绿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主要的能量物质流、货币流及其他生态流。在系统

水平进行测度, 旨在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边界内部依据能源所对应的太阳能值转换率高低,

方法的应用, 为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及

从左至右依次分布, 其中实线表示实物流, 虚线表

持续发展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示货币流(图 1)。

1

2.1.2

研究区概况

建立海洋经济系统能值分析表
1) 建立能值分析表

江苏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 东濒黄海,
西连安徽, 北接山东、东南邻接浙江、上海, 是长江

能值分析表包含: 序号与项目、初始数据、太阳
能值转换率和太阳能值 4 项(表 1)。

三 角 洲 的 主 要 枢 纽 。 江 苏 省 经 度 介 于 116°18′E~

2) 根据能量折算系数, 计算系统中各要素的能

121°57′E 之间, 纬度介于 30°45′N~35°20′N 之间, 全

量、能值及其能值货币价值, 计算方法参照 Odum[10]

省面积 10.72×104 km2, 占全国总面积总和的 1.1%。

和蓝盛芳 [16]的方法。

江苏以地形地势低平, 河湖众多为特点, 全省气候

其中系统中各投入产出要素的能量计算方法如下:

具有明显的季风特征, 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度地

①太阳光能=海域面积×(1–反射率)×年太阳辐射量

带。全省气候温和, 雨量适中, 四季分明。

②雨水化学能=年均降水量×海域面积×密度×雨

4

2

江 苏 海 域 面 积 为 3.75×10 km , 海 岸 线 总 长
954 km; 沿海共有 26 个海岛, 海岛岸线总长 84.74 km,

水吉布斯自由能
③地球旋转能=海域面积×热通量(典型热通量:

总面积为 59.15 km 。江苏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包

古老而稳定地区为 1×106 J/(m2·a); 快速造山运动地

括港航、生物、化工和旅游等资源, 为江苏海洋经济

区为 3~10×106 J/(m2·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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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1
海洋经济系统能值流图
Energy flow diagram of the marine economic system

④风能=面积×空气层平均高度×密度×涡流扩散
系数×垂直梯度系数 2
⑤潮汐能=0.5×面积×(潮汐次数/a)×潮高 2×海水
密度×重力加速度
⑥海域水资源=平均水深×海域面积)×密度×吉
布斯自由能
⑦有机物能=质量×单位质量所含化学能
⑧底泥能=滩涂面积×底泥厚度×平均容重×底泥
干重含量×吉布斯自由能/周转时间
⑨底栖动物=滩涂面积×单位面积浮游动物量×
单位质量×干重含量×吉布斯自由能

2.2

1) 江苏省海域自然资源和海洋经济数据主要来
源于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7 年)和江苏省统
计年鉴(2012 年-2016 年)[15];
2) 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中废气、废水和固体废
弃物排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江苏统计年鉴》(2012 年-2016
(2012 年-2016 年)[18]、
年)[15]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 年-2016 年)[19];
3) 能值转换率来自 Odum 的著作 [10]和蓝盛芳的
研究成果 [16];
4) 文献搜索和其他相关资料的收集。

⑩废物流=废物生产量×能量折算系数
各要素能值计算方法: M=K×B;
式中, M 为能值, K 表示能值转换率, 能量用 B 表示。
2.1.3

绿色 GOP 核算

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污染代价所得, 计算公式如下 [17]:
绿色 GOP=GOP–  A   B

式中,

 A 是海洋经济系统中全部不可更新资源和

可更新资源的能值–货币价值之和,

3
3.1

绿色 GOP(美元)就是传统 GOP(美元)去除自然资

 B 为系统中处

置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能值–货币价值之和。

数据来源

研究结果与分析
江苏海洋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江苏海洋经济系统能值表包含太阳辐射能、雨

水化学能、地球旋转能、风能、潮汐能、海域水资
源、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底泥能、底栖动物、入
海废水、入海固废、与海洋经济相关废气、滨海旅
游、海洋交通运输 15 个能值指标项目(表 1)。通过
能值计算, 2015 年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所投入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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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总用量为 3.91×1023sej, 其中包括可更新自然资源
23

22

1.69×10 sej, 不可更新自然资源 1.33×10 sej, 货币
23

22

型的特点, 资金、人员、技术的流通和可更新资源的
开发利用在海洋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不可更新

流 1.35×10 sej, 废物流 7.36×10 sej。江苏海洋经济

资源仅占能值总量的 3.4%, 这主要是因为江苏海域

能值系统中可更新资源能值比重达到 43.2%, 货币

范围内不存在开采海洋原油、海洋天然气和海洋矿

流的比重达到 34.5%, 表明江苏海洋经济具有外向

物等不可更新海洋资源的相关产业。

表 1 江苏省 2015 年海洋经济能值分析原始表
Tab. 1 Original table of the marine economic energy value analysi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2015
资源类别

可更新自然资源

项目

初始值/(J/$)

太阳能值转换率/(Sej/Unit)

太阳能值/Sej

能值货币价值/$

太阳辐射能

2.01E+20

1.00E+00

2.01E+20

3.78E+07

雨水化学能

2.58E+17

7.44E+03

1.92E+21

3.61E+08

地球旋转能

1.07E+17

3.40E+04

3.64E+21

6.84E+08

风能

2.91E+17

6.23E+02

1.81E+20

3.40E+07

潮汐能

1.74E+18

1.70E+04

2.96E+22

5.56E+09

海域水资源

2.78E+18

4.80E+04

1.33E+23

2.50E+10

海洋捕捞

2.53E+15

2.00E+06

5.07E+21

9.53E+08

海水养殖

4.10E+15

2.00E+06

8.20E+21

1.54E+09

不可更新自然资

底泥能

1.60E+14

3.51E+03

5.63E+17

1.06E+05

源(滩涂资源)

底栖动物

4.85E+10

2.87E+07

1.39E+18

2.61E+05

入海废水

3.32E+12

8.60E+05

2.85E+18

5.36E+05

入海固废

3.92E+16

1.80E+06

7.06E+22

1.33E+10

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废气

4.47E+15

6.66E+05

2.98E+21

5.60E+08

滨海旅游

4.18E+09

8.70E+12

3.64E+22

6.84E+09

海洋交通运输

1.13E+10

8.70E+12

9.85E+22

1.85E+10

废物流

货币流

采用能值分析方法计算出 2011 年-2015 年江苏省

发展, 海洋经济总量持续增长,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

海洋经济系统能值总量、海域能值货币比率等指标(表

益突出。(3)五年间可更新自然资源变化幅度较小, 年

2 和图 2), 研究结果如下: (1)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能值

际间细微的浮动主要原因是每年降水量不同, 导致雨

23

总量从 2011 年的 3.40×10 sej 稳步升至 2015 年的
23

水化学能的变化, 可更新自然资源约占系统总能值的

3.91×10 sej(2015 年较 2014 年小幅下降), 反映出在研

40%~49%, 对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的贡献率较大。

究期内江苏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

(4)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在江苏海洋传统 GOP

江苏省传统 GOP 增长幅度明显, 2015 年传统 GOP 约为

中的占比逐年增加, 这也是江苏省近年来不断推进海

2011 年的 1.43 倍, 表明这五年来江苏省沿海经济快速

洋第三产业发展、完善沿海基础设施所取得的成效。

表 2 江苏省海洋经济能值分析表
Tab. 2 Ocean economic energy analysis table of Jiangsu province

4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系统输入总能值/sej

3.40E+23

3.59E+23

3.88E+23

4.04E+23

3.91E+23

GOP/$

5.12E+10

5.69E+10

6.37E+10

7.05E+10

7.35E+10

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sej

1.68E+23

1.42E+23

1.68E+23

1.68E+23

1.69E+23

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sej

1.30E+22

1.35E+22

1.37E+22

1.37E+22

1.33E+22

废物流能值/sej

7.24E+22

7.12E+22

7.62E+22

7.80E+22

7.36E+22

货币流能值/sej

7.24E+22

1.33E+23

1.30E+23

1.44E+23

1.35E+23

海域-能值货币比率/(sej/$)

6.63E+12

6.31E+12

6.09E+12

5.73E+12

5.32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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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相对较高; 发达国家与其相反。从 2011 年至
2015 年间, 江苏省海域能值-货币比率从 6.63×1012
逐步下降到 5.32×1012 呈持续下滑的趋势(图 3), 表明
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提高, 海域
开发利用方式多样。但江苏的海域能值-货币比率仍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5×1012), 与美国(2.55×1012)、
Fig. 2

图 2 江苏省传统 GOP 构成图
Traditional GOP composi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瑞士(0.72×1012)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有较大差距 [10],
这主要是由于江苏省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不高, 尚
未形成港-产-城联合发展, 导致海域能值-货币比率

3.2

落后于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

海域能值-货币比率分析
海域能值 -货币比率是指当年能值输入总量与

GOP(单位为美元)的比值, 能值-货币比率越高, 代
表每单位货币能买入更多的能值财富, 经济发展越
落后 [20]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需要的能值
主要直接来源免费的自然环境资源, 因而能值-货币
比率相对较高; 发达国家与其相反。从 2011 年至
2015 年间, 江苏省海域能值-货币比率从 6.63×1012
12

逐步下降到 5.32×10 呈持续下滑的趋势(图 3), 表明

Fig. 4

图 4 人均海域能值使用量变化趋势图
Change trend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提高, 海域
开发利用方式多样。但江苏的海域能值-货币比率仍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5×1012), 与美国(2.55×1012)、

3.4

绿色 GOP 分析
2011 年-2015 年, 江苏省传统 GOP 与绿色 GOP

瑞士(0.72×1012)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有较大差距 [10],

稳步增长, 且趋势相同(图 5), 绿色 GOP 占传统 GOP

这主要是由于江苏省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不高, 尚

的比重从 2011 年的 74.8%升至 2015 年的 77.8%, 说

未形成港-产-城联合发展, 导致海域能值-货币比率

明在江苏省海洋经济运行中, 资源消耗或者环境污

落后于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

染的占比逐步减小, 这与江苏省实施产业布局战略
性调整, 推动产业升级和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措施
密不可分。2011 年-2015 年, 江苏省海洋产业结构逐
渐从“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图 6), 且
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产值显著
提高, 这就解释了江苏省在海洋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由于政府非常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 对资源和环境的
依赖程度越来越小, 绿色 GOP 占比稳步提高。

Fig. 3

3.3

图 3 海域能值-货币比率变化趋势图
Trend of the sea area energy value–currency ratio

人均海域能值使用量分析
海域能值 -货币比率是指当年能值输入总量与

GOP(单位为美元)的比值, 能值-货币比率越高, 代
表每单位货币能买入更多的能值财富, 经济发展越
落后 [20]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需要的能值
主要直接来源免费的自然环境资源, 因而能值-货币

Fig. 5

图 5 绿色 GOP 历年对比图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GOP and green GOP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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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图 6 江苏省海洋产业结构图
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Jiangsu province

图 8 2011 年-2015 年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值
Fig. 8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marine economy
in 2011–2015

由图 7 可知, 2012 年-2014 年废物流产生的太阳
能值呈现递增趋势(2012 年和 2015 年较各自之前一
年略有下滑)。但是, 废物流占传统 GOP 的比重却从
2011 年的 21.33%逐渐降至 2015 年的 18.84%。这主
要是因为 2012 年-2014 年江苏省正处于海洋经济快
速增长时期, 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
工业、海洋工程建设、涉海服务业等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迁往沿海地区, 这就造
成了排放入海的生活和生产污染物直线增加, 破坏了
江苏省的海洋生态环境[25]。但同时由于滨海旅游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迅猛发展, 海洋新兴产业
持续快速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海洋资源和环境
压力上升的事实, 但海洋环境问题仍不可忽视。

由图 8 可知, 2011 年 ESI>10, 表明江苏海洋资源
充裕, 海洋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海洋资
源长处尚未转变成经济优势, 海洋经济欠发达。2012
年-2015 年 ESI 的范围在 6.87~9.70 之间波动, 表明
在此期间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迅速, 海洋产业结构
相对合理, 第三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增长明显,
经济活力充足, 发展效益高, 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4

结论与建议
(1) 2011 年-2015 年, 江苏省绿色 GOP 稳步增加,

占传统 GOP 的比重从 74.8%增长至 77.8%, GOP 的增
长对环境资源的损耗依赖性较小, 这主要是由于江
苏省海洋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海洋产业结构从
“二、三、一”逐步调整为“三、二、一”, 同时海洋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增长, 表明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
已逐渐由重污染、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过渡为轻污染、低消耗、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2) 5 年来, 江苏省海洋经济生产活动所产生的
废物流太阳能值呈现出增加的态势, 但占传统 GOP

图 7 废物流太阳能值及其占 GOP 的比重
Fig. 7 Solar value of waste stream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GOP

的比重却从 2011 年的 21.33%逐渐降至 2015 年的
18.84%, 主要此阶段正处于江苏省海洋经济快速发
展的阶段, 大量人口迁往沿海地区, 造就了入海污
染物的增加, 同时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第

3.5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

三产业发展迅速, 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快速增长, 远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ESI)是指系统能值产出率

远超过废物流的增长速度。

与环境负载率的比值 [23]。根据 Brown 对能值可持续

(3) 从可持续发展指数来看, 江苏省绿色海洋

指标的界定, ESI<1 时, 为消费型经济, 系统进口资

经济可持续发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2011 年可持续

源或劳务量占总能值使用量的较大比例, 环境负载

发展指数为 12.77, 2012 年-2015 年可持续发展指数

率相对较高, 为不可持续发展; ESI 的值处于 1~10 之

在 6.87~9.70 之间波动, 表明江苏省海洋经济系统从

间时, 代表经济富有生机、发展前景广阔, 为可持续

经济不发达以及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足,

发展; ESI>10 时,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资源的开

逐步过渡到海洋经济富有活力, 发展效益好, 可持

发程度较低
6

[24]

。

续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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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值分析法在绿色 GOP 核算研究中具有可

[8]

行性, 突破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能用货币衡量
的局限, 能够客观地反映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
平。但是, 本研究核算过程中, 受限于统计资料的局
限, 部分不可更新资源如滩涂空间资源的占用无法

[9]

纳入其中, 可能会造成核算结果有所偏差。
(5) 本文研究成果表明: 未来江苏省应加大推
动海洋新能源利用与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扶持
海洋新兴产业, 以海洋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海洋新能
源推广应用为重点, 积极发展与完善光伏发电、海上

[10]

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关键技术、海洋装备研发及产业
化。同时, 必须从工业企业源头防治污染, 提高资源
能源利用率, 降低入海废水与废物的排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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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marine economy
of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WANG Lian1, LIU Baiqiong1, XU Min1, GU Yunjuan2, QIAN Linfeng2
(1.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Marine Economic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enter in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Jiangsu, 210003, China)
Received: Oct. 29, 2018
Key words: green marine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ergy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Marine econom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Therefor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Marine econom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based on the emergy valu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marine economic system, such as
renewable resources, non-renewable resources, monetary flow and waste flow, were converted into unified standard-solar energy value by energy value conversion rate. Using indicators such as sea area energy value - currency
ratio, per capita sea area energy value consump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green ocea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een GOP)and so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green marine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5 was measured,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Research shows : (1) from 2011 to 2015, there has
consistent growth of the green GOP in Jiangsu province,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OP rising from
74.8% to 77.8%, It shows that Jiangsu province has not neglected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rapid growth of Marine economy.(2) The green marine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is in a state of instabilit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was 12.77 in 2011, and fluctuated
between 6.87 and 9.70 from 2012-2015, indicating that the marine economic system of Jiangsu province has gradually transited from underdeveloped economy and insufficient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to a
dynamic marine economy with good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strong sustainability.
(本文编辑: 康亦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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