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春光明媚，在黄河宁夏段沙湖自然保护区，只见鱼群
穿梭，苍鹭翩飞，曾经繁忙的捕鱼船不见踪影。随着湖面
上的片片微波，小鱼苗喜迁“新居”，被投入它们向往的地
方，在水里稍微迟钝几秒钟后便欢快地游向远方。

兰州鲶，又名黄河鲶，是黄河中上游特有的大型经济
鱼类，被列为黄河水生生物名片。在黄河卫宁段兰州鲶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研发人员日复一日地上堤
坝、下泥塘，做着黄河鲶等珍稀野生土著鱼类的人工驯
养、救护繁育工作，助力黄河生物多样性保护。

宁夏水产研究所所长连总强告诉记者，宁夏各类苗
种繁育能力25亿尾，黄河鲶人工繁育技术全国领先，黄河
鲤实现100%自繁自给，人工繁育孵化率提升至80%左右，
大规格苗种培育成活率提高30%左右，赤眼鳟规模化人工
孵化和苗种培育关键技术取得成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鼻吻鮈人工孵化技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首次实现
了见卵、见苗，2021年度成功孵化鱼苗200尾。

据了解，宁夏率先实施黄河禁渔制度已有20年，通过
持续开展水生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建设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推进涉渔工程生态补偿、加强资源迁地保护、深入

攻关人工救护繁育技术等多种方式强化种质资源保护，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目前，已建成2个国家级黄河鱼类种
质资源场，黄河重点保护经济鱼类活体种质资源保种能
力达 3.5万公斤，主要土著鱼类苗种生产能力提升 50%左
右。保护总面积达到 4.71万公顷，并将核心区 1.1万公顷
划入保护红线，实现黄河宁夏段 397公里、境内重点鱼类
全覆盖。

“我们先后建设黄河青石段大鼻吻鮈、黄河卫宁段兰
州鲇、清水河原州段黄河鲤、沙湖特有鱼类、西吉震湖特
有鱼类 5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宁夏农业农村
厅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郑岚萍向记者介绍，保护的对
象主要有兰州鲇、黄河鲤、北方铜鱼、铜鱼、大鼻吻鮈、黄
河鮈、黄河雅罗鱼、高原鳅、似鲶条鳅、泥鳅、中华鳖等 20
余种，基本实现了重要物种、主要水域全覆盖重点保护。

除了种质资源的保护，科学地增殖放流也是保护黄
河流域生态的重要手段。“我们在黄河流域的增殖放流活
动规模和频次也日渐加大，累计增殖放流黄河鲤、黄河鲶
等经济鱼类6.6亿尾，黄河流域的鱼类种群和数量明显增
多。”郑岚萍说，经过多年的努力，黄河宁夏段鱼类生物量
显著提高，大鼻吻鮈、赤眼鳟等濒危鱼类种群数量逐步恢
复，在部分河段全年可见。

宁夏：多种方式强化种质资源保护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春植

记者从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获
悉，近日，为促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规范
和高质量发展，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申报了《稻渔综合种养通用技术要求》国
家标准制定项目，并通过了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拟立项标准公示，近期列入
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库。为确保标
准编制工作按时保质完成，4月19日，全
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浙江大学、上
海海洋大学、扬州大学等相关单位专家
开展线上研讨活动，正式启动标准编制
工作。

会议介绍了此项国家标准的立项背
景、编制思路、主要内容以及分工安排等
情况。与会专家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对
标准提纲、内容结构以及部分重要技术
指标和要求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全国水
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房金岑就国

家标准和规范类标准的定位、编写要求、
制定流程等方面作了指导，针对研讨中
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对该项
标准的框架设置提出了建议。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于秀
娟提出，该项标准的起草，要始终坚持以
粮为主、稻渔互促的原则，并做好“三个
衔接”：一是与农业、渔业绿色和高质量
发展相关政策的衔接；二是与已发布稻
渔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系列行业标准及最
新科研成果的衔接；三是结合全国稻渔
综合种养综合效益调查和水稻测产，做
好与生产实践的衔接。

下一步，起草组要加强标准制定专
业知识的学习，根据研讨意见进一步梳
理完善标准提纲，明确任务分工，积极有
序推进标准起草工作；要深入开展调研
活动，做好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加强与
相关单位的沟通配合，广泛听取意见，圆
满完成标准草案编写工作。

《稻渔综合种养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编制
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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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禁渔在行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特别是在水生
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方面，通过实
施严格的禁渔区、禁渔期制度，开展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和增殖放流活动，
不断加强渔政执法监管，局部水域的水
生生物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体上
黄河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
到遏止。”近日，曾参加去年黄河流域渔
业资源养护政策调研工作的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资环中心研究员李应仁表示，
黄河水生生物资源现状表现为特有鱼类
资源仍未得到有效恢复，多河段的种群
结构仍比较单一，生物多样性仍处于较
低水平。

生态脆弱资源衰退

据有关科研资料显示，黄河水系历
史上渔业资源十分丰富，1981 年黄河水
系渔业资源调查结果表明黄河有鱼类
191 种（亚种），隶属于 15 目 32 科 116 属，
以鲤科鱼类为主，约 87 种。但受生态环
境改变和人类活动增多的影响，生物多
样性遭到破坏，目前黄河流域的鱼类产
量与 20世纪 80年代相比已显著减少，一
些原来常见的鱼类已变成濒危物种。

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
发布的《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对黄河
流域鱼类中的143个物种进行了评估，其
中被评为极危的物种有4种、濒危的物种
为 10 种、易危的物种有 10 种，因此属于
受威胁等级的物种合计有 24 种，占评估
鱼类总数的 16.78%；而被评为近危和无
危的物种分别为 5 种和 94 种，两者合计
占到评估鱼类总数的69.23%。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
村部最新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中，黄河特有鱼类北方铜鱼，因
大坝截流、产卵场破坏、水环境发生改变
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迅速下降，目前该
物种濒危等级已经从1998年的濒危提升
到极危，列入一级保护。另外，大鼻吻
鮈、平鳍鳅鮀、多鳞白甲鱼、骨唇黄河鱼、
极边扁咽齿鱼、厚唇裸重唇鱼、拟鲇高原
鳅、秦岭细鳞鲑、哲罗鱼等 9 种鱼类列入
二级保护，就连久负盛名的黄河鲤鱼和
黄河刀鱼，也是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过
度影响，致使其资源严重衰退。

禁渔效果开始显现

从2018年起，农业农村部和各省、自
治区根据黄河流域资源特点和保护管理
的需要，在黄河实施了统一的流域性禁
渔期制度。每年禁渔时间为 4 月 1 日 12
时至 6 月 30 日 12 时，禁渔区域为黄河干
流和白河、黑河、洮河、湟水、大黑河、窟
野河、无定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金
堤河、大汶河等13条主要支流，以及扎陵
湖、鄂陵湖、东平湖 3 个大型通江湖泊。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合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有关专家组成调研组，于
2021年 3-6月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
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组织开展了黄河流
域渔业资源养护政策调研。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将黄河禁渔执
法作为“中国渔政亮剑”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安排，并根据《渔业法》等法律法规修
订《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发布《农业
部关于加强内陆捕捞渔船管理的通知》，
严格控制内陆捕捞渔船数量。据此次调
研了解，2018—2020年黄河干流3年平均
年捕捞产量约为数千吨，目前沿黄9省区
渔船数量已由2007年的9000多艘下降到
目前的4000多艘，而且捕捞渔民、渔船和
产量主要集中在黄河重点水库和中下游
湖泊。

“经过各方努力，沿黄群众的资源环
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非法捕捞行为得
到有效遏制，目前黄河干流生产性捕捞
活动在逐步减少。”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认为，科学划定建立
水生生物、内陆湿地、水产种质资源等各
类保护区，实施流域性和区域性禁渔期
和禁渔区制度，持续开展增殖放流等综
合措施，使黄河流域内的水生生物资源
得到休养生息和数量补充，对黄河水产
种质资源及水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性增
长和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业农村部组织的黄河流域渔业资
源养护政策调研，重点聚焦黄河禁渔期
制度等现行制度实施情况、黄河流域捕
捞生产和渔民渔船情况、渔政执法队伍
建设情况和进一步完善黄河流域渔业资
源养护制度等方面，采取座谈交流、现场
考察、渔民访谈和专家咨询等多种形式，
广泛听取渔业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科
研单位专家和渔民及渔业生产经营者的
意见建议。

调研中，沿黄地区渔民和生产企业、
地方基层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相关专家
反映，造成黄河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主
要有梯级水电开发、河湖连通受阻、水文
情势变化、水资源过度利用、水体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等多方面因素。

修复要考虑多重因素

“目前黄河流域渔业捕捞业总体强
度较低，无论捕捞渔船数还是捕捞产量
都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黄河的水库和
湖泊，捕捞对象多为增殖放流的资源种
类，捕捞的黄河野生鱼类资源很少。”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赵亚辉分
析认为，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由于长期粗
放型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土流失、水体污

染等突出问题影响，水生生物资源和生
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要从根本上遏制
黄河资源衰退的趋势必须统筹兼顾，突
出重点，多方发力，仅靠实施黄河禁捕一
项措施，难以明显改善黄河水生生物资
源和生态环境。

2018年3月，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
村部、水利部制订的《重点流域水生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案》中，提出加强黄河中上
游重要鱼类栖息地保护，推动建设重要
水生生物繁育中心和种质资源库，开展
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和生态系统修
复，在黄河上游源区段等重点河段开展
鱼类生态通道修复，合理配置黄河流域
水资源，有效控制黄河流域外来水生生
物等保护任务。

2021 年 12 月，水利部、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 6 部委《关于
开展黄河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沿黄各省有效整治过度的
小水电开发问题，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
护河流健康生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

今年 3 月，农业农村部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
通知》，对“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期黄河
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作出了部署
安排。

“黄河流域各河段水生生物特点和
渔业资源状况不同，导致其衰退的主要
原因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保护措施也应
有所不同。”李应仁建议，相关部门应尽
快启动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环境调查与监
测，加强黄河流域现有重要栖息地保护
和管理，大力开展黄河水生生态补偿和
修复，推动相关部门协同开展黄河流域
水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目前，黄河特有鱼类资源仍未得到有效恢复，多河段的种群结构仍比较单一，生物多样
性仍处于较低水平，专家呼吁——

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修复需多方发力

□□ 胡义娜

走近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毛石镇台
上村磨房沟冷水鱼养殖基地，一条条鱼
儿在池中自在游动。这里山泉水丰富，
水质优良，十分适合冷水鱼的生长。

近年来，毛石镇以党建为引领，在推
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充分依托
水生态优势，建立养殖基地，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鲟鱼、虹鳟鱼等冷水鱼产业，为当
地村民增收开辟出新路径。

“截至 3月底，我们已建立了鱼池 13
口，面积1200立方米，今年预计纯收入为
20万元，其中 8000元将用于集体分红。”
毛石镇渔樵汇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大
军介绍到，

“因冷水鱼绿色生态、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深受各大饭店青睐，我们还
将继续扩大鱼池规模，引进鸭嘴鲟等
新品种。”

在台上村，冷水鱼经济效益日益凸
显，已逐步从单一的传统养殖向集养、
钓、赏、食、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转变。据
悉，该镇正积极打造智能水产示范点，大
力推进冷水鱼养殖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将继续利用毛石镇现有资源
优势，探索‘党建+公司+合作社+农户养
殖’的联结机制，带动村集体经济增长，
广泛吸纳周边群众，带动村民增收，走出
了一条生态与发展有机统一的新路子。”
毛石镇党委书记黄政表示。

贵州遵义汇川区毛石镇
冷水鱼为村民增收带来商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文/图

4 月 22 日上午，在世界地球日来临
之际，江苏省高宝邵伯湖第十三届放鱼
节在邵伯湖永久放流点举行。

此次增殖放流以“增殖渔业资源·共
建生态湖泊”为主题，由江苏省高宝邵伯
湖渔管办主办，扬州市公安局、农业农村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多家单位协
办。在活动现场，12.4万尾（只）鳙鱼、草
鱼、鳜鱼、中华绒螯蟹等苗种经检验检疫
和抽样检查合格后投放至邵伯湖湖区，
将对养护湖区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
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据了解，自2009年以来，高宝邵伯湖

渔管办坚持每年举办放鱼节活动。目
前，高宝邵伯湖渔管办已设立 3 个永久
放流点。据统计，2018年至今，高宝邵伯
湖增殖放流投入资金达 1616.5 万元，开
展增殖放流 240 余场次，放流各类苗种
4.36 亿尾（只），并且逐步形成了以四大
家鱼和中华绒螯蟹为主，鳊鱼、翘嘴鲌、
鳜鱼、河川沙塘鳢、细鳞鲴等多个品种为
辅的放流结构模式。

高宝邵伯湖渔管办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持续开展增殖放流活动，通过“以
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净水”助推湖区
水域生态环境改善，计划到今年年底，还
将完成鱼、蟹等苗种近 7000万尾（只）的
增殖放流。

高宝邵伯湖第十三届放鱼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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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孕育了许多特有的水生生物物种，但生态系统整体较为脆弱，根据黄河流域资源特点和保护管理的需

要，国家从2018年起对黄河实施了禁渔期制度，对养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今

年，黄河禁渔期制度又作调整，扩大了禁渔范围，延长了禁渔时间,本报将持续关注黄河流域省份开展的禁渔行动。

□□ 纪雨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黄河三门峡段全长 206 公里，这
里鱼类资源非常丰富，2008 年至今调
查发现鱼类 49种，有国家公布的鱼类
资源保护名录中的鲤鱼、兰州鲶，有
省地方保护的兰州鲶、瓦氏雅罗鱼。
这里建有黄河中游禹门口至三门峡
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三
门峡段），总面积 8.43 万公顷，其中
核心区和实验区面积分别为 3.18 万
和 5.25 万公顷，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
的 37.7%和 62.3%。

据了解，近30年来，黄河干流中游
鱼类区系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
然仍以鲤科为主，但种类减少的比较
明显，有些在黄河干流原有自然分布
的鱼类，现在已绝迹或面临绝迹；有的
并非自然分布的鱼类，现在已形成种
群，因此，实施严格的禁渔期和禁渔区
制度，势在必行。

今年，为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天
然水域渔业资源，三门峡市严格落实
农业农村部关于黄河禁渔期调整的有
关要求，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和三门
峡市公安局联合印发《三门峡市 2022
年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决定自2022年
4月1日12时至起至7月31日24时，在
三门峡市境内水域实行禁渔期制度。

与往年相比，三门峡今年的禁渔期
延长了一个月时间。为此，市农业农业
农村局提前宣传，在沿黄公路、黄河干
流沿线村落、黄河入河口等醒目位置张
贴2022年禁渔通告。同时，利用录制宣
传片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
圈、抖音等媒体进行宣传播放，截至目
前各媒体浏览量合计超过10万人次。

“三门峡向非法捕捞行为‘亮剑’，
严厉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
行为，坚决筑牢沿黄生态保护屏障。”
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何耀武表
示，今年自禁渔期以来，市农业农村局与市公安机关
联合开展“黄河行动”“雷霆4号”“三门峡市中国渔政
亮剑2022”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一批黄河流域
非法捕捞、电鱼等不法行为。切实加强黄河（三门峡
段）渔业资源的保护和修复，为促进黄河渔业种群资
源恢复、维护黄河水生生物多样性、改善黄河水域生
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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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黄河段增殖放流现场。 资料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春植

4月 23日是第五个中华白海豚保护
宣传日，“第五届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
日”系列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是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咸
淡水交汇水域的一种小型海洋哺乳动
物。自 2018 年起，确定每年的农历三月
廿三日为“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

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和指示物种，中华白海豚具有重要的生
态、科研和文化价值。据有关科研推测，
目前全球现有中华白海豚 6000 头左右，
其中我国分布区的种群数量大约为
4000-5000头。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
济的快速发展，海洋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围填海工程不断增多，中华白海豚栖息
地不断缩小，物种延续面临严峻挑战。

受各地疫情影响，本次活动大多采用
在线网络宣传形式，配合部分现场活动。
全国60多家中华白海豚保护联盟成员单
位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福

建厦门组织开展科普讲座、物种保护研
学、减塑雕塑揭幕以及网络云课堂等活
动；广西北海举办海洋生态保护科普讲
堂、珍稀海洋动物模型及照片展；广西北
部湾启动线上系列科普活动，线下开展中
华白海豚“科普之旅”；广东南澎列岛、广
东江门通过小程序互动、展览展示、开展
线下科普讲座及线上有奖知识问答；广东
珠海拍摄录制了中华白海豚珠江口活动
视频，设计创作了中华白海豚连环画（5
册）、中华白海豚手绘科普长图，举办走近
中华白海豚直播；海南有关单位共同发起

“爱海豚公益活动月”等活动。
各地活动情况和中华白海豚宣传片

以直播推流的形将进行展播。同时，结
合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动画，以微博话
题的形式，开展白海豚周边文创的讨论
及有奖问答活动。

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让线上线下的
参与者身临其境，加深了公众对中华白
海豚的了解，增强了公众的关爱保护意
识，使更多人积极参与保护工作，有助于
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第五届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活动在全国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