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优化海岛管理制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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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对海岛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岛管理立法研究、海岛开发利用研究与海岛生态保护研究
3 个层面。鉴于我国目前的海岛管理制度在法律、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环境约束下存在一系列
的问题, 诸如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海岛居民异地搬迁管理制度不完善、无居民海岛的个人特许经营制
度效用低下、海岛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执法力度欠缺, 综合现代社会发展前沿趋势, 针对不同的环境约
束提出优化我国海岛管理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包括完善海岛立法体系、完善岛民外迁政策、创新经济
机制与加强过程监管并举等。海岛巨大的军事、生态、经济和科研价值使得对海岛管理制度的研究意
义深远, 为我国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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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联合国推出《联合国海洋公约》 [1](简称
《公约》), 标志着国际海洋事务的萌芽。之后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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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岛管理研究综述

大、美国和日本等多个国家, 也相继推出了保护海洋

中华五千年历史进程中, 我国海岛的发展相对

资源的国家发展规划, 意味着海洋管理已成为国家

不足, 大多时候呈现荒芜待垦状态, 对海岛不利用

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 海岛制度作为国际海

不重视也造就了海岛管理的空白。直到新中国成立

洋法中一项主要内容, 是《公约》的重要内容。根据

后, 我国海岛才正式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海岛管理

定义, 海岛可以延伸拥有自己的领域范围, 包括大

也相应步入正轨。目前, 对海岛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

陆架、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 也是用来区分内

在海岛管理立法研究、海岛开发利用研究与海岛生

水、边界和其他辖区海的象征, 在国际海域划分界限

态保护研究 3 个层面。 

中的法律效力和权重不言而喻。我国海岛陆地面积

关于海岛立法, 彭超 [2] 在加快海岛管理立法进

约 8 万 km2, 虽然不足全国面积的 1%, 但所辖海域

程中建议将支持海岛立法的法律分为三部分, 包括

面积却有 300 万 km , 占到陆地 30%以上, 由此可见

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海洋基本法、海洋资源

海岛对海洋权益的显著作用直接影响我国军事与国

综合性管理法以及海岛专项资源法和海洋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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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关系。同时, 海岛还具生态、经济和科研价值。

法, 从而构筑海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周珂 [3]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逐渐在海洋管理上

结合我国物权法的实施, 分析了以海岛使用权为核

加大投入, 后续取得一系列成绩并颁布了相关法规,

心的海岛权属问题, 认为清晰的海岛权属关系是海

为海岛开发利用建立了参考标准。但由于海岛通常

岛保护与管理的前提条件。周学锋 [4]全面系统地介绍

处于封闭、独立的自然条件, 其生态环境差异明显;

了国内外海岛法律的概况, 探求这些制度的立法精

加之分布地区跨度大, 所属省区各有不同的管理规

神与价值取向的同时, 也为考察法律制度在实施中

划, 使得海岛管理受限于相对独立的法律、社会和经
济环境, 没有形成绝对的统一的规划。本文旨在结合
目前海岛管理法律制度、海岛管理社会制度、海岛
经济管理制度和海岛生态保护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
题, 探讨上述广义环境约束下海岛管理制度的优化,
为我国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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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工作, 即对海岛居民的生活、经济活动和文化事务

的实际效果提供思路。
[5]

关于海岛开发管理, 杨邦杰 提出需要提高全

等公共领域做出的规划建设、组织协调、指导规范以及

民海岛海洋意识, 加强海岛价值、海岛文化的宣传有

监督纠正。目前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和海岛居民异地搬迁

助于海岛旅游资源效益的最大化。针对海岛开发遭

安置是居住岛社会管理制度的两项重要内容。

遇产业瓶颈期, 文艳 [6] 创新性提出将海岛建设成为

人类进行各种经济生产或生活活动, 都离不开

海岛实验中心、海岛观测站等海洋科学研究基地, 从

公共服务设施, 比如水电供应、交通物流、废物处理、

而加强对制约海洋和海岛开发保护关键科学问题的

能源管道建设等, 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 是促进一切

[7]

研究, 以科技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王芳 从无居民海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海岛作为非典型人类社会,

岛保护与开发利用角度, 以海岛的经济、资源、生态

初始阶段更要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在基础设

作为关键因子, 建立了海岛开发利用现状评价体系。

施上加大投入, 才能不断提升海岛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关于海岛生态保护, 穆治霖 [8] 从海岛生态系统
的形成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对海岛的侵犯与影响阐述
了海岛生态的脆弱与低自愈性。孙兆明 [9]谈到海岛资
源开发保护要优先经济发展原则。潘翔

[10]

和宜居性。广东近年来一直不断铺设与近岸海岛的桥
梁与隧道, 目的是与大陆紧密相连, 使得海岛对外交
通无阻, 如淇澳岛、海陵岛、东海岛等[17]。另外, 有些

在海坛岛

陆岸距离较大的旅游或制造业发达的海岛, 比如上川

景观案例研究中引入了海岛生态环境承载力理论,

岛, 其交通设施的建设也被不断催熟, 陆运和海运双

分析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弹性力、人类社
会影响力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关系, 对海岛可持续
发展体系做出相应政策建议。

2
2.1

管并下, 能基本满足旅客或相关人员不同需求。2010 年
浙江舟山引入 BOT(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用于垃圾处理, 建成的普陀

目前我国主要的海岛管理制度
海岛管理法律制度: 出台综合立法和
规划
1996 年, 我国开始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

20 世纪末, 又制定了 “大海洋”和“海洋强国”战略,
并相继通过了相关议程与计划, 以上内容也是我国
海洋开发、保护、发展的指导方针和行为准则。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了海域功
能区划的制度。同年 9 月,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11]
出台, 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管辖海域使用准则, 也
首次对海岛的相关使用情况做出规定。2003 年《无
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12], 使海岛保护与管
理有章可循。2007 年 《物权法》[13]的颁布实施也为
海岛权益保驾护航。2010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资源化再生利用处理中心, 日处理粪便量 50 m3, 年污
水处理 1.83 万 m3, 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解放人力。
对于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生产和生活基础条
件差的悬水小岛, 考虑到居民饮水、就医、子女教育
等社会条件的改善, 同时也为了达到统一规划管理区
域海岛、促进海洋产业项目落户的目的, 在海洋开发
过程中需要小岛移民, 即对沿海地区的小岛居民进行
异地搬迁安置工作。此外, 在过度开发造成人口资源
密集的海岛, 也会尝试居民的异地搬迁, 以缓和海岛
的生态压力, 达到稳定长期的发展。2010 年舟山出台
“小岛迁”移民政策, 政策考虑迁移对象是划分为贫困
线以下的小岛渔村, 项目通过政府引导和帮助, 在党
和村民代表表决后, 会向本县区大岛迁徙, 或在原岛
另建渔民新村, 或与其他渔村合并[18]。海岛居民的异

和国海岛保护法》[14], 强调从经济层面上加大对海岛

地搬迁, 既保证了规划用地征收, 又加强人口的有序

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以及有效利用。同年

集聚, 改善了岛民生活条件。对于没有项目规划的海

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岛, 可以通过自家宅基地来抵押部分城镇购房款, 让

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扶持边远海岛发展”加入

新城镇岛民居住问题得以解决。安置工作的成功运行,

报告, “偏远海岛开发利用工程”作为《全国海岛保护

对于精简机构、节约管理资金、优化基础设施投资以

规划》[15]十项重点工程之一, 可见我国对海岛开发保

及实现海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意义。

护和管理的关注程度日益升级 [16]。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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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管理社会制度: 加强海岛基础设
施建设和妥善安置搬迁居民

海岛经济管理制度: 鼓励渔业生产、旅
游业发展和无居民海岛的个人特许经
营制度

对于居住岛来说, 海岛管理还会涉及社会成员的

根 据 海 岛 自身 资 源 优 势与 地 理 位 置的 局 限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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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经济管理上一直以鼓励渔业生产和旅游业发展

2.4

为主。此外, 国家在充分考虑实际国情以及借鉴国外
海岛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居民海岛的个人特许
经营制度, 也为海岛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与可能。
渔业通常是海岛的支柱产业, 多年来国家和地
区相继出台一系列引领措施对渔业生产进行鼓励,
促进海岛经济上行。2015 年烟台海洋局与渔业局联
合发布声明, 声明确定了以构建现代渔业体系为发
展主线支持海洋经济的指导方针, 同时表示要在全
面优化海洋利用、加强生态保护、调整渔业产业结
构和加强法治监督方面共同努力, 为保护海洋生态、
推动科学用海和促进现代渔业发展提供助力, 实现
本地海洋经济发展的大跃进。
海岛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使其旅游开发的储
量充足。对海岛旅游的开发建设也是扩大经济发展
的重要举措。2001 年 12 月, 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院
首次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概念。历经 8 年调研修
改, 在 2010 年正式发布声明要将海南打造成世界级
的休闲度假旅游海岛。为此, 海南省政府于同年 6
月发布《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发展规划纲要》, 海
南岛 2010—2020 年的 10 年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正
式确立。2011 年, 海南正式试点离岛旅客购物免税
政策, 6 年间, 财政部在购物金额、数量、品种和适
用对象方面做了 4 次调整, 政策四连跳引领其消费
节节增长。目前, 海南岛的离岛免税政策甚至比世界
第一大免税业市场—韩国更为宽松。而免税品的消

鉴于海岛的生态系统防御能力很低, 极易遭受
破坏且通常难以修复。因此, 采取更加有效的保护措
施, 加强海岛生态环境保护, 对海岛地区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国家层面在海岛生态环境保护上做出
的努力一直有目共睹, 其一是加强对海岛生态环境
保护的规划指导。2016 年, 国家海洋局在《全国海
岛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19]中提出“五大发展理念”,
要求在维持海岛生态空间稳定、生物多样性和推动
社区共建共享等工作任务中将“生态+”贯穿始终。同
年, 国家海洋局出台《全国“生态岛礁”工程“十三五”
规划》[20], 对海岛生态实施综合管理, 以“生态岛礁”
工程, 推动海岛生态系统健康、生态服务功能强化、
资源利用科学高效发展。其二是加大资金支持, 启动
海岛环境保护建设项目。2010—2015 年, 中央财政
共投入资金约 38 亿元支持了 126 个海岛生态整治修
复项目。2017 年, 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水污染防治
资金, 沿海省(区、市)可根据当地海岛环境保护的需
要, 统筹安排所辖海岛的污染防治等工作。其三是不
断强化涉及海洋开发的战略和规划环评提高涉海项
目环境准入门槛。

3

费能力较大, 每一次政策松绑后都激起了市场高速
增长。
我国面积在 500 m2 以上的海岛有 6 900 多个(不

海岛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制度: 制定海
岛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设立海岛环境
保护建设资金

3.1

环境约束下我国海岛管理存在的
问题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含港澳台及其所属), 其中无居民海岛为 6 528 个, 约

由于我国海岛独特的生态价值内涵大大超出海

占全国海岛总数的 94%。对于数量庞多的无居民海

岛的经济价值, 目前我国海岛立法的模式特征属于

岛, 国家在 2011 年公布了首批可供私人开发利用的

分散立法和保护优先。而长期以来采用此种目标模

海岛名录, 一方面允许海岛管理的社会投资, 扩大

式, 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整体架构对海岛专门立

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声明提到海岛开发申请资格的

法的缺失, 海岛的保护与开发不能实现全域规划,

认证, 对于任何单位和个人来说, 只要有合理的设

规范海岛开发、海岛资源保护、海岛生态保护等方

计方案, 且方案与规定的用途相符即可。特许经营政

面的具体管理法律也相对不足, 在造成开发用力过

策的开放, 让海岛得到开发利用的机会成本增大,

猛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或开发力度小于实际造成浪

实现资源效益; 同时也能统筹资源, 扩大就业, 提升

费资源等一系列乱象时, 又缺少解决问题、矛盾或

区域经济水平。目前我国已经决定将“无居民海岛名

者追责的相关法律依据。这又催生更多新的问题 ,

录制度”工作常规化, 沿海各省依据海岛保护规划和

比如海岛开发利用与资源限制的矛盾、经济建设与

海岛开发建设的实际需要, 陆续发布新一批无居民

国防建设的矛盾、地方岛屿与国家相关部门责任所

海岛开发权限名单。

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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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济条件的限制, 尤其是后期资金相对不足是

海岛居民异地搬迁管理制度不完善
海岛渔民迁徙通常时间久、距离远、涉及面宽,

而现有海岛居民社会管理制度方面又存在规范性、
稳定性风险, 尤其缺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关注, 使
得移民个体通常会有不适应安置生活、有效就业率
低等问题。比如部分老渔民因生活习惯使然, 难以留
任在安置岗位, 可能会通过自产自足的种菜、钓鱼等
劳动行为获取生活资费, 恢复渔民身份。事实上, 移

无人岛特许经营制度不能发挥效用的主要原因。此
外, 对无居民海岛的个人经营缺乏实时监管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情况。国家或相关政府管理部
门目前对无居民海岛个人经营主要集中在前期利用
申请手续以及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上,
而对经营过程尤其是开发阶段监管不足, 导致企业
经营问题后期频发, 错过补救时机, 制度的效用发

民到达目的地后, 必须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过程才

挥进一步受限。

能完成迁移, 但是居民迁移后, 社会地位的明显差

3.4

海岛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执法力度欠缺

异使其不能完全融入新的社会圈层, 另外渔村本身

虽然目前国家在海岛生态环境保护上已经出台

并不存在的房租、水费、物业服务费等各种费用, 在

一系列规划指导与保护措施, 但我国海岛生态环境

新城镇变成实质负担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可

问题依然严峻, 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岛自身基于特殊

能会使其处在社会底层位置。总之, 居民对“新社会”

的成因和复杂的水动力条件, 具有局部完整、自成体

的适应过程是复杂的, 居住地的改变只是最表面最

系、易于受扰、恢复能力差的特征, 因而普遍呈现生

基本的物质问题, 转变过程中社会地位的确立、思想

态脆弱迹象 [21]; 另一方面在于我国海岛生态系统保

的相互融汇等社会意识形态问题才是迁民的核心重

护管理执法力度不足, 影响我国海岛生态保护执法

点。但因为我国缺少相关政策法令, 使得移民在社会

力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先进技术的匮乏。海岛生态环

适应中困难重重, 海岛移民回流现象时有发生, 外

境的破坏会同时受到多因素的干扰, 甚至产生连环

迁效果欠佳。

效应, 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无法对生态破坏的原因

3.3

作出可靠分析与鉴定, 责任部门不能明确, 惩罚与

无居民海岛的个人特许经营制度效用
低下
据不完全统计, 2010 年我国审核批准开发利用

的无居民海岛数量已经超过 900 个, 其中农牧渔业
用岛 360 多个、旅游娱乐用岛 210 多个、工业及交
通运输用岛 200 多个、公共服务用岛 130 多个。但
目前成功案例稀少, 导致无居民海岛的个人特许经
营制度难以发挥效用。无居民海岛地形的复杂性使

执法也势必进展不足。此外, 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造成
的另一个影响在于, 无法在实施初期对各种规划、区
划进行环境评价时做到具体量化, 多项目建设后的
效应也无法用单个项目的论证来体现, 从而导致预
估效果大打折扣, 后期一旦出现意外状况, 追责局
面可控性相对小, 严格执法力度不能保证。

4

其先天具有开发投资额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等劣
势, 加上无人岛开发众多生态环保掣肘, 以及海岛
气候、交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 无居民海岛个人经营

4.1

环境约束下我国海岛管理制度完善
建议
法律层面: 完善海岛立法体系

困难重重, 多数在后期会陷入资金风险。对于拥有海

相关法律的完善是海岛管理的基础, 具体而言,

岛使用权的个人经营者来说, 难以为继的处理方法

应纵观我国法律体系, 从各类规范文件入手, 逐条

最后通常是申请项目破产或通过招标、拍卖、挂牌

加以完善。首先, 给予海岛保护在宪法上的根本性和

出让。项目破产意味着无居民海岛已有的基础设施

踪源性, 使得各级单位与个人充分认识到海岛保护

建设无人维护, 不仅造成投入资源的浪费, 同时也

是神圣的公民职责; 其次, 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通过

使海岛被动产生大量“垃圾”, 对海岛周边生态环境

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相互关联的部门法 [22], 比如综合

产生恶劣影响。项目出让后因为投资人的转换, 往往

考虑海岛层面的水、大气、矿产、土地、野生动物

会重新制定规划, 对海岛进行二次开发。规划的不一

等的保护, 从而补充法律上的空缺, 改革法律间的

致性, 会使已完成的建设成果存在拆除可能, 这一方

冗余; 再次, 注意在执法上的通力贯彻, 为海岛生态

面会加重海岛生态系统承载力,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项

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壁垒, 以严厉的惩治措施打击

目进展, 工作周期的延长, 使海岛风险循环加大。

蓄意破坏和践踏海岛生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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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海岛在国际方面的法律条款应该侧重军

产业, 对于打破经济限制大有助益。

事以及领土概念, 尤其是涉及国家边界与权益, 更

根据海岛类型, 可以因地制宜地构建特色海洋

需要对国际条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求证, 以确保国

生物医药产业链, 发展滩涂生物养殖, 向外提供具

家利益的最优化, 同时应加大与国际法的衔接效应,

有较高药用价值、保健价值的海洋生物, 同时扩大海

[23]

。最后, 考虑

洋生物废弃物利用, 开展鱼蛋白、鱼钙质品、鱼胶等

社会文化等细节因素的影响, 在海岛立法尤其是岛

资源的转化利用, 形成保健食品的深加工。而对于生

民迁移层面上出台政策时, 需要注重岛民社会意识

活垃圾, 可以分类进行生物转化、能源转化利用, 比

形态的维护与重建。

如厨余垃圾可以进行特殊生物养殖, 形成高价值药

使其自身能扬长避短, 不断与时俱进

4.2

社会层面: 完善岛民外迁政策
岛民外迁政策需要从官方、个人、社区和社会

层面采取措施, 打破其社会适应的瓶颈, 在部分小
岛即将整体开发时, 就进行在搬入地“落地生根”的
方针规划与实效测评, 尤其要注意海岛移民社会意
识形态的重塑。一方面, 在成立专门的移民工作小组
办公室时考虑加入人类学或心理学相关人事调动,
为政策规划的立项、实施增加社会精神考量, 让移民
最大化地解除外部环境突变带来的心理负担; 另一
方面, 也要注重在安置过程中积极重建居民社会网
络, 因为渔民赖以生存的群体资源的基础就在于渔
业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关系, 这些亲属关系、朋友关
系、地域关系、乡镇关系等社会结构关系单元以及
船东协会、岛民组织等构成海岛整体文化传承, 是渔
民社会群体状态保持的中介与载体。只有维护好岛

材, 从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24]。另外, 对于能源
利用, 可以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工程建设, 以海上风
电、潮汐为开发重点。也可以建立海水淡化、中水
回用项目, 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绿色发展。而其他高
新技术的发展可以依托建立海岛科学博物馆和生态
建设实验基地, 自主研发海岛开发建设新技术、新材
料、新能源, 也可以进行海岛海岸物理模型实验、海
岛生态修复实验为海岛的科学发展研究提供示范。
海岛研究基地的打造, 另一方面也是形成科技旅游
的基础, 通过海岛科学博物馆数字模拟、沙盘实体、
声光电及互动体验, 来展示海岛的形成以及海岛气
候的影响等等供游客参观, 将科普教育与旅游相结
合, 是旅游尤其是海岛旅游的新发展契机。
创新经济机制, 以科技源动力驱动循环经济,
是对无居民海岛特许经营资金问题解决路径的根本

民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 并且在

探索。此外, 无居民个人特许经营也需要国家在经营

新入主城市发展更高级别的扩展型社会群体网, 比

过程中加强监管, 尤其是在资金的审核与预估上加

如互通就业、新生活经验等信息, 才能提供移民群众

大关注, 才能使企业在瓶颈初期作出有效调整, 防

整体认同安全感, 重塑渔民群体社会传统, 实现精

止事态发展进一步恶化, 这是特许经营制度的进一

神维系与物质生活的真正落地。最后应给予海岛移民

步完善, 也是其强力发挥效用的重要保障。

人文关怀。可以通过成立联谊组织或区域文化活动小

4.4

组, 适当举办活动, 比如开展慰问演出或心理辅导座
谈会, 引导海岛移民与本地人民的交流与融合。

4.3

生态层面: 数字海岛模式引领技术管理
在生态保护管理技术方面, 可以尝试运用物联

网思维, 实现海岛综合信息的长期监测、实时维护和

个人特许经营层面: 创新经济机制与
加强过程监管并举

过数字海岛三维景观信息系统, 采用 SuperMap 二三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循环增长模式, 以最有效的

维一体化技术, 实现海岛全方位信息、资源共享。通

方式实现资源利用, 可以节省成本、缩小投资值, 同

过数字海岛三维模型的应用, 进行遥感图像及地形

时还可以最大化的对海岛环境加以保护, 这在一定

数据的全方位管理, 准确地还原地貌形态、地表形态,

程度上会降低政策管制, 甚至得到国家资助补贴,

植被、岩石活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因素, 对于开展

也为个人无居民海岛经营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开辟新

海岛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海岛资源与环境监测、

的解决途径。而且, 可以通过向技术引领的高新科技

评价等有积极作用。另外, 可以对道路交通、居民地、

技术产业发展, 以科技源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推进

建筑等信息进行梳理录入, 建立实时数据端口, 实

海洋循环性产业链构建、自建内部生态圈, 这是实现

现对各种海岛信息的全线监控查询, 比如地物的经

海岛可持续发展的优选模式, 也是当前投资的热门

纬度坐标、高程、地物类型等基本属性内容, 甚至可

紧急处理, 尤其对于待开发的旅游型海岛, 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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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立体模拟基础上规划设计方案, 对水平距离、空
间测量、建筑模型进行编辑, 在三维场景中进行任意
缩放、漫游和模拟飞行等, 从而达到景观虚拟呈现,
对海岛进行全方位的概览分析。对设计方案的选择
可以通过同屏多窗口对比完成, 最大化的节约成本、
提升效率。这种数字管理模式, 为海岛的生态规划、
开发提供预判, 是延续生态环境一致性和传统性的
有力保障, 也是实现海岛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 对
于研究海岛环境影响因素、模拟海岛生态发展周期
有正向引导作用, 也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海岛自然保
护区制度和构建海岛防灾减灾制度奠定基础。

5

结语
海岛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维护国家边防

安全的军事平台, 本身的研究价值不可小觑。在海洋
国际政治关系日益凸显、海洋事务日趋国际化, 以及
海洋经济日渐崛起的今天, 海洋管理俨然已经成为
国家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海洋管理制度的探
讨, 尤其是针对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制
约影响做出的优化与改进措施, 有助于打破现有海
洋管理的弊端劣势, 完善海洋管理制度立法体系、以
人性化角度管理海岛社会移民群体, 并尝试高新技
术引领管理模式创新, 来实现海洋管理的科技源动
力化、经济循环化和资源共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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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existing research on marine management in China, including the legal management of islands, is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frameworks, and the systems for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island ecosystems. There are currently a range of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cluding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adequate relocation plans and strategies for island residents, poor systems for managing individual franchises on uninhabited islands, and lack of law enforc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sland
ecosystem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the latest trends in marine management, we make suggestions and
propose measures for optimizing the island management systems in China, including improvements in island legal
system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e migration of islanders and innovative economic mechanisms and supervisory
processes. The great military,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value of islands makes the study of island management systems critical and recognition of their multi-faceted value provides impetu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slands.
(本文编辑: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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