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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政策沟通

A1 政治互信 A11高层交流频繁度、A12伙伴关系、A13 政策沟通效度

A2 合作机制 A21驻我国使领馆数、A22双边重要文件数

A3 政治环境 A31政治稳定性、A32清廉指数

B.设施联通

B1 交通设施 B11物流绩效指数、B12 是否与中国直航、B13是否与中国铁路联通、B14 是否与中国海路联通

B2 通信设施 B21电话线路覆盖率、B22互联网普及率

B3 能源设施 B31石油输送力、B32天然气输送力、B33电力输送力

C.贸易畅通

C1 畅通程度 C11关税水平、C12非关税贸易壁垒、C13贸易条件指数、C14双边贸易额

C2 投资水平 C21双边投资协定、C22 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流量、C23该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流量

C3 营商环境 C31跨国贸易自由度、C32商业管制

D.资金融通

D1 金融合作 D11货币互换合作、D12金融监管合作、D13投资银行合作

D2 信贷体系 D21信贷便利度、D22信用市场规范度

D3 金融环境 D31总储备量、D32公共债务规模、D33货币稳健性

E.民心相通

E1 旅游活动 E11旅游目的地热度、E12来华旅游人数

E2 科教交流 E21科研合作、E22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数量

E3 民间往来 E31我国网民对该国的关注度、E32该国网民对我国的关注度、E33友好城市数量、E34民众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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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建立国民海洋意识
调查评估体系”的工作任务。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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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规划
的工作任务。
受国家海洋局
宣传主管部门
委托，2016年
初，北京大学
开展“国民海
洋意识发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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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海洋意识：是指我国民众在一定时期内，对涉海相关国防、

法律、管理、生产、消费、科技、环境、安全、科普、资源、历

史、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性质、规律、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

表现为民众在海洋相关方面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National Marine Awareness 

Development Index，简称MAI）：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对一定范

围内国民的海洋意识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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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第一阶段：

指标体系构建

第二阶段：

数据采集与处理

第三阶段：

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

文献调研、专家论证、

征求民众意见、构建

网站平台……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

问卷调查、数据预处

理与计算……

建模与数据分析、结

果解读、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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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MAI
 

国民海洋意
识发展指数

 
100

A1.
海洋自然意识

（25）

A11. 海洋科普意识（5）
A12. 海洋科研意识（5）
A13. 海洋生态意识（5）
A14. 海洋减灾意识（5）
A15. 海上安全意识（5）

A2.
海洋经济意识

（20）

A21. 海洋生产意识（5）
A22. 海洋消费意识（5）
A23. 海洋资源意识（5）
A24. 海洋开发意识（5）

A3.
海洋文化意识

（25）

A31. 海洋历史意识（5）
A32. 海洋民俗意识（5）
A33. 海洋文艺意识（5）
A34. 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5）
A35. 海洋教育意识（5）

A4.
海洋政治意识

（30）

A41. 国际规则意识（5）
A42. 海洋权益意识（5）
A43. 海洋外交意识（5）
A44. 海洋国防意识（5）
A45. 海洋法律意识（5）
A46. 海洋管理意识（5）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三级指标 主题关键词

矿产资源开发与海洋工
程技术

港口、海底隧道、海上钻井平台、跨海大桥、中海
油、海洋工程

海神信仰 海神、龙王庙、妈祖、水阙仙班、四海龙王

节庆文化 开渔节、青岛海洋节、世界海洋日、中国航海日

文学作品
八仙过海、观沧海、海底两万里、精卫填海、浪淘
沙 北戴河、鲁滨逊漂流记、面朝大海

艺术创作
大海啊故乡、海贼王、南海风云、外婆的澎湖湾、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悉尼歌剧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海洋传说、龙的传说、哪吒闹海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大沽口炮台、南澳一号、南海一号、致远舰、中山
舰

社会教育 海洋公园、海洋馆、海洋世界、文化馆

国际条约
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极
条约



搜索数据：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5.66亿，使用率82.3%

微博评论：新浪微博2016年第一季度活跃用户数量达2.61亿

新闻评论：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5.64亿，使用率82.0%

调查数据：以各省重点中学高中生为对象，反映海洋教育质量

四种数据源覆盖涉海知识和态度、涉海信息获取行为、涉海话题讨论行为

共采集: 搜索指数约240万条、微博评论约100万条、新闻评论约60万条、问卷约2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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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省（区、市） 指数值 排名 省（区、市） 指数值 排名 省（区、市） 排名

1 北京 84.01 11 湖北 59.88 21 江西 57.33
2 上海 73.84 12 辽宁 59.72 22 河北 57.16
3 天津 71.57 13 重庆 59.71 23 湖南 57.03
4 海南 66.10 14 陕西 59.11 24 宁夏 56.76
5 浙江 62.99 15 广西 58.70 25 云南 56.01
6 江苏 60.88 16 黑龙江 58.61 26 贵州 55.77
7 山东 60.77 17 吉林 58.32 27 内蒙古 55.43
8 广东 60.62 18 安徽 58.06 28 甘肃 55.34
9 四川 60.49 19 山西 57.89 29 新疆 53.92
10 福建 60.28 20 河南 57.62 30 青海 53.78
       31 西藏 53.06

1
总体来看，多数省份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得分偏低

各省区市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及排名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2
地域分布上，海洋意识总体呈由东向西逐步递减趋势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地区分布 区域海洋意识指数状况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