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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厅

寻甸县“稻鱼共作”模式
寻甸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水资源充沛，全县适宜
稻渔综合种养的稻田面积有 1666.67 公顷。自 2008 年
起，寻甸县开始推广稻渔综合种养，采取“稻鱼共生+扶
贫”的方式，
收到了良好效果。
寻甸县胜利村委会半弓田村，有 34 户人口，建档立
卡贫困户 7 户，是典型的贫困村。村民大多是八十年代
末期，从边远山区移民过来的彝族群众，由于文化程度
较低，没有什么技能，他们祖祖辈辈只会在山上种土
豆、玉米、苦荞等农作物，生活很困难。为了帮助该村
群众脱贫致富，当地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开展稻渔综合
种养技术培训，为村民免费提供鱼苗和技术指导，推广
稻鱼综合种养。该村有 20 户参加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10 公顷。
对半弓田村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10.5 公顷，常规水
稻（未养鱼稻田）5.59 公顷的对比测产显示，常规水稻
种植产值仅为 33750 元/公顷，稻渔综合种养比常规水
稻增产鲜鱼 259.5kg/公顷，增产稻谷 315kg/公顷。按
鲜鱼 60 元/kg、稻谷 3.5 元/kg 计算，可增产值 76650 元/
公顷，扣除养鱼及小工费等成本 1650 元/公顷，纯收入
为 75000 元/公顷。稻渔综合种养较常规水稻种植效益
增加 1 倍有余。半弓田村合计增收 27.5 万元，户均增收
1.3 万元。
稻渔综合种养切切实实增加了百姓收入，尤其是
带动贫困户脱贫效果显著，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真正
达到了以粮为主，以鱼促粮，生态优先，产业脱贫、精准
扶贫的目的，通过一田多收和一水两用，稻田逐步形成

最大的季节性人工湿地，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三赢，
是有效的农业产业脱贫模式。

哈尼梯田“稻鱼鸭”模式
哈尼梯田稻渔综合种养产业扶贫工作，已构建了
“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科技推广单位支撑，贫困户参
与”的发展机制。元阳县呼山众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哈尼梯田稻渔综合种养的运营企业，同时也是示
范区管理经营主体，有效开展“稻鱼鸭”综合种养模
式，取得了很好成效。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是一家集农产品种
植、水产畜禽养殖、销售于一体的农业龙头企业，公司
成立后，按照《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哈尼梯田稻鱼综
合种养示范基地共建协议》，积极开展稻渔综合种养配
套工程建设工作。
2017 年，元阳县呼山众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
的哈尼梯田“稻鱼鸭”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共投放福瑞
鲤 和 芙 蓉 鲤 鲫 鱼 种 4364kg，平 均 每 公 顷 放 养 鱼 种
300kg。
对示范基地随机选择两块稻田进行现场实割实
测，结果为平均每公顷产梯田红米 6159kg，以 7 元/kg
计，产值 43113 元；每公顷产鱼 642kg，以 50 元/kg 计，
产值 34240 元；预计每公顷产成鸭 368 只（包含 30 只公
鸭），第一年产蛋 28350 枚，2 元/枚，产值 56700 元；成
鸭 60 元/只，产值 20700 元。四项合计亩产值 152613
元，扣除种养成本 65550 元，净利润 87000 元/公顷。
开展哈尼梯田稻渔综合种养，
有利于充分挖掘梯田
资源品牌优势，发展梯田系列品牌农产品，提高梯田产

出率，
发展高效农业，
丰富城乡菜篮子市场，
满足社会需
求。又可保证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并对保护哈尼
梯田世界文化遗产，
促进旅游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结
合。田里养的鱼、鸭可摄食稻田里的浮游生物、底栖生
物、水生昆虫、微生物等，从而减少饲料量，促进鱼、鸭
的生长。另一方面，通过鱼、鸭的游动、采食和排泄等
活动，可以抑制杂草生长和疏松土壤，增加有机肥，有
利于水稻生长，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从而减少环境污
染，形成生态良性循环。
元阳县呼山众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建设鱼苗良
种繁育基地和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为突破口，秉承
生态、绿色、休闲、观光、科普为一体的发展理念，着力
打造农旅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政府引
导下，该公司采取“六统一”方式，即统一品种、统一收
购、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与农户所成立的农
业合作社签订产品收购服务协议，在带动产业规模化
发展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为提高农户的专业种养水平，充分调动农民生产
积极性，公司以“基地+农户”为载体，在田间地头发放
稻渔综合种养资料，根据生产阶段农时季节特点，邀请
技术专家开展技术培训，做好试验示范工作。2017 年，
培训人数达 400 余人，农户参加稻鱼鸭综合种养模式积
极性大大提高。
2018 年 1 月 30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首批 33 家国家
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名单，元阳县呼山众创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示范基地获批第一批全国国家级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区（山区型），是云南省当前仅有的两家国
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之一。

现场观摩景泰县盐碱水渔农综合利用

盐碱荒地开鱼塘 生态、扶贫共赢
（上接一版）自 2016 年起，景泰县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盐碱地治理，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
究所等科研单位紧密合作，签署科技合作协议，并联合
成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盐碱水域渔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景泰分中心，与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黑龙江水产
研究所等建立合作关系。利用盐碱回归水和弃耕撂荒
地，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和渔农综合利用，变害为利，变
废为宝，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景泰县盐碱水渔农综合
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果，现代渔业建设呈良好发展态
势，渔业助力脱贫效果逐步显现。目前，全县发展戈
壁渔业 19 处，承载企业 28 家，全县水产养殖面积已达
到 1 万亩，预计 2018 年水产品产量达到 500 万斤，实现
产值 7200 万元。技术模式不断创新，养殖品种已从鲤
鱼、草鱼等大宗品种，扩大到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
河蟹、梭鲈、鳜鱼等多个品种。盐碱地渔农综合利用、
稻渔综合种养、池塘养殖、流水养殖、集约化温棚养殖

等多种模式逐步形成。
“ 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
扶贫模式不断完善，累计带动盐碱区 2000 多名贫困人
口实现稳定脱贫，贫困户户均增收 2400 元，盐碱水渔
农综合利用扶贫景泰典型模式已经形成。生态效益
日益显现，景泰县盐碱区开挖渔塘后，周边地下水位
迅速下降，再造新田 PH 值由 8.8 下降至 8.2，盐分由
1.40%下降至 0.60%。
李书民副局长对景泰县盐碱水渔农综合利用工作
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在景泰实施的“挖塘降水、抬土造
田、渔农并重、修复生态”的模式有效可行，是我国盐碱
水渔农综合利用的一个集中缩影、成功典范，为推进甘
肃省以及我国西部内陆地区盐碱地渔农综合开发利
用、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做法和经
验。我国盐碱地资源总量近 1 亿公顷，遍及 19 个省、市
和自治区，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大力拓展渔业发展空
间，同时也要把盐碱水渔农综合利用开发利用作为盐
碱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快推进。下

一步，按照中央扶贫工作精神，要积极推广盐碱水渔农
综合利用扶贫典型模式（景泰），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组
织与农户有效对接，推进精准扶贫。要紧密依靠科技
力量，发挥盐碱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景泰分中心
作用，加强技术攻关与平台建设，逐步解决尾水处理、
病害防控、苗种检疫、节约用水、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
等问题。要积极争取各方支持，推动各类扶贫资金向
盐碱水渔农综合利用倾斜。要创建品牌，拓展市场，打
造集养殖、加工、休闲垂钓、餐饮、旅游为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加强经验总结与
分析，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服水土、接地气的产业
扶贫案例，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以点带面推动渔业扶贫
工作开展。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有关省（区）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以及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等各方面的代表和专
家，共 10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弄潮十五载 接力绘深蓝
——追寻“八八战略”
引领的浙江渔业十五年
（上接一版）
近年，浙江省逐步加大了对海洋牧场建设的投入，
出台大量政策给予扶持。浙江省委省政府发文《关于
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将建成 6 个海洋牧场，累计增殖放流各类水生生物
苗种 100 亿尾（粒）”。此外，自马鞍列岛、中街山列岛和
渔山列岛成为浙江省入围的首批 20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之后，由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提出的《关于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实施人工鱼礁建设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中，将南麂列岛、大陈、洞头海洋牧场也列入十三·五规
划，逐步申报国家级海洋牧场。浙江开展海洋牧场建
设，是保障沿海渔民群众长久生计、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浙江的有效
途径之一。

转产转业 提升渔民收入水平
2006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习近平就“十一五”时期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问题到舟山进行调研。他强调，
发展
海洋经济，绝不能以牺牲海洋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一定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
针，
全面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东海是浙江的资源宝库，共抓东海生态大保护，已
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浙江，海洋捕捞渔业既是地方经济重点产业，也
是沿海渔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2001 年，
浙江率先在
全国出台相关政策，启动减船转产工作。2016 年底，浙
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出台了《关于印发海洋捕捞渔民减船
转产实施方案的通知》。该方案的实施范围涉及全省纳
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的所有海洋捕捞
渔船，方案明确指出，2015-2019 年，浙江共要压减海洋
捕捞渔船 2580 艘、总功率 43 万千瓦。这意味着，未来 5
年浙江省将削减 12.4%的渔船和 12.8%的功率。
浙江在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歇。各地积极推动捕捞渔民
搞养殖、渔家乐等形式，转产转业的先进典型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的休闲渔业方兴未
艾。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大花园和美丽乡村建
设总体部署，休闲渔业正成为浙江渔业转型升级、渔村
转美变富、渔民转产增收的新增长点，也成为浙江渔业

产业链条上异军突起的一颗新星。
风暴潮等海洋自然灾害多发区，渔港建设对于提升沿
据统计，2017 年，浙江拥有各类休闲渔业经营主体
海地区的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对于维护渔民的生命财
2406 个，从业人员 2 万余人，休闲渔船 786 艘，休闲基地
产安全、促进渔区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面积达 28 万亩、人文景观景点 467 个、专业礁（船）钓项
2008 年“桑美”台风期间，习近平曾作出重要批示：
目 2269 个,休闲渔业总产出 24.3 亿元，接待游客人数 “宁可十防九空，决不能万一失防”，这在一定程度上强
1233.3 万人。创建国家和省级休闲渔业知名品牌 202
调了构建防灾减灾体系，
渔港建设必不可少。
家，其中国家级最美渔村、休闲渔业示范（精品）基地和
近十年来，浙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批示精神，
有影响力的节庆赛事 13 家，省级休闲渔业示范（精品） 全面实施了“十一五”、
“十二五”标准渔港的建设，渔船
基地 80 家。
的停泊、避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有效缓解了渔船回港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引导各
航程远、
避风难、
安全保障低的局面，
基本解决了基础设
地充分发挥海岛、渔港、渔村等自然资源优势和民俗文
施落后、港池有效避风面积严重不足、服务功能偏低等
化等人文资源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结合休闲
的问题，
在防灾减灾、
服务渔区、
方便渔民和保障渔业安
渔船发展规划制定，推进整岛、整村规划，满足游客“吃
全生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工程绩效明显，
为
“平安浙
渔家饭、住渔家屋、干渔家活、享渔家乐”的消费需求， 江”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渔港建设投资力度、建设
着力打造休闲渔业新业态、丰富休闲旅游项目，建成了
标准、
项目管理水平等方面，
均走在全国前列。
一批集渔味浓厚、渔文化丰富、渔旅结合的最美（特色）
根据 2016 年渔港普查数据，浙江现有渔港共 208
渔村。
个，
其中中心渔港 10 个，
一级渔港 18 个，
二级渔港 35 个，
与此同时，浙江省局还在制度建设上开全国之先， 三级渔港 43 个，等级以下渔港 102 个。这些年，浙江的
率先出台《浙江省休闲渔业船舶管理若干规定》、
《浙江
渔港设施逐步完善，
服务功能有效提升。通过渔港基础
省休闲渔业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使用体验式拖网
设施的建设，切实改变了渔船停泊和避风的落后局面，
渔具的休闲渔船过渡期管理办法》等三个配套文件，解
提高了渔船聚集度。因通讯、监控、航标、气象、水文观
决休闲渔船发展过程中行业管理滞后、安全隐患频发、 测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建设，
拓展和提升了渔港管理及
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进一步规范休闲渔船管理，提
服务功能，
提高了工作效率，
降低了执法成本，
特别是加
升行业服务水平。
强了休渔期渔船管理和防台减灾指挥调度。
此外，远洋渔业也是可圈可点。浙江是中国远洋
渔港的建设和发展，带动了渔区水产品交易流通、
渔业创始省份之一。经过 30 多年摸索与实践，远洋渔
冷藏加工、生产补给、休闲渔业等二、三产业迅速发展，
业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浙江的优势产业。2017 年全省
为渔民从事渔业加工、流通和服务创造了条件和就业
远洋渔业产量 49.5 万吨，捕捞产值 60.3 亿元，其中鱿钓
机会。浙江定海西码头中心渔港、宁波石浦渔港、温岭
渔业产量 32.8 万吨，产值 36.1 亿元，分别占全国鱿钓产
中心渔港及洞头中心渔港等渔港的产业迅速聚集，已
量、产值的三分之二，稳居全国首位。拥有农业农村部
成为建设现代渔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区的重要载
远洋渔业企业资格的企业 41 家，远洋渔船 661 艘，从事
体，带动了沿海重要渔区经济的发展。
远洋渔业渔民 1.7 万余名，远洋企业数、远洋渔船数、远
此外，浙江通过标准渔港建设，强化了渔港安全保
洋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国四分之一。
障能力建设，大幅度提升渔港的安全标准，给渔船和渔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渔业的三产融合也形成了风
民建造一个安全的“家”，满足渔船安全避风和休渔期
起潮涌之势，海上一线保鲜、休闲渔业、水产电商等新
停泊，
真正解决渔民民生问题。
业态势头强劲。
钱江潮涌，东海逐浪。
“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
渔业发展方式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生态优先的发
展理念得到全面彰显。接下来，浙江将进一步优化渔
防灾减灾 渔港建设必不可少
业资源管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断突破新技术、研
渔港是渔民生产、生活最重要的后方基地和渔船
发新成果，有效解决渔业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开启环境
最重要的避风场所。浙江既是渔业大省，也是台风、 友好、资源节约、高产高效型渔业发展新道路。

海水产品

水产品
淡水产品

据对全国 80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价格情况监测统计，8 月份全国水产品综合
平均价格为 23.33 元/公斤，环比下跌 2.22%，同比上涨 1.90%。另据可对比的 57 家水
产品批发市场的成交情况监测统计，2018 年 8 月份全国水产品市场成交量额双增。
其中，成交量为 78.87 万吨，同比上涨 0.32%；成交额为 196.57 亿元，同比上涨 2.18%。

海水产品价格情况

8 月份，海水产品价格为 41.65 元/公斤，环比下跌 5.75%，同比上涨 4.78%。
海水鱼类价格环比下跌，同比止跌微涨。据监测，海水鱼类价格连续 5 个月增幅
收窄，本月呈负增长，环比下跌 3.61%；同比微涨 0.09%，结束连续 4 个月下跌走势。
分品种看，海水鱼类品种价格跌多涨少，除带鱼本月价格 28.35 元/公斤，环比上涨
0.47%外，其余品种价格均有下跌，跌幅较大的有：小黄鱼本月价格 145.39 元/公斤，
环比下跌 6.20%；银鲳本月价格 114.01 元/公斤，环比下跌 6.05%；海鳗本月价格 40.22
元/公斤，环比下跌 5.40%。
海水甲壳类价格环比大幅下跌，同比上涨势头良好。据监测，海水甲壳类价格
延续上月下行走势，环比下跌 12.42%，跌幅较上月扩大 8.3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7.35%，增幅继续保持增长。分品种看,海水甲壳类品种价格环比普跌，其中，梭子蟹
本月价格 141.36 元/公斤，环比下跌 23.11%外，其余品种均有不同幅度下跌，跌幅区
间维持在 3%-10%。
海水贝类价格环比微涨，同比连续 8 个月保持上涨。据监测，海水贝类价格保持
平稳，环比微涨 0.15%；同比上涨 5.78%，连续 8 个月保持正增长。分品种看，海水贝
类品种价格环比波动幅度不大，全部 6 个品种涨跌幅均保持在 1.5%以内。
海水头足类价格环比微跌，同比继续高位增长。据监测，本月海水头足类价格
有所回落，环比微跌 0.14%；同比上涨 12.58%，连续 12 个月保持上涨。分品种看，除
鱿鱼本月价格 34.74 元/公斤，环比微跌 0.33%外，墨鱼和海蜇价格均与上月持平。
海水藻类价格环比和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跌。据监测，海水藻类价格延续上月
下滑走势，环比和同比分别下跌 5.26%和 3.77%。分品种看，海带本月价格 7.00 元/公
斤，与上月持平；紫菜本月价格 84.41 元/公斤，环比下跌 8.17%。

淡水产品价格情况
8 月份，淡水产品价格为 16.40 元/公斤，环比上涨 2.49%，同比下跌 1.07%。
淡水鱼类价格环比微涨，同比连续 5 个月下跌。据监测，淡水鱼类价格保持平
稳，环比微涨 0.43%，同比下跌 6.06%，连续 5 个月维持在下行区间。分品种看，涨跌
幅较大的有：鳜鱼本月价格 78.01 元/公斤，环比上涨 4.05%；鲢鱼本月价格 7.17 元/公
斤，环比上涨 2.20%；黄鳝本月价格 56.70 元/公斤，环比下跌 1.57%，其余大宗淡水鱼
价格环比涨跌幅均保持在 1.5%以内。
淡水甲壳类价格环比增幅扩大，同比继续保持上涨。据监测，淡水甲壳类价格
延续上月回暖态势，环比上涨 6.84%，增幅较上月扩大 5.2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7.10%，连续 10 个月保持上涨。分品种看，涨跌幅度较大的有：克氏原螯虾本月价格
60.51 元/公斤，环比上涨 21.75%；青虾本月价格 133.21 元/公斤，环比上涨 21.09%；其
余品种环比涨跌幅均保持在 1.5%以内。

情况分析

受前段时间台风、暴雨和高温等极端天气以及需求增加的影响，大规格养殖虾
供不应求，小龙虾、青虾等淡水虾价环比涨幅普遍大幅升高，成为拉高淡水产品价格
的主要因素。另据了解，受南海、北部湾等部分海域陆续开海的影响，经过三个半月
的休养生息，渔民出海的鱼获较休渔前增加 10-20%，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导致了海水
产品价格环比下跌。
9 月份以后，随着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以及海淡水养殖产品陆续进入上市旺季，
市场供应量将大幅增加，水产品价格环比有望进一步下降。但在成本驱动和需求升
级的双重刺激下，水产品市场价格仍将维持在较高位运行，有望保持平稳发展、略有
上涨的良好运行态势。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
指导
中渔科尼休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
荣成市渔业协会

联合主办

诏安渔民误捕玳瑁
渔政送回大海
9 月 3 日，福建省诏安
县梅岭镇南门村渔民在
渔政执法人员协助下，一
同前往城洲岛海域将一
只误捕海龟送归深海进
行放生。这是时隔半个
月内，该县执法人员第二
次协助渔民将误捕海龟
护送回大海。
这只海龟的误捕经过
是：9 月 1 日，在诏安湾外
屿以南 3 海里左右，诏安
县梅岭镇南门村渔民吴某
进行生产作业时误捕这只
海龟，并及时主动联系诏
安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
队。渔船回港后，诏安县
渔政执法人员迅速赶往现
场，对海龟进行保护。该
海 龟 体 重 约 19 斤 ，经 鉴
定，品种为玳瑁。
海龟是一类高度洄游
的海洋动物，具有重要的生态、科研和文化价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录 I 物种。
诏安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