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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小庄子镇二河口生态休闲渔业示范区
产业规划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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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十九大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袁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尧休闲渔业的建设袁是实现生态休闲渔业示范区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趋势遥课题以葫芦岛绥中小庄子镇二河口片区为例袁将生态与产业尧景观和用地有机融合袁通过水产品深加工尧冷结和冷藏一体化尧冷链
物流的规范化尧休闲渔业产业的融合发展袁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构建生态产业链袁对生态示范区的产业规划策略进行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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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背景
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用“海洋梦”托起“中国

梦”，十九大报告又一次提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基地拥有广阔的海

岸线、滩涂面积，以及丰富的饵料资源，更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所属地区

的渔业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渔业资源种类多且质量好，这些基础

条件为项目的做大做强、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中韩及北部湾渔业协定生效后以及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
略的兴起，大批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劳动从传统渔场撤出，我国海洋捕

捞业面临着转产转业的严峻考验，海洋渔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空前迫切，

急需加快海洋渔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渔业第二第三产业成为渔业经济

的最新增长点。渔区域城镇化建设和渔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也为基地的

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 基本概况
二河口渔业示范区是距离县城最近的出海口，因是小庄子河和六股

河两条河的入海口而得名，自古以来就以渔业生产著称，是绥中以及对

外的“渔篓子”。主要发展生态渔业，以渔业养殖，渔业加工业为主。把生

态渔业与旅游服务业融合，两产业合作发展，发挥沿海地区优势。海滩、

海面等旅游资源在项目区域范围内分布较广，是区域内重要的核心旅游

资源之一。现状产业较好，聚集作用较明显，核心地位突出，以渔业捕捞、

农业为基础的产业链条长，产业类型丰富、有活力。现状六股河湿地和防

护林地，生态系统完善，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生态自然景观。二河口生态休

闲渔业示范区位于葫芦岛绥中，占地面积 64.87hm2，其中居住片区
40.16hm2，工业片区 24.71hm2。基地南邻渤海海岸线，省道 213穿越居住
片区。

3 二河口生态渔业示范区建设前景
3.1 发展休闲渔业，为渔民提供新的出路
通过发展休闲渔业让渔民摆脱对水产品捕捞产量的严重依赖性，缓

解传统渔业的生产压力，给转产渔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由第一产业转

向第三服务产业，在节约经营成本的同时，保证渔民的经济收入。

3.2 传统渔业转向现代渔业
传统渔业主要是水产品的捕捞养殖活动。目前现状的二河口村计划

发展海上养殖面积 8万亩，但是渔民在养殖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品种单
一、支撑体系薄弱、组织程度不高等问题。休闲渔业在渔业资源锐减的情

况下突破了传统渔业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渔业设施和渔业资

源，给当地的渔民开拓出一条新的渔业发展路线。

3.3 开拓发展旅游资源
二河口村作为典型的渔业村，地理位置身处绥中县，为渤海经济开

发带中带，介于京津唐和沈锦葫等大城市群之间，具有良好的发展投资

环境，交通便捷，发展休闲渔业的基础好。同时，渔港建设与周边休闲渔

业区、滨海度假区相呼应，丰富当地的旅游资源。未来发展以发展休闲渔

业为依托，与其他产业相互协调，带动本地区的运输、餐饮、旅游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增强基地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的经

济建设发展。

4 规划发展与策划
4.1 规划结构

规划以渤海和小庄子河为边界，通过两条南北向的功能轴线，将生

态渔业示范区、滨海生态度假区、休闲宜居生活区、北部滨水生活区相串

联，四个区在功能布局上有交叉和互动，形成“一海一河，两轴贯通、四区

联动”的规划结构，如图 1所示。

4.2 发展主题与策划
规划园区以生态渔业、休闲旅游、特色养老、红色文化核心发展主

题。把生态渔业融入到休闲旅游中，开展渔业展销市场、渔业参观等。园

区毗邻渤海，所以充分发挥沿海优势，发展滨海旅游，开设滨海浴场、水

上乐园、游艇度假村、海边商务配套等。规划红色文化展览馆、民俗文化

体验中心等文化设施，增加园区文化特色，吸引游客，如表 1所示。
规划在全年不同旅游时段布置各式旅游产品，产品共分为 7部分。

根据全年气温的不同，不同时段开放不同的产品，如表 2所示。
5 产业规划策略
5.1 水产品粗加工、冷结和冷藏一体化

本地港口卸港的鱼货量和绥中县当地的养殖鱼货基本都需要送入

生产性冷库进行加工、冻结和冷藏。目前，渤海、黄海底层的水生物资源

已严重衰退，还不到 20世纪 50年代的 1/10，原盛产于渤海、黄海的一些
珍贵的鱼、蟹、虾、贝已相继出现了断档或绝种。为了缓解近海渔场变化

和资源衰退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远洋捕捞船队开往世界各渔场作业。因

此，发展远洋捕捞是未来渔业发展的方向。另外，随着绥中县的发展及附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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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口海产品及生鲜制品需求量越来越大。

基地建成后不仅满足本地区渔场进港卸货、补给，提供几百条渔船避风

停泊，吸引辽宁其他地区以及河北等地更多的渔船来港避风停泊、卸鱼

交易、补给。促进远洋捕捞业的发展。提高水产品附加值和渔民的收入，

增强渔港的市场综合竞争实力。

二河口休闲渔港将成为辽宁省集卸鱼、水产品及生鲜制品交易、进

口、冷藏加工、水产品物流、修船、补给为一体的综合性渔港。

5.2 冷链物流的规范化
5.2.1 冷链物流的发展

进入 21世纪，各国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
活水平提高，人们逐步向方便、舒适型的生活方式发展，直接导致对商业

储藏设备需求扩大。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大幅度提升，人们对生活的需求

也随之增长，我国冷冻产业也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机遇。

5.2.2 国内外冷链物流
欧、美、加日等发达国家内禽冷链流通率已经达到 100%，蔬菜、水果

冷链流通率也达 95%以上，而我国大部分生鲜农产品仍在常温下流通。
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业发展由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迅速向环渤海

和中西部地区延伸，冷链物流业对于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

作用渐趋明显，逐步走向规范化。

5.2.3 二河口冷链物流建设前景
水产品在物流过程中需快速流转。但由于冷链水产品消费的季节与

周期性，产品传递渠道的长度等特点，加强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建设显

得十分必要。绥中二河口休闲渔业示范区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满足本地区

渔船进港卸货、补给，同时，为水产品的冷藏、加工提供充足的货源，多渠

道的货源量使冷链物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

5.3 二河口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二河口地区依托交通区位优势、滨海、滨河旅游资源优势，第三产业

稳步发展。作为绥中县滨海城镇，二河口渔业示范区成为镇域第三产业

发展中心。随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不断发展，依托旅游业、服务业，第

三产业发展前景光明。

（1）政策支持：旅游地产持续成为绥中县的特色产业，得到政府部门
强力支持。

（2）特色渔业：打造项目周边独一无二的渔业产业园，使得其海洋资
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3）档次互补：建设该地区特色的高端休闲酒店，与当地农家院的旅
游居住模式形成互补。

（4）产业补充：打造高端的室内水上乐园及沙滩休闲服务，以填补当
地现在缺少的产业文化。

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旅游形式由休闲式旅游逐渐转向特色文化旅

游、滨海文化度假游，依靠自身生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承等，形成独

具特色的生态渔业、生态旅游风貌。

5.4 休闲渔业产业规划策略
5.4.1 大力发展游艇休闲渔业
休闲渔业是滨海旅游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活动项目，能带动滨海旅

游城市城乡一体化推进，为滨海渔村、周边海岛提供品牌比发展机遇。未

来发展规划中除保留原有“观海景、戏海水、尝海鲜、买海货”等传统旅游

项目外，二河口生态渔业示范区还着力推出冲浪、帆板、游钓、海上快艇

等一批富有特色、参与性强的现代滨海娱乐项目，使游人能够一享海洋

旅游带来的无穷乐趣。高端游客在这里可以乘坐游艇出海垂钓，喝茶聊

天、观海听涛，感受慢节奏的生活。也可为私人的游艇提供停泊港湾，享

受最高端的服务。

5.4.2 海鲜餐饮和渔家风情体验区
设置码头自助式餐厅，现场加工海鲜大排档、出海渔获体验。渔港主

题滨海商业街。主要布置与绥中传统渣业相关的文化街区。以生态、古

朴、自然街区为主，让繁忙的都市人能够放松心情，感受海洋与文化带给

我们别样的轻松。购买品尝特色海产品、参观互动参与制作、出海体验、

滩涂采挖、参观渔村部落，感受渔民生活同农民、居民同化的演变过程，

亲手编制一段渔网，再尝试摇一把绳索，保留下来的传统手工艺制作，让

游客仿佛又回到了你捕鱼、我织网的半自给自足时代。游客可自己动手

编织渔网，享渔情、寻渔忆、玩渔趣，在时空隧道中，体验把渔民的幸福。

5.5 构建滨海特色旅游区
5.5.1 沙滩旅游区
景区主要分为水上休闲娱乐区、沙滩亲水区、沙滩游泳休闲区等，以

满足游客休闲娱乐的多样需求。水上休闲娱乐区以适合大众的安全、舒

适的水上项目为主，如快艇、摩托艇、橡皮艇、水上飞行器、帆板、滑水等。

沙滩亲水区以一些沙滩项目为主，如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沙滩拔河等，

也将使游客疲惫的身心得到舒缓；面沙滩游泳休闲区，以游泳项目为主。

5.5.2 海洋主题公园
位于二河口南岸河口处，是规划区的核心人工游乐景区。区域共包

括主题游乐区和健身话施区两部分，也将作为示范区项目的标志性人工

建筑。

5.5.3 休闲商业区
打造以东西方美酒、美合体验为主题的消费区域，形成时尚浪漫的

商业氛围。游客在这里可以购买等脉服装、体育用品、海边纪念品，感受

海演特色的酒吧，品尝各式各样的海鲜，中高档健身会所、体闲会所、餐

饮美食等。同时，提供旅游团接待、购票、管理、投诉等综合服务。

5.5.4 度假别墅区
以生态度假区为主，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度假别墅、度假公

寓、分时度假村等高端物业为主要业态，采取产权独立、统-经营的模式，
以保持社区长期活力。

5.6 构建滨海特色小镇
绥中二河口休闲渔业示范区通过对渔业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把现代渔业和休闲、旅游、观光等有机地结合起

来，实现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互结合和转移，形成当地

新产业带动就业，提高渔民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进面促进相邻

两村（二河口村和团山子村）新农村城镇建设，通过探索因地制宜的新农

村医疗文化教育体系成为辽宁省新农村建没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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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主
题发展
概念

四大特色驱动

家庭+欢乐度假 生态+特色养老 渔业文化+游艇 民俗体验+红色文化
体验旅
游概念

旅游商品展销市场、
旅游超市形象店、水
上乐园、滨海浴场

疗养院

水岸风情美食
街、渔人码头、
渔村农家乐、海
钓岸钓

民俗文化体验中心、
科技展览馆

景区生
活概念

滨海酒店式宾馆、主
题旅游街区、滨海别

墅区

老年公寓、老年
人活动中心

游艇分时度假
区、水上木屋度

假村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化交
流概念

海洋科技馆、体育娱
乐中心

老年大学 海上休闲会所 红色文化展览馆

特色产
业概念

滨海廊道、海边观景
平台、特色商业街

安养景观休闲
游艇俱乐部、海
陆停泊区、栈
桥、特色码头

民俗体验中心、红色
文化展览中心

表 1 发展主题

区域 旅游产品 旅游时段

生态渔业观光 生态渔业养殖观赏、渔人码头、渔村农家乐 5-10月
滨海浴场、滨海廊
道、海边观景台

冲水滑道、沙滩游乐、滑沙、海钓岸钓 7-9月
旅游商业

旅游商品展销市场、旅游超市形象店、主题旅游街
区、特色商业街

5-10月
游艇娱乐

游艇俱乐部、栈桥、海陆停泊区、特色码头、水上木
屋度假村

5-10月
红色文化、民俗文化

红色文化展览馆、民俗文化体验中心、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全年

室内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滨海酒店式宾馆 全年

康体疗养 老年公寓、老年大学、老年人活动中心 全年

表 2 产品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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