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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
京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出席了
峰会，将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首次提出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全球战略推向了新的高潮。
“一带一路”是我国加强改革开放、加快全面崛
起的重要战略举措，意义深远。自2015年6月国家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后，各地相继掀起了“一带一路”建设
热潮。

一、立足向海经济，建设面
向东盟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桥头堡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北海市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应以
海上丝路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复兴海上
丝绸之路辉煌。
2017年2月，《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获

北海市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现代

批。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北部湾城市群应以共建共保

对接东盟国际合作的门户，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应当如

洁净海湾为前提，以打造面向东盟开放高地为重点，以

何把握历史机遇，利用先天优势和条件，加强国际合

构建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为基础，发展美丽经济，建设

作，在区域竞争中精准定位、跨越发展、共赢发展？

宜居城市和蓝色海湾城市群，充分发挥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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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天地阔，扬帆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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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创新机制，发挥优势，抢占东盟经贸合作门户高地
北海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地理区位独特，各方面优势突出。北海是中国西部唯一

高

具备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的城市，拥有优良的港口条件，是大西南地区主要出海通道、通往
东盟最便捷的口岸之一，也是我国西南经济圈、华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北部湾

标准定位

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广西沿海增长极的核心，拥有极佳的区位和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北海
作为国内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具备北部湾经济区、北部湾城市群的政策优势，良好的自

高

然生态环境和城市环境，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为支撑，在北海湾城市群中
区域竞争力突出、发展潜力大。

水平建设

北海要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承担桥头堡重任，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机制，
抢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门户高地。

高

质量管理

北海应面向东盟，全面加强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间的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活
动，积极承担国际性的区域服务基地、合作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努力建成我国西南沿海的
重要门户和对外开放新窗口。同时，应进一步加快北海核心竞争优势的构建。一方面加强与
东盟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性港口物流、商贸会展、休闲度假、文化娱乐等区域职能
培育，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企业互相投资和跨国贸易提供专业化的平台服务，努力提升
北海的国际职能与地位；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北海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以向海经济
为主导，鼓励海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提升和转型，促进北海市城市综
合竞争力提高，确立北海市在东盟经济圈中的桥头堡地位。

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作用和对沿海沿边开放互动、东中
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独特支撑作用。

面，准确提炼北海市的国际定位，建设面向东盟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桥头堡。同时，从北部湾经济

具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应写好新世纪海上

区、北部湾城市群、大西南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等

丝路新篇章；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

层面，精准定位城市的性质和职能，为北海市在“一带一

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大开放大开发，进而

路”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设立好高标准的目标。

复兴，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

高水平建设。要做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桥头堡，北
海市必须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以高水平的城市建设作

可见，北海市推进“一带一路”的突破口，在于立

为支撑，以宜居城市、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全域旅游

足向海经济，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着手，加强国际

示范城市、国家生态市、海绵城市等为发展目标，高水

开放互动、合作交流。同时，应积极发挥区位优势，全

平规划、高水平建设。

面对接东盟，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高地，承担起“一带
一路”建设中面向东盟经济圈的桥头堡重任。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而言，北海市的“一带一路”建
设应做到三个“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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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研创新园

同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海的调研中指出：北海

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70

高标准定位。从国家全球战略、国际区域合作等层

高质量管理。以智慧城市、生态文明城市等为目
标，通过实施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等措施手段，以依法
治理为原则，通过现代化的城市经营、城市治理理念，
高质量管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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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水天一色。（蓝建强/摄）

（二）港城融合，跨越发展，构建大北海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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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建国家生态市

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生态文明、舒适宜居、社会和谐的
“国家生态市”。

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服务水
平，建成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治安良

北海市的城市格局具有典型的港城同步发展特点。

北海的生态环境优势突出，是国内外知名的养生度

在向海经济时代，应在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策略指导

假胜地。碧海、蓝天、白云，以及清新的空气、干净无

（四）文化引领，海城相依，构建特色魅力之城

下，进一步创新机制，盘活经济，跨越发展。

污染的河流水系、绿树环绕的城市，已成为北海城市发

北海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以滨海风光为特色的旅

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增强北海中心城市的综

展的核心特色和竞争优势。作为滨海旅游城市，生态环

游城市。应进一步整合自然环境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

（六）高端引领，全域旅游，打造国际度假胜地

合竞争力，引导市域产业、人口、区域交通设施等要素

境是北海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是城市的吸引力、竞争

以“南珠文化”、历史文化名城为基石，加强本土文化

北海市旅游资源丰富，气候舒适，空气清新，曾

向核心区集聚，强化对市域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依托

力、驱动力之源，进一步强化“生态、绿色”理念，对

的挖掘、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充实现代城市发展活力，

多次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十佳宜居城

港口资源、生态资源发展向海经济，在中心城区和铁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海城相依的格局建设高质量滨海旅游城市，彰显城市

市”。

特色，构建与自然格局相适应、城市特色鲜明、地域文

好、生态环境优良、居住舒适的全国文明城市、智慧城
市、现代化的国际旅游城市。

北海市的旅游发展，应坚持高端引领，以推进全域

港区之间建设向海新区，通过海洋产业、临港产业的发

北海市属于桂南丘陵台地生态敏感区和近岸海洋生

展实现港城之间的互动，加强中心城区与向海新区、铁

态敏感区，生态资源敏感，容易遭受破坏，坚持“生态

山港城区、合浦县城间的职能分工和互补合作，完善相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更显得尤为重要。北海的城市化

（五）完善公服，优化基础，建设现代活力之都

相关基础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延伸海上旅游航线，发

互间快速通道，发挥海陆空综合交通资源优势，促进整

进程，应坚持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持续发

以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服务品质为城市发展的核心

展邮轮旅游，推进石步岭国际邮轮母港和涠洲岛邮轮停

个大北海市域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和整体协调发展。

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注重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注

策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

靠港建设，尽快开通直飞东盟各国主要城市航线，多方

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滨海地区为纽带，以景区景

重生物多样性维护，注重海洋资源维护，有计划有步骤

市支撑系统的承载力。优化城镇建设路径和空间布局，

联动开拓跨国旅游线路，同时结合滨海高端度假酒店群

点和特色小城镇为亮点，以构建“中小城市创新发展样

逐步实施生态修复，以创建“国家生态市”的为城市生

促进土地集约紧凑利用，旧城疏解与新区建设同步发

等城市高端旅游产业建设，引领城市旅游产业升级。

板”为动力，构建以北海市中心城区为主，以铁山港城

态标准。

展，空间拓展与资源挖潜并行，产业调整与功能完善齐

同时，进一步加快实施全域旅游大会战，通过城市

化突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充满滨海魅力的城市。

旅游为核心策略。依托高端旅游度假地建设和客运港口

区和合浦县城为辅，以特色小城镇为补，港城融合、

同时，应将城市修补作为城市同步升级完善的重要

举，努力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尽快

绿道网、街头绿地改造、开放式街区建设等手段，全面

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的大北

手段，推进城市违章建筑治理,修复城市设施，改善空间

形成职能清晰、服务完善、设施现代、城市活力洋溢的

提升城市整体景观风貌建设水平，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

海格局。

环境，优化城市景观风貌，提升城市特色和活力，最终

现代城市形象。

级和创新发展，强调国际性的建设标准及世界级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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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脉络，以国际机场为热点，以国际港口为口岸，以高速公路为补充的立体交通网
络，为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经济、文化、产业、商贸物流平台构建物质基础。
北海在建设“南拓北进”，面向东盟、辐射我国西南及中南部地区的商贸物流
枢纽中应重点突出三方面内容：一是建设服务于“三南”地区大宗散货中转枢纽，
二是建设服务于桂东、粤西地区新型制造业发展的物流基地，三是建设中国与东盟
特色商品贸易集散中心与经贸合作交流平台。
北海应积极向南，往东盟拓展，积极推动北海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商贸合作。充
分发挥北海门户区位优势，力争形成辐射广西、全国乃至东南亚的水产品、特色农
产品、电子产品、旅游商品等商贸市场，建设信息化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将北海打
造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重要的商贸基地和现代物流中心、中国-东盟经济
合作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最终形成中国—东盟的高端经贸合作交流平台。
同时，北海应积极“北进”，加强与贵州、四川、重庆、云南以及湖南等省份
打造，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设施和服务水平，将北海建设为衔接国内和东南亚旅游的

合作平台，积极开展面向国际多区域的旅游协作，打造成

中转节点、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承担东盟旅游集散中心

为北部湾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城市，努力建成具有全国乃

职能。

至世界影响力的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城市。
加强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强化东盟跨国无障碍

流枢纽

旅游合作，简化出入境手续，建设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免

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第三大

签、免检通道，促进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短期免签证旅

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对双边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

行，以简化国际商务旅行程序，提高效率，加强与防城

响。北海与东盟的地缘关系密切，并且海陆空交通便捷，

港、钦州、下龙湾、岘港、芽庄、富国岛、美奈、芭堤

具备建设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枢纽条件。

雅、普吉岛、兰卡威岛、沙巴、西巴丹岛等城市之间的旅游
合作，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

74

（七）南拓北进，海陆空并重，建设国际商贸物

北海应进一步加强海陆空一体的“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工作，加快推进合浦—湛江高速铁路、北海北

的物流合作。建立北海港与这些腹地地区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加快推进港口升级
改造工作，完善设施，加强港口物流建设，提升港口服务水平和效率，同时加强铁
路、公路等运输通道的建设，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形成便捷高效的港口物流系统，
巩固大西南出海通道地位。
加强与钦州、防城港、湛江的功能对接和产业合作。依托高铁和高速公路交通
通道建设，促进港口物流、临港产业、海洋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着力加快推动与北
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城市协调共进。

（八）承东接西，立足向海经济，构建国际产业合作链
目前北海市的产业现已基本形成了“旅游+工业+海洋经济”的三驾马车齐驱的
局面。北海以旅游产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曾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城市。北海市的工业产业基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临港新材料
为主导的三大产业体系。海洋经济也是北海的强项之一。

积极申请设立免税商店等旅游刺激政策，加快建设一

站建设，加快北海新机场建设，加快建设邮轮母港和拓展

北海是与广西和北部湾经济区中最接近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具有两广门户的

批旅游购物中心，加强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提高接待

国际客运港航线，提升合浦—湛江高速公路，形成以高铁

区位优势。未来北海市应进一步承接珠三角的东部产业转移，推进面向大西南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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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俱是法门
——现代佛寺

刘阳：以“率性”的方式，做“煽情”的设计

设计

_银滩。（黄少文/摄）

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力争将北海打造为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平台、中国对
东盟直接投资的管理-研发中心、中国—东盟现代海洋产业基地、中国—东盟现代农业产业和
集散基地，大力加强北海与东盟国家之间产业合作，促进双边相互投资，形成完整的国际产业
合作链。

（九）创新实践，优化结构，探索向海经济新模式
向海经济应成为北海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这是北海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也符合北
海的城市发展方向。
北海应打造以向海经济为引领的新产业模式，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对东盟具
有核心辐射力，高端制造业、智能产业、数据产业、生物制药等高附加值产业和核心竞争力
产业，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坚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模式，坚持不简单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思路，在向海经济的道路上“先试先行、创新实
践”，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向海产业道路。

三、结语
总而言之，北海的“一带一路”建设，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只有构建一个双向健康
循环的合作机制，才能促进北海与东盟之间的交流互通、共赢发展，才能把握历史机遇，实现
城市的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才能实现北海在“海上新丝路”建设的大潮中再扬帆、再起航、
再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书写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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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现代服务业产业链建设，以及面向东盟国家的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向海经济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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