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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东海无鱼东海无鱼””到到““渔场复兴渔场复兴””
——浙江省探索渔业可持续发展新路径浙江省探索渔业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水产微课堂水产微课堂行业观察行业观察

位于安徽省肥西县紫蓬镇的合肥正
源农业科技生态园，去年首次采用池塘
循环流水养鱼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收
益。“四个标准养殖槽，养殖草鱼4万尾，
亩产值近 80 万元，利润有二三十万元。
因为第一年干，设备投入在总成本中占
比较大。”生态园技术负责人杜存松介绍
说，“这项技术既能增产增收，又生态环
保。今年我把鱼的品种也换了，12万尾
斑点叉尾鮰小苗春节前刚刚投放下去，
盼着收成会更好。”

变“开放式散养”为“生态式圈养”

近年来，水产养殖业面临的资源环

境压力加大，倡导绿色健康养殖，推进池
塘生态改造，成为水产养殖业的大势所
趋。池塘循环流水养鱼是传统池塘养鱼
与流水养鱼技术的结合，将传统池塘的

“开放式散养”革新为“生态式圈养”，也
就是在流水养鱼槽中高密度“圈养”吃食
性鱼类。

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专家蒋军
介绍，池塘循环流水技术能够有效提高
产量，养殖槽内每立方米产鱼60～150公
斤，比其它精养鱼塘产量高出 100～
250%；同时，鱼生活在水质相对较好的高
溶氧流水中，成活率也大幅提高；饲料消
化吸收率高，病害减少，养殖过程很少或
无需使用鱼药及调水剂。这项技术还能

有效收集养殖鱼类的排泄物和饲料残
渣，实现养殖水体的零排放。

2014年，安徽开始探索池塘循环流
水养鱼技术。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联手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安徽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安徽大学
资环学院等单位，围绕池塘循环流水

“绿色养殖”模式攻关，开展养殖品种、
放养密度、营养需求、水体净化、病害
防治、质量安全、工程设施优化等方面
的实验研究。

去年，在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专家指导下，太和县王华义家庭农场去
年建成的一套池塘循环流水养殖设施，
共 3 个养殖槽，其中一个养殖槽放养草

鱼，盈利8.53万元；另外两个养殖槽放养
黄河鲤鱼，盈利11.2万元。

财政补贴促进技术推广

“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前期投入较大，
四个标准养殖槽的基建就花了15万元，
一套池塘循环流水设施花了20万元。”杜
存松说。考虑到池塘循环流水养鱼技术
的前期资金投入大，2016年安徽省农委
渔业局出台政策，每建设一组池塘循环
流水设施，财政补贴8万元。加上地方性
的综合政策补贴，部分地市每套设施的
补贴金额达到15～20万元。

今年，安徽省财政安排水产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1100万元，其中渔业绿色养
殖模式攻关示范行动300万元，重点支持
池塘循环流水养鱼技术推广。全省将新
建28个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基地，每个基
地补助8万元。

截至2016 年底，安徽已建池塘循环
流水养鱼技术示范点 45 个，流水养殖
槽 167 条，主要养殖品种有草鱼、青鱼、
鲫鱼、斑点叉尾鮰、鲈鱼等，总产能达
到 600 万公斤。“渔业提质增效、绿色发
展，急需在提高生产效率上加大创新
力度。”安徽省农委渔业局局长陈静宏
表示，池塘循环流水养鱼技术具有节
约资源、降低能耗和生态环保的优势，
发展前景广阔。 冯亦诚

日前，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
苏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印发《江苏省“十
三五”渔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
省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73万公顷左右，
标准化池塘占池塘养殖面积比重达
60%。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功率分别
压减到不超过6266艘、552525千瓦。渔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渔业经济
总产值达到3900亿元，渔业一产产值达
到1800亿元，渔业二三产比重达到50%
以上，渔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元。

《规划》提出，要积极打造陆海统筹、
南北互补，富有鱼米之乡特色、江苏特点
的“两带三区”现代渔业新格局。到2020
年，全省渔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水产品
供给安全有效，渔业装备水平和组织化

程度明显提高，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和支
撑保障体系基本形成，渔民收入持续较
快增长。捕捞强度有效控制，水生生物
资源养护和修复能力明显增强，渔业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良好、生产发
展、装备先进、产品优质、渔民增收、平安
和谐的现代渔业新目标。

《规划》明确，要围绕构建渔业产业
体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物质装备
水平、建设渔业生态文明、构筑科技与人
才高地、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提升法治化
水平、增强渔民福祉等8项重点任务，着力
实施养殖渔业提升、捕捞渔业优化、水产品
加工、渔业产业化、渔业科技创新与服务能
力提升、渔业质量安全、渔业生态文明、渔
业保障体系等8大工程。 渔协

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五龙潭湿地
公园水库是上世纪90年代兴建电站时形成的
库区，去年4月，库区200户贫困户组建五龙潭
生态农业专业发展合作社，承包水面15000
亩，放养野生河鱼40万尾。图为2月17日，捕
捞队员一网打上成百上千条大鱼，令人兴奋不
已。此次捕捞预计收获各类河鱼10万公斤，
按照每公斤16元的市场价，收入可达160万
元，户均增收5600元。 刘杰华 摄

江苏：锁定渔民人均收入3万元目标

安徽：池塘循环流水养鱼 节本又增效

放养出好鱼

吃海鲜的这些传言
是真的吗

先吃抗过敏药，就能防过敏？

答案：错误。
吃海鲜过敏是因其富含大量异种蛋白，

而不同的海产品所含的异种蛋白和引起过敏
的机理不尽相同，仅仅是皮肤瘙痒或拉肚子
的轻微过敏反应，可自行缓解，不需提前服
药；而过敏症状较重（如胸闷和呼吸困难等）
的人群，需切断过敏原，单靠药物不能预防。
此外，部分海鲜如虾、蟹、金枪鱼等，含有较高
的组氨酸，可能影响抗组织胺类的抗过敏药
发挥作用，服药期间应少吃或不吃海鲜。对
于可能引起的严重过敏症，不提倡吃抗过敏
药的做法。

生吃海鲜，寄生虫、细菌隐患大？

答案：是的。
海鲜中的寄生虫和细菌较多，最好不要生

吃。不少沿海居民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直接
蘸芥末生吃或稍微煮会儿就吃，醉虾醉蟹更是
江浙人最爱的美食。但生的鱼、虾、蟹、贝类和
海藻等海产品中会含有副溶血性弧菌，吃没有
熟透的海鲜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出现腹泻、腹
痛和呕吐等症状。

副溶血性弧菌耐热性强，80℃以上才能
杀灭；而潜在的寄生虫卵以及加工过程中沾
染的病菌，一般要在沸水中煮 4~5 分钟才能
彻底杀灭。醉虾醉蟹仅仅用高度的白酒浸
泡，不能杀灭致病微生物。因此，建议不要吃
生海鲜，一定要彻底煮熟；死虾蟹和贝类最好
不吃。

海鲜+柿子，会肚子疼?

答案：错误。
专家表示，海鲜富含的蛋白质会与水果和

茶叶中的鞣酸结合，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蛋白
质变性，引发食物中毒。而且，形成的鞣酸蛋
白再与果胶、纤维素黏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会
形成结石。但是吃生柿子、大量吃柿子、空腹
吃柿子或者与大量的牛肉、鸡肉、鸡蛋等高蛋
白食物同食，都有可能导致肚子疼。所以只
要把螃蟹煮熟，不过量吃柿子，对身体就没有
太大影响。

海鲜+维生素C=砒霜？

答案：错误。
网上传言：“海鲜中富集的五价砷化合物可

能会与维生素C反应，产生剧毒的砒霜。”实际
上，正规渠道出售的海鲜都会经过有关部门的
检测，砷含量不得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每公斤
0.5毫克，按此推算，要达到中毒效应，需要吃
150公斤海鲜和十几斤水果，这远远超过胃的
承载力。

服用止咳药吃海鲜，会引起过敏？

答案：是的。
服用止咳药后吃海鲜，可能会出现皮肤潮

红、头晕、心跳加快、荨麻疹等不适症状。这
是由组胺引起的过敏现象。部分鱼类含有较
高组氨酸，在体内经过酶的作用形成组胺。
一些药物会影响胃肠和肝脏中的单胺氧化酶
组胺的灭活，如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咳水和
复方甘草片等。

专家建议服用止咳药、康唑等西药和鹿茸
等中药期间，不要吃海鲜。停药后短期内也不
要食用。

海鲜+啤酒，诱发痛风？

答案：是的。
海鲜加啤酒之所以被称为“痛风套餐”，

是因为某些鱼类（比如沙丁鱼、凤尾鱼、三文
鱼等）、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高嘌呤，如果大
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同时
酒中的乙醇不利于尿酸的排泄，就有可能诱
发痛风。可以说，酒精与海鲜各自都是痛风
的高风险因素，加在一起是“雪上加霜”。专
家提醒，不仅是啤酒，各类含酒精的饮料，如
果不注意饮用量，也可能成为痛风高危人群
的风险因素。

图为临海市渔业现代园区

□□ 本报记者 张仁军

记者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
2016 年全省水产养殖面积 115.4 万公
顷，预计产量达404万吨，预计产值实现
582亿元。其中淡水养殖面积21.9万公
顷，预计产量 98.2 万吨，比上年增长
4.83%；预计产值 1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海水养殖面积93.5万公顷，预计
产量 305.8 万吨，比上年增长 3.95%；预
计产值427亿元，比上年增长6%。

2016 年水产养殖处于结构转型期，
辽宁加快渔业调整结构，养殖品种不断优

化，大力发展南美白对虾、河蟹、泥鳅、鲆鲽
鱼等名特优新水产品，水产品供给充裕。
大力推广生态健康养殖和稻渔综合种养模
式，通过稻渔（蟹、鳅）综合种养、海水池塘
立体混养（鱼、虾、贝、藻）、工厂化海水养殖
等模式，水产养殖进一步向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的健康养殖方式迈进。

目前，海水养殖品种结构相对优化，
市场调控机制显现，产业调整重新洗牌
基本完成，海参、鲍鱼等高端水产品市场
前景看好。随着渔业物联网的发展应
用，进一步拓宽水产品销售渠道，市场需
求旺盛，养殖利润将稳中有升。

辽宁：海水养殖品种逐步优化

□□ 本报记者 朱海洋

可持续发展——这是记者在日前
召开的浙江海洋与渔业工作会议上，听
到的最响亮、最核心的关键词。实际
上，这也是近年来支撑浙江打出渔业转
型升级组合拳的主基调。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
渔民减船转产、合理控制近海捕捞、推
动稻田综合种养等举措。对于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全国性命题，有何
解法？当把握哪些原则？作为传统渔
业大省的浙江，在近几年的先行先试
中，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统
筹资源、环境、产业、民生协调发展的转
型新路径。2016 年，农业部确定的唯
一一个国家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试点
落户浙江。

打响“史上最严护渔行动”

浙江素有“中国鱼仓”美誉，26 万
平方公里的海域中，有着众多享誉国内
外的优质渔场。但在近海渔业资源持续
衰退的趋势面前，由于过度捕捞和无序
生产，浙江也遭遇过“东海无鱼”的尴尬。
2014年，浙江宣布：启动浙江渔场修复振
兴暨“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所谓一打，即打击无船名号、无船
籍港、无船舶证书的涉渔“三无”船舶；
三整治，则指的是整治“船证不符”、禁
用渔具和污染海洋环境等违法违规行
为。为了保证任务落到实处，浙江制定
了“无缝对接”的推进机制，省级二十多
个部门和沿海六市、三十多个县纵横联
动，协同作战。

“一打三整治”，剑指“三无”渔船，
一经查实，不管大船、小船，不管本地、

外地，也不管在海上，还是在港口，一律
限期取缔。重拳之下，取缔“三无”的工
作势如破竹，仅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原
定三年的任务。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
取缔14000多艘“三无”渔船。

随着该行动的推进，浙江发现，违
规渔具量大面广，网目超标比比皆是，
已成为继“三无”渔船之后，东海渔业资
源的“头号杀手”。2016年浙江调整战
术，从以打“三无”为主，转向“打三无、
治渔具、促转产”并举。数据显示，去年
浙江共取缔违禁渔具 20 余万顶，查处
违法案件 2104 起，移交司法处理 141
起、移送 530 人，各项指标均超过前三
年总和，被誉为“史上最严护渔行动”。

围绕基层亟需破解的“船怎么造、
网怎么治、油怎么补、养老怎么保”等现
实问题，浙江相继制订出台 30 多项配
套制度。最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如何解
决上岸渔民转产问题，浙江做出了一系
列部署。浙江摸清家底，分门别类地安
置好退捕渔民：有技能的“找出路”，比如
到周边渔船、商船务工；能转产的“寻生
路”，搞养殖，办渔家乐，开民宿，不少地方
还推出专门的转产扶持政策；实在转不
了的则“留活路”，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
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险政策。目前，全
省核定的11万传统海洋捕捞渔民中，已
有超过55%参保或享受生活补贴。在这
套组合拳下，2016年底，根据监测数据显
示，浙江渔场渔业资源首次出现恢复迹
象，东海渔场的“复兴之路”迎来了曙光。

从“放水养鱼”到“放鱼养水”

重构渔业资源管控的新秩序，目的
在于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转型发
展。对于怎么养？浙江有着“独门绝

技”——渔业转型促治水。据估算，通
过实施江河湖库增殖放流、养殖塘生态
化改造和稻鱼共生轮作减排“三大工
程”，去年浙江共减施化肥 2700 余吨、
农药200余吨，消纳总氮4000余吨、总
磷400余吨。

江河湖库增殖放流，既能实现资源
的恢复，还能有效改善生态源头地区的
水质。以 30 亩池塘为一个单元，三条
流水养殖槽仅占总面积的 1.6%，其余
全部作为水质净化区。别看流水槽只
有区区330平米，但养殖量高达92吨之
多，折合成每亩产量，是传统池塘的三
倍。这种模式节水、减排，且省工、省
电，全程投喂配合饲料，养殖废水体零
排放，整个池塘始终保持良性的生态循
环。由于槽内水体流动，好比鱼儿一直
在“跑步”。根据计划，今年浙江将增殖
放流水生生物苗种10亿单位。

在养殖方式上，浙江所推崇的养殖
塘生态化改造和稻鱼共生轮作模式，使
得一大批池塘循环水养殖和生态养殖
小区涌现，取代了过去的甲鱼温室、山
塘水库网箱及施肥养鱼等落后产能。
到去年底，全省已建成300多条养殖流
水槽，今年还将增加近百条。

稻田生态种养，将水稻和鱼、虾、
鳖、泥鳅等水产品共作，既能实现生态
循环，也能大大增加种粮效益和发展空
间。在嘉兴，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池塘
多品种种养结合模式，虾塘种稻比例
60%，甲鱼塘种稻比例50%，最高每亩可
生产水稻500公斤。现在，浙江全省综
合种养面积已超过27万亩。

从“卖产品”到“卖生活”

转型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过去，渔

业发展靠拼资源与要素消耗；如今，
更绿、更美固然重要，但更富也是应
有之义。换句话说，如何寻找和激发
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这是转型升级
的必解课题。浙江的战术是通过创建

“渔业转型发展先行区”，植入新产品、
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等“八个新”，
来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

温州苍南后槽村，本是一个偏远的
小渔村，退捕后，这里的渔民以众筹的
方式组建了海螺度假村，用沙滩和海鲜
吸引了大批游客，起初试营业阶段，每
天营业额就有7万元。通过全面整治，
象山港区的生态正逐渐恢复，海水变蓝
了，久违的海鸭也回来了，现在，边品海
鲜、边赏海景，这种休闲方式成了当地
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在东海海岸线，越来越多
的海岛渔村依托自然风景、渔家风情、
海鲜美食等，成了旅游者的向往之地。
可以说，休闲渔业开启了上岸渔民的新
生活。为了引导发展这一产业，不少地
方纷纷出台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甚至有
些还专门为转产渔民量身定制。

东部沿海突出“海味”，在浙江的西

部山区和平原地区，则主打绿色和趣
味，一方面供应优质水产品，另一方面
提供短途休闲观光。通过打通产业链，
从过去的低价卖产品，变成了卖风景、
卖生活。衢州下辖的开化县地处钱江
源头，千百年来都有门前屋后养殖“清
水鱼”的传统。如今，通过渔旅结合和
产城融合，让小小“清水鱼”再现勃勃生
机。走进当地众多清水鱼养殖特色村，
一排排新房依山傍水，一座座石砌坑塘
沿溪而筑，全县 5000 多户农民实现了
家门口增收。吃鱼、赏景，临走时再提
上一大盒鱼干等休闲加工产品，开化正
逐步实现从“清水产品”向“清水经济”
的华丽转身。

如今在浙江大地上，渔业一二三产
高度融合的新业态，正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正勾勒出一幅“绿色生态慢生活”的
田园、海景诗画。浙江计划到“十三五”
末，创建30个区域性“特色渔村”，这些
渔村集海洋与渔业文化、旅游观光、休
闲养生为一体，在不断满足消费升级需
求的同时，也将为渔民持续稳定增收开
辟新渠道。全面建成“生态秀美、产业
绿美、生态和美”的新渔区的美好愿景，
不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