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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FAO 发布 2011年世界渔业生产量值统计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 2011 年世界渔获及养殖生产量值汇总显

示，世界总渔获量（养殖渔业除外）为 9,459 万吨，较前一年增长 5.1％，养殖

渔业产量达 8,372万吨，较前一年增长 7.2％。养殖产值则达 1,359 亿 9,047万

美元，增长 10.1％，尤其是中国大陆仍然高居第 1位，而仍增产中（如表）。 

世界渔获量于 1996 年创 9,515 万 4,010 吨的高峰，其后数年在 9,000 万吨

前后小幅震荡，只有 2011年却较 2010年增产 455万吨，这是由于秘鲁鯷鱼增加

渔获配额所致。国别产量而言，中国大陆仍然夺冠，较前一年增长 2.4％，秘鲁

以 825万 4,283吨屈居亚军，增长率高达 93.5％，第 3名则为印尼的 571万 4,307

吨（增长 6.1％）。受东日本震灾影响的日本则与 2010 年一样以 384 万 9,522

吨（较前一年负增长 7.16％）居第 6名。21-30 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台湾、

加拿大、巴西、阿根廷、丹麦、尼日利亚、英国、南非、土耳其、厄瓜多尔。 

国别养殖渔业产量排名。依次为中国大陆（5,017万 3,140吨，增长 4％）、

印尼（793 万 7,072 吨，增长 4％）、印度（457 万 7,965 吨，增长 20.8％），

日本则由 2010 年的第 9 名下滑至第 12 名，产量为 90 万 6,518 吨，较前一年减

产达 21.2％。养殖总产值则为 1,359万 9,047 美元，增长 10.1％。以国别而言，

第 1名为产值达 642 亿 6,862万美元（增长 4.7％）的中国大陆，其次为印尼的

74亿 8,578 万美元（增长 20.8％），日本的产值 46亿 6,694万美元，则较前一

年下滑一名，为第 7 名（负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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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主要国家渔获量（养殖除外）                                     单位：吨 

 

 

 

表 2 世界主要国家养殖生产量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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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世界主要国家养殖生产金额                                       单位：千美元 

 

 

国际鱿业动态 

（来源：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海关统计资料显示 2013年 2月鱿类产品进口量达到 6,668 吨，进

口值为 1,150万美元，进口量值分别较 1月份减少 65%及 48%，平均进口价格为

1.72美元／公斤，较１月份价格 1.18美元／公斤上涨 46%。 

2月份鱿类产品出口量为 14,669吨，出口值为 8,170万美元，出口量值分

别较 1月份增加 69%与 48%，平均出口价格为 5.57美元/公斤，较 1 月时平均价

格 6.35 美元/公斤下跌 12%。 

累计 1至 2月鱿类产品进口值为 5,640 万美元，累计出口值为 3亿 6,670

万美元，累计贸易顺差达到 3亿 1,020万美元。 

西班牙 

马德里市场重要冷冻鱿鱼第 15周交易量变动情形如下：锁管 19.2 吨(第 14

周为 26.1 吨)，各规格交易价格为 18公分以下 6.1欧元/公斤、18-25公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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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公斤、25-30公分 6.5欧元/公斤、30 公分以上 6.6欧元/公斤；阿根廷鱿

各品项价格为 24-30 公分净后胴体 3.1欧元/公斤、20-24公分净后胴体 2.9欧

元/公斤、15-20分净后胴体 2.9欧元/公斤、18-22公分胴体 2.15欧元/公斤、

23-28公分胴体 2.4 欧元/公斤、28公分以上胴体 2.9欧元/公斤、鱿圈 2欧元/

公斤。 

阿根廷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 3月阿鱿捕获量为 15,486吨，捕获量较 2013

年 2月减少 61%，亦较 2012年 3月减少 43%，累计今年前 3个月阿鱿捕获量为

63,463.4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 3月阿鱿出口量为 18,483吨，出口值为 345

万美元，累计今年前 3个月的出口量值分别达到 27,997吨与 5,030 万美元。 

马尔维纳斯群岛 

根据马尔维纳斯群岛官方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 3月阿鱿捕获量为 20,857

吨与锁管 12,983吨，总捕获量为 33,840吨，远高于 2月份的总捕获量 1,488

吨。 

累计今年前 3个月之总捕获量为 35,328 吨，较去年同期的 74,869 吨减少

53%。 

 

远洋鱿钓、秋刀渔业管理培训班在太原举行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4月 11日，农业部渔业局与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共同主办了“远洋鱿钓、秋刀渔业管理培训

班”。渔业局远洋处赵丽玲处长通报了 2012年远洋渔业行业发展情况，布置落实了 2013年行

政管理要求；国际合作处刘小兵处长宣讲了国际渔业管理现状要求及发展趋势；远洋处、协会

秘书处及有关专家分别从远洋渔业管理、远洋渔业船位监测、信息数据报送、渔捞日志填写和

收缴、秋刀鱼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宣讲与解读。培训班内容详实、资料完整、实

用性强，取得了普及远洋渔业管理规则、提高行业管理意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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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鱿钓、秋刀鱼、机轮围网渔业生产总结交流会在太原召开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4 月 12 日，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在太原召开了 2012 年鱿钓、秋刀鱼、机轮围

网渔业生产总结交流会。生产企业和会员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部渔业

局、船检局、海区局、有关省市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以及科研、银行、保险单位的

专家应邀到会指导工作。会议总结交流 2012 年鱿钓、秋刀鱼、机轮围网生产经

营和管理经验，研究布置了 2013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听取并审议通过了鱿钓工

作组 2012 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2013 年工作计划；鱿钓技术组和浙江海洋

学院作了技术分析报告；讨论研究了鱿钓、秋刀鱼、机轮围网渔业发展中遇到有

关问题、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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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为，过去一年里，工作组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和担当下，在鱿鱼宣

传与市场开拓、资源分析与预警、信息交流与对外合作、组织统一避风、海上医

疗服务、技术服务指导、推行行业指导价、执行双边协定、项目管理引导、涉外

安全监管、渔船进港通报、规范行业自律、行业发展调研等方面做了大量有利于

行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最大化地发挥了行业的组织、协调、服务

功能。但是在开拓市场的组织协调、鱿鱼资源提前分析预警、避免鱿鱼销售恶性

竞争、生产作业和运输环节等方面自律仍有待加强、改进、突破和提高。 

会议对远洋鱿钓、秋刀鱼、机轮围网渔业发展新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建议，为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渡

过难关提供参考意见和指导，确保行业的基本稳定和向前发展态势。 

会议要求在新的年度，工作组要以部局工作思路、目标和协会总体工作安排

为指导，重点做好四方面的主要工作，确保以行业稳定为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推动行业科学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鱿鱼产品的宣传与市场开拓工作。目前国内鱿鱼市场低迷势头仍在

继续，加强鱿鱼宣传和市场开拓仍是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

组要通过各种形式、多种渠道全力推进，并重点落实做好协会、舟山市等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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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举办的鱿鱼产业大会、鱿鱼海鲜美食节、渔业博览会、渔业周等鱿鱼推介活动，

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是做好新增渔船的引导和规范工作。今年将有不少新建鱿钓、秋刀渔船陆

续投产，远洋鱿钓行业船队规模进一步扩大，会使现有渔场压力持续增大。工作

组、技术组首先要做好各渔场渔船规模安排预案，引导鱿钓船合理有序布局，促

进鱿鱼品种、产量更趋合理化，既确保自捕鱿鱼适销对路，减轻鱿鱼市场的压力，

又保证渔场良好的生产秩序；其次，考虑到今年公海渔业资源形势不明朗、渔船

密度过大等重要原因，鱿钓船和秋刀鱼船涉外安全监管工作将十分繁重，形势相

当严峻。工作组要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各企业要加强对船员安全教育和现场管理，

落实安全监管措施，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鱿钓企业重点加强对西南大西洋鱿钓

渔船作业监管，秋刀鱼企业要加强对北太秋刀鱼渔船作业监管，做到监管工作不

断档、不懈怠，不马虎，牢牢把住渔船不越线，不贴线作业，保持 3 海里以上足

够安全距离。缓解渔场压力，一方面在传统传统渔场上，要挖潜扩场，要适应资

源变动规律安排生产；另一方面要加强包括印度洋鸢鱿鱼等新渔场、新鱼种的探

捕开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工作组、企业、技术组与承担探捕项目的单位要相

互合作、加强信息交流、精心组织、精准探捕、提高实效、服务行业，为减轻当

前渔场压力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三是继续做好行业自律促进工作。鱿钓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步向组织紧

密、制度完善、规范有序方向推进。但鱿鱼销售、鱼货运输、规范作业、涉外安

全等方面仍存在自律不够的问题。要在行业内弘扬团结、友爱、互助精神，增加

行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远洋鱿钓、秋刀鱼和机轮围网渔业行业逐步成为行业

自律的典范。 

四是增强行业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工作组要牢固树立为企业服务，为

政府参谋的意识，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行业进步和企

业发展提供动力。工作组在完成好各项例行工作外，将重点做好：注重技术服务，

努力提高远洋渔业技术含量，重点在新渔场拓展、海况、资源预报、市场引导、

引导行业开拓创新上做好文章；加强船位监测管理，提高监测正常率，确保所有

远洋渔业企业都能公平、合理地分享到国家政策的实惠，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促

进行业发展壮大；搞好后勤咨询服务，指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项政策扶持；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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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行业团体保险，降低保险费率；建立战略合作银行，解决中小鱿钓企业贷款难、

额度低的问题；加强培训，帮助企业办理海员证，提高持证率。 

会议要求，2013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一定要在“十八

大”精神的鼓舞下，紧紧抓住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全力

推进我国鱿钓、秋刀鱼、机轮围网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开欣”轮南极失火 “福荣海”全力救援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4 月 17 日下午 16 时，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开欣”轮在南极海域进

行探捕作业时船身失火。我国另一艘执行南极生物资源开发探捕项目的辽宁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渔船“福荣海”得知消息后临危不惧，及时前往救援。由于火情十

分严重，最后“开欣”轮只得弃船撤离，全部船员均安全转移到“福荣海”轮上，

无一伤亡。为此农业部渔业局致函辽宁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对其在关键时刻体现

出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远洋渔业企业间互助互爱的优良风尚给予表扬，并对

“福荣海”轮全体船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世界海洋保护组织报告指出 IUU渔业危害全球渔业经济 

（来源：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 

 

美国华盛顿在 5 月第 2 周召开 2013 年渔业管理会议，针对美国国内渔业管

理相关科学及永续议题进行广泛讨论，世界海洋保护组织也在会中发表一篇有关

IUU 渔业危害全球渔业经济、消费者权益以及珍贵海洋资源的报告。 

该报告指出 IUU 渔业渔获量占全球总渔获量的 20%，IUU 渔业所导致经济损

失高达每年 100-230 亿美元，同时也威胁到全球依赖海洋渔业的 2 亿 6,000 万个

工作机会。 

世界海洋保护组织估计美国约有 1/3 水产品有标示不实的疑虑，而这些标示

不实主要为了遮掩 IUU 渔业洗鱼，从事 IUU 渔业的人多瞄准高价值海洋生物，在

缺乏有效管理情况下，许多 IUU 渔业所捕获的高价值鱼货以不实标示方式进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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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市场。 

因此加强水产品标示检核可有效打击 IUU 渔业，目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包括

水产品安全及诈欺执行法法案(SAFE)、国际渔业之友及执行法法案与消除海盗式

渔捞法等来打击 IUU 渔业行为，以保障负责任的渔民、保护水产品消费者及全球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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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日本研究指出回归产卵亲鳗减少是鳗苗歉收的主因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东京大学大气海洋研究所于 2012 年 5 月于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水

域调查时，发现日本鳗在北纬 14 度附近卵已孵化为稚鱼，但今年日本鳗线的渔

获量仍然是严重的歉收，对此该研究团队的领队，同所之塚本教授等于 2013 年

3 月 30 为止的日本水产学会发表调查结果，团队之一的青山润特任准教授表示，

渔况不佳的原因是洄游产卵场的亲鳗急剧减少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为防止日本鳗

的灭绝，应该禁止于日本河川及沿岸渔获亲鳗。去年的调查，推定亲鳗由日本伊

豆、小笠原群岛及其接续的海底山脉，沿西马里亚纳海沟南下，并于盐分低的海

域让亲鳗有回到故乡的感觉，而在那里产卵。这是因为中纬度的北太平洋因蒸发

旺盛致盐度较高，而低纬度则因降雨而成低盐的状态，因此高低盐度间形成了一

个盐度锋面，此锋面在太平洋北纬 11-16 度间变动，亲鱼沿此一锋面，即马里亚

纳西侧海岭达海岭南侧水域的 150-180 公尺水深处产卵并孵化为稚鱼，再由北

赤道流输送至西菲律宾近海，进而黑潮输送北上台湾、日本及中国大陆沿岸，但

如果随著民答那峨海流（Mindanao current）南下，则会死亡，2009 年与 2011

年调查时，发现产卵场的盐度锋面在北纬 12-13 度附近，纬度太低，随明达纳海

流南下而死亡的仔稚鱼增加，故渔获欠佳是可以想像的，但今年产卵场北移到北

纬 14 度附近，仍然渔况不佳，所以极有可能是回归的亲鱼太少的缘故。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警告:水温增高导致海洋物种往北迁 

（来源：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东北渔业科学中心日前发布，在 2012 年观测到

150 年来最高的海面表水温摄氏 14 度，远高于近 30 年平均表水温摄氏 12.4 度，

此高温现象将会对 2013 年春季浮游生物大爆发产生影响，同时科学家也观测到

部分物种栖息区域已经有较偏北的迹象，这些物种包括黑海鲈、夏季鲆鲽、赤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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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肉鱼等，另外大西洋鳕及黑鳕则有向海移居的迹象显现。 

科学家表示，海洋表层温度变化将会影响到春季及秋季浮游生物大爆发，同

时也会影响到东北大陆架海洋生态系中许多海洋生物的生物时钟等。 

 

日本展示全球首创的潮流暨风力混合发电技术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的三井海洋开发株式会社在 201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于东京有明

举办的风力发电展中，展示其所研发的全球首创“浮体式潮流暨风力混合发电系

统”的模型，并受到各界极大的瞩目。该混合发电系统以“skwid”为名，是利

用潮流及风力两股自然的力量，以提高发电效率。尽管设置成本极高，但该公司

仍希望利用该系统克服海上发电所面临的成本不符的问题。据了解，skwid 系统

的设计已底定，试作机亦即将完工，并准备在今年秋季设置于九州海域进行实测。 

kwid 系统的浮体部分直径约 25 公尺，海面上的高度约 50 公尺，水面下的

长度约 18 公尺。单座系统的发电能力约 500 千瓦，大概是 300 户的用电量。 

三井海洋的事业开发部长中村拓树表示，在过去，海上发电用的风车都是直

接拿现有的陆上风车来用，但 skwid 系统不同，用的是该公司专门为海上发电系

统所研发的风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系统用的是长方形的打蛋机型风车

（Darrieus windmill；或称 Q 锥型风车）。 

目前浮体式风力发电机所用的风车以螺旋桨型为主流，与陆上用的相同。然

而，在海上，比起圆形的风车，长方形风车接受海风的面积更大。以直径相同的

风车做比较，长方形风车的发电量估计约为圆形风车的 2 倍。 

此外，螺旋桨型风车叶片的回转轴是水平轴，因此其维修必须在高处进行。

相反的，打蛋机型风车属垂直轴风车，发电机也置于浮体中央，因位置较低，故

维修容易。 

在潮流发电方面，使用的是桶形风车（Savonius windmill），因此不管潮流

流向哪一边，都可保持相同的回转方向。由于桶形风车是将圆桶组合在一起，形

状特殊，因此即使是缓慢的潮流也不会放过。此外，桶形风车的速度不会比潮流

快，因此可维持既有的海洋生态系，且即使牡蛎、藤壶等附着在上，也不会影响

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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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该发电系统是否能与渔业共存，中村部长表示，skwid 系统并不会妨碍

渔业，且渠等的目标就是要提供连渔民都欢迎的发电系统。渠强调，海上风电要

普及，渔民的积极参与是条件之一。倘若该地方的渔民能自备一套 skwid 系统，

就能自行发电供应冷冻库等设备所需。由于此系统不需额外的外部电源，因此也

可以作为渔港的紧急发电设施使用。 

在系统的维修方面，据说有些简单的维修作业连渔民也能胜任。三井海洋也

打算在进行系统实测的九州地区，开设以渔民为对象的研修课程。 

 

2013 年 4-9 月对马暖流真鲹、鲭类及沙丁鱼类长期渔海况预报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水产厅于日前发布了 2013 年 4-9 月对马暖流真鲹、鲭类及沙丁鱼类长

期渔海况预报，就整体而言，所有鱼种的来游量皆与去年持平。 

在海况方面，位于萨南海域的黑潮北缘在今年 6 月会有偏离岸的倾向；就整

体来看，会在屋久岛以南一带变动。在东海至九州、日本海西侧沿岸之海水表层

温度方面，整体而言是介于“跟往年持平”与“稍微偏高”之间；萨南沿岸及渔

期前半的冲绳周边海域则介于“稍微偏低”与“跟往年持平”之间。 

在真鲹、白腹鲭、花腹鲭渔况方面，近海水域渔况为“跟去年持平」”，沿

岸水域渔况则是“跟去年持平或低于往年水准”。真鲹以 1 岁鱼为主体，白腹鲭

也是以 1 岁鱼为主体，但也捕得到 0 岁鱼。花腹鲭在近海水域以 1 岁鱼为主体，

在沿岸水域则以 3、4 岁鱼为主体。 

真鳁渔况为“跟去年及往年持平”，渔场会在长崎县以南的沿岸水域形成，

渔期前半以 2 岁鱼为主体，后半以 0 岁鱼为主体。 

脂眼鰊（Etrumeus teres）渔况为“跟去年持平但高过往年水准”，渔场会

在长崎县以南的沿岸水域形成，但主要是在渔期后半。渔期前半以 1、2 岁鱼为

主体，后半以 0 岁鱼为主体。 

日本鯷（Engraulis japonicus）渔况为“跟去年持平但低于往年水准”，渔

场则会在 5-8 月于沿岸水域形成。4 月份以 1、2 岁鱼为主体，但会混有 0 岁鱼。

5 月开始则以 0、1 岁鱼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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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渔业 

 

俄罗斯 2012年水产品进出口趋缓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2012 年俄罗斯水产品进口量较 2011 年减少 9％，达 92 万 4,688 吨，产值

微幅减少 0.4％，为 25.6 亿美元。尽管冷冻鰊鱼进口显著增长，冷冻水产品进口

仍大幅衰退，进口生鲜鲑鱼则较 2011 年增长 39％。 

2012 年水产品出口产量及产值分别衰退 12.15％及 6.19％。除乾制品，其

他种类出口都呈衰退，可见将有更多本国产量供国内市场需求；乾制水产品出口

产量及产值较 2011 年分别增长 37％及 41％，其中以鳕鱼为最大宗。 

俄罗斯知名连锁超市 Azbuka Vkusa 为了满足喜爱寿司的消费者，除上馆子

外，也可以在逛超市时外带经济寿司餐回家享用，因此情商将于四月盛大开幕、

离日本首屈一指鱼市场（筑地市场）不远的国际寿司学校，特训两位主厨 10 天，

预计学成后驻店为外带寿司区营造道地的日本味，该校系由千代田寿司经营。

Azbuka Vkusa 估计驻莫斯科的 30 家连锁超市每月能卖出 2 万盒的寿司。 

 

日本 2012年鱿类统计显示供给量与需求量均创新低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日本全国渔协汇整的 2012 年鱿类供需动向资料显示，供给量方面由于

日本国内日本鱿渔获量不佳，产量大幅减少，故单价高导致需求缩小，造成供给

量与需求量均呈近年最低的水准。期末库存 7 吨，较前年减少 26％。 

由供给面来看，日本国内日本鱿以生鲜为主力的北海道及三陆的渔获量减少

了 34％，冷冻(船冻)生产在日本海的渔获状况也很低迷，生鲜、冷冻合计仅约

15 吨，为 14 年来的低水准。赤鱿因 2012 年渔期并无冬季作业(1-3 月)而供给量

几乎为零，造成总产量较去年减少 37％。 

在海外鱿钓方面，由于新西兰渔获状况佳，增加了 22％，另一方面，因秘

鲁赤鱿的入渔许可到期而无法作业，仅以去年渔获量及秘鲁经济海域外公海的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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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量做为供给来看，减少了 66％。 

为了补足国内供给量减少的差额，自智利进口的量较前年倍增。但是，受日

本国内生鲜日本鱿的产量减少，使得日本国内渔获量、进口量与首期库存量加总

的总供给量仅 32 万 4,700 吨，较前年减少了 15％。 

日本国内的需求方面，因渔获量减少，全国渔协表示“生鲜的消费量毫无进

展”，而加工原料需求的紧迫感，使得鱼价行情提高，需求较前年减少 8％。出

口则受中国的牵连钝化，减少 27％，总需求减少 11％至 25 万 4,700 吨。供给

与需求均是自 1990 年来的最低记录，显示鱿类市场呈现缩小的状况。 

原料不足日益严重。期末库存(等于是 2013 年期初库存)为 7 吨，2007-2011

年大致在 9 万-8 吨的水准上下波动，现在则倒退了一步。库存量低使得加工鱿

鱼原料的需求紧迫，直接关系到鱼价行情。日元贬值也导致进口原料的成本提高，

亦使日本国内加工业者对原料不足的窘境日益严重。 

 

印尼建立鲨鱼及蝠魟庇护所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印尼公告新的鲨鱼及蝠魟（Manta Ray）庇护所，以保护蕴含丰富物种的珊

瑚三角区（Coral Triangle）的海洋生态系，该区以“海中亚玛逊”著称。环境

保育人士乐见印尼在面临过渔和气候变迁双重风险的区域，设立广达 4.6 万平方

公里（1.8 万平方英里）的保护区。地方政府也配合政策订立当地规范，禁止在

该区捕捞鲨鱼及割鳍弃身，另划设潜水爱好者进入区限。 

科学家警示珊瑚三角区横跨亚洲东南水域之大范围，正饱受温室气体的威

胁，使其海水酸化。过渔是另一问题，但庇护区将扶持现存的禁捕区，缓慢复育

鲨鱼数量。预期该庇护区也将避免蝠魟资源衰退，因其鳃板广泛用于亚洲药品。 

 

日本空运进口水产品受日元贬值影响甚巨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的 2013 年 2 月份空运实绩（航空货物的进口通关实绩）

可知，食用水产品及其调制品量及值共计 5,683 吨、113 亿 6,900 万日元，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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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同月份（6,743 吨、99.2 亿日元）相比，在数量虽上大幅减少 15.7％，但

金额却反而大幅增加 14.6％。 

从 2 月的日元兑美元汇率来看，根据财务省计算，加权平均汇率为 91.6 日

元，较 1 月的 86.8 日元贬值 5.5％，若与前一年 2 月的 77.1 日元相比，则贬值

18.7％。 

自去年 11 月日元急剧贬值以后，整体水产品的进口状况便开始停滞不前，

空运实绩也不如前一年，但由于调度成本剧增，导致进口额高涨。 

从鱼种类别来看，渔获状况不佳的鳗线进口量为 1,871 公斤，多于前一年同

月份的 1,295 公斤，因此进口额增加八成，达 46 亿 9,800 万日元。CIF 每公斤

单价为 251 万日元，多于前一年同月份的 200 万日元，而 1-2 月的累计金额亦

已达 118 亿日元（前一年同期为 82 亿日元）。 

虽然鳗线进口量未达 2 吨，但进口额却占 2 月整体进口额的 41％（累计约

为 45％），其主要系因供应量不足导致单价上升，而进口额亦据此顺势上扬。

主要进口的 3 个地区为香港 1,850 公斤（47 亿日元）、美国 11 公斤（513 万日

元）与马达加斯加 10 公斤（60 万日元）。 

另外，在活鳗方面，作为主力的大陆制品减少一半，而台湾等地的制品数量

亦无法弥补此空缺。进口量虽仅达 247 吨，但调度国却遍布全世界，包括印尼、

法国、马达加斯加与澳洲等国在内。 

在鲑鳟鱼类方面，以挪威为主的大西洋鲑鱼减少二成，再加上日元贬值与当

地出货价格上扬，导致连续 2 年高水准的进口量画下休止符。另一方面，近年来

逐渐增加的鲑鱼片状况持续看好，较前一年同月份增加三成，达 538 吨，其中

以挪威最多，占 524 吨，其余则为加拿大 13 吨与澳洲 271 公斤。 

在鲔类方面，黄鳍鲔由于越南、泰国与印尼的产量减少，而较前一年同月份

减少 26.4％，大目鲔则由于越南与斯里兰卡产量减少，亦同样较前一年同月份

减少 23.2％。相对于此，太平洋黑鲔增加 33.3％、大西洋黑鲔亦剧增 4.4 倍，

两者共计 409 吨（前一年同月份为 105 吨）。 

在甲壳、软体与贝类方面，中国大陆产的活赤贝增加 3 倍，活海蛰虾、牡蠣

与冷冻日本龙虾亦有所增加，而活鲍鱼则减少四成，海胆亦有些许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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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及 PNG签署双边渔业合作协定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近日参访 PNG（PNG = Papua New Guinea，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泰国总

理 Yingluck Shinawatra 与 PNG 总理 Peter O’Neill，同意优先就强化双边农渔

产品交流进行协商包括稻米及水产品贸易的增加，并于会后签署一份开创双边合

作新页的协定。 

投资市场近来最热衷能源、再生能源、食品、农渔业及建筑业等题材，与渠

等行业相关的泰国龙头业者为争取进一步经济合作的机会，于泰国总理参访

PNG 期间派出多达 30 位代表随行。 

PNG 及泰国将考量加签避免双重课税、推动投资优惠方案及保护贸易等协

定，以吸引更多泰国业者前往投资。泰国亦乐于分享其在观光业、农业、渔业及

中小企业（SMEs）相关成功经验；双边签署技术合作协定有助于经营实务等经

验的交流。完善的食品安全及检测制度有助于提升 PNG 政府对公共卫生把关的

能力。双方总理同意授权年度双边资深官员会议，检讨并确保后续执行进度。 

 

日本渔业资材价格上扬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近来日本股市涨势凌厉，对日本经济可望好转的期待也愈来愈高。然而，在

日元走贬、原物料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渔业资材制造商也面临不得不调涨价

格的局面。大多数市场相关人士都认为，像是以纤维制成的渔业与水产养殖业用

绳，或是以发泡性聚苯乙烯（Expandable Polystyrene；EPS）制成，用来装渔

获物的保丽龙盒，接下来至少还要调涨 15％以上，甚至是数成。 

原油是化学制品的主要原料，近期国际指标之一的美国西德州原油（WTI）

期货价格都维持在每桶 90余美元之水准。因此，日本国内产的石脑油（naphtha；

即粗制汽油）价格也跟着在高档徘徊。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宣布将实施大胆的

量化宽松政策，并导致日元急速走贬。 

日元大幅走贬后，提高了日本国内石化业者的原油采购成本。于是石化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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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调涨各项化学制品的售价，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出去。在纤维绳索业界，许

多业者和上游石化业者所签订的原料采购合约都是与石脑油的价格连动，并无议

价空间。为取得稳定的原料供应，纤维绳索业者尽管面对下游客户反弹，也不得

不调涨成本售价。 

311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曾有一段时间纤维绳索的需求很大，但现在已恢

复至正常水准。最近除尼龙、聚酯（Polyester）等纤维的价格上涨外，聚乙烯

（PE）、聚丙烯（PP）等泛用树脂价格也纷纷上扬，再加上日本有些地方的电费

也调涨，让不少纤维绳索业者接连受到三重的打击。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页岩天然气的产量增加，竟然也会对纤维绳索业者造成

影响。原来和原油相较之下，页岩天然气可提炼的苯（Benzene）极少。因为苯

是芳香族化学制品的原料，页岩天然气增产、原油减产的结果，使得苯的供应量

减少，价格于是上涨。 

纤维绳索业者表示，此波涨价最少会调涨 15％，至于何时宣布，只是时间

的问题。 

和纤维绳索一样，鱼市场不可或缺，用来装渔获物的保丽龙盒，也即将调涨

价格。 

一家生产 EPS树脂的大型原料企业继 2 月份调涨原料价格后，4 月份将再次

调涨原料价格，但幅度仍不确定。因物流成本不同等原因，保丽龙盒的售价在各

地并不一致，但该业者表示，4月份的调涨应该会达数成。 

纤维绳索及保丽龙盒的制造商，都是从上游购入原料后进行加工，再将成品

贩卖给下游的批发零售商。该等业者就好像是夹心饼干，不仅得面对上游原料业

者一波又一波的涨价压力，又得应付拒绝接受涨价的下游批发零售商，确实是苦

不堪言。 

 

欧盟推动水产品安全风险评估计划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欧盟斥资 500万欧元，推展欧盟安全水产计划（ECsafeSEAFOOD），用以评估

环境污染物对民众健康的影响，进而改善水产品风险管理及增进大众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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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与气候变迁不仅唤起民众对海洋环境状态的关心，更引发大众关注

食用水产品的安全。然而，对于海洋环境中的污染物污染程度高低是否与水产品

呈现正相关，目前仍所悉不多，故有必要针对两者关联性进行研究。欧盟安全水

产计划便因应而生，联合来自欧盟 9 个国家与挪威的 18 所研究机构，共同处理

水产品安全问题及增进相关知识。 

计划协调人 Antonio Marques 博士表示， 此计划将探讨污染物与海洋环境

及人们所摄取的水产品品质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摄食水产品的益处早已获得广泛

认可，而欧盟安全水产计划则是要保障未来食用水产品的好处不会受到丝毫影

响。 

 

秘鲁鳀鱼减产导致鱼粉价格涨破每吨 2,000美元大关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自 2012 年年底起，水产养殖饲料所使用的鱼粉价格就一路飙涨。这是因为

秘鲁鳀鱼渔业去年冬季渔期（11 月至隔年 1 月）渔获配额大幅减少，市场又预

测今年春季渔期（通常是 4-7月）配额也会下调，导致鱼粉价格一路攀高达往年

的 2倍左右。在此背景下，水产养殖饲料生产业者也开始蠢蠢欲动，准备调涨产

品价格。 

过去秘鲁鱼粉价格约每吨 1,200美元左右，但今年已涨破 2,150 美元。秘鲁

鳀鱼渔获配额大幅减少，是导致鱼粉价格飙升的主因。 

往年秘鲁鳀鱼渔业冬季渔期的渔获配额约在 250 万吨上下，但去年 10 月公

布的2012年冬季渔期配额却仅剩 81万吨。鳀鱼加工品是秘鲁极重要的出口产品，

在鳀鱼资源量下降、未成年鱼数量增加的情况下，为维持鳀鱼资源的可持续性，

秘鲁政府经慎重考量后，做出大幅删减去年冬季渔期配额的重大决定。 

除去年冬季渔期配额外，今年春季配额也受到影响。往年在 3月左右，秘鲁

当局就会发布当年春季渔期配额，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却仍未发布。相关人士透露，

秘鲁政府似乎仍在慎重实施资源评估，但最终结果应该还是会减产。预计今年春

季渔期配额将延至 4 月中、下旬才会发表。 

延后发布配额将造成今年春季渔期较晚开始，有可能导致渔期缩短。往年春

季渔期渔获配额约 300 万吨，今年预估将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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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年冬季渔期渔获所生产的鱼粉，目前已全数售出并陆续出货中。中国是

全世界最大的鱼粉采购国，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据传大陆方面目前只备妥今年

5月底之前所需的用量，之后的需求仍无着落。由于各方买主已开始加快采购今

年秘鲁春季渔期鱼粉，恐将导致鱼粉价格进一步上扬。 

 以秘鲁鳀鱼制成的鱼粉约占全球鱼粉出口量的四成左右，而各国对秘鲁鱼粉

的依赖度仍旧很高。在鱼粉价格高居不下，且无法预测今后渔获量的情况下，日

本的水产养殖饲料制造商也被迫要有所行动。预料在今年 4月 1月新的会计年度

开始后，饲料商即会调涨饲料价格。另一方面，“低鱼粉饲料”制造商也可能趁

此机会，加快抢夺市场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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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普 

 

日本鱿钓渔业的现况 

(来源：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 

 

小型鱿渔业休鱼已达忍受的界限 

长崎县一岐市是西日本最大的鱿渔业基地，一岐岛全岛包含胜本钉鱼协(78

人，大久保照享会长)所属的专业小型鱿钓船约 190 艘，总计 350 艘开始一齐休

鱼。因为燃油费高涨使得无法出海捕鱼的渔民们，针对今后的对应方式展开协商

会议，让平常非常繁忙热络的渔港显得安静无声。 

一岐岛位于福冈县近海玄界滩海域中的离岛，为东西长 15公里、南北长 17

公里的平坦小岛，在 2010年的总渔获量约 7,999 吨，其中最重要的鱼种为鱿类，

占全部的 4成达 3,320 吨。该鱼协致力于使耗油较多的鱿钓船集鱼灯 LED化务实

活动，以及“一岐剑(鱿)”的品牌化，但是，燃油价格节节攀升与日元贬值等因

素，直接冲击渔民的经营，这次的燃油费高涨，让该鱼协表示“现在的油价价格

已超过了可忍受的界限，在景气回复让陆上产业活化前，我们渔民全早就先倒闭

垮了，期望燃油价格能早点下降，让渔港重新找回活力”。 

而鱼协会员中有 8成是经营亏损，大久保会长的说明如下： 

日元贬值的原因使得燃油进口价格上升，10 年前 1 公升 40-50 日元，去年

年底 1 公升 88 日元至今年 4 月已达 99 日元，小型鱿钓船的一日燃油费增加至

10-12万日元。在日元贬值的趋势当中，日后渔业经营仍然会持续地严峻。目前

在无法阻止燃油价格节节攀升的情况下，鱼协会员有 8成呈现亏损经营，即使是

天气好亦无法出海捕鱼，即使出海也集中于近基地的渔场，燃油费高涨如同是关

系到鱿钓业死活的问题。 

日元贬值 1 日元的话，1 公升的燃油费涨 77 分钱，燃油费高涨问题不只是

渔民的问题，包括批发商、流通商等相关产业界，亦受到极大的打击。对于因国

家政策招致燃油费高涨抱持着很大的疑问，因此，强烈地期望能克服眼前困难，

讨论适切有效的对应方式。 

鱿钓渔业迫切期望支援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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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国鱿钓渔业协议会的能登博之会长(北海道鱿钓渔业协会会长)、大久

保照享副会长(长崎协会会长)、三国优干事(青森协会会长)等小型鱿钓船渔民代

表于 4 月 26 日，向日本水产厅本川一善长官陈情，因政府政策诱导的日元贬值

以致燃油价格剧增，使得鱿钓渔业陷入困境，并迫切期望政府能拿出建构安全救

济政策以外的新支援政策，并请体谅 4 月 26、27 日日本全国 1,500 艘鱿钓船的

一齐休鱼。 

能登会长指出，燃油价格太高，已有些渔民暂停出海捕鱼，想出海作业却无

法去的困境相当艰辛，此状态根本无法执行永续渔业的生产。虽然利用安全救济

政策中对超过限额以上时进行补贴，但甚至仍有渔民付不起制度中的按时缴纳

金。安全救济政策并非是对收入的填补，到底仅是将支出标准化，无法支援其经

营。这并无法帮助往后渔业承继者的育成，以及其生活上的帮助，因此期望政府

能拿出新政策改善现有异常的状态。 

对此，水产厅本川长官说明，现在与 2008 年燃油价格高涨的状况不一样，

建构安全救济制度，可减缓受到影响的程度，现在对于燃油价格超过 80 日元进

行补贴，若往后即使价格再涨，直到 9月所超过金额的部分仍付得出，可安心地

出海捕鱼，此事请传达让全体渔民知道。但是超过预期的异常燃油价格高涨时，

是否应该需要有必要的对应措施，此事将会传达给林芳正大臣。 

之后，能登会长于记者会上陈述现在的困境，我们渔民并没有不自主努力，

20 年以后，进行光力限制等致力于省能源及省力化。再者，并非仅是渔民处于

困境，其他产业亦多的是批评之声，我们渔民并非期待得到生活补贴，而是为了

能尽责地提供国民水产物品，期望能有可提供安心食用鱿鱼而出海捕鱼的环境而

已。这应该是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缺点所造成的影响，让渔民承受其后果

非常不合理，而且 9 月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保障。 

渡过震灾新建 3艘渔船本月中旬出海捕鱼 

东日本大震灾至今已 2年余，“鱿鱼街八户”的中型鱿钓渔业于今年展开新

体制，活用国家的施政措施，在震灾中损毁的 6艘以新建造替用船，遭受震灾的

各船主以租赁的方式，对渔业的复原向前迈进一大步。4月下旬举行八户机船鱼

协的 5艘中型鱿钓渔船的新建成祝贺会，在严峻的成本经营环境下，以增强省能

源及生产力，适合于次世代的效率型作业为目标，祝贺其新建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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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户是日本第一的鱿鱼渔业基地，其基础渔业之一是中型鱿钓渔业，在东日

本大震灾前有38艘在作业，在2010年八户港的渔获量3成约16,800吨为鱿鱼(包

括日本鱿及赤鱿)。但是 2011年 3月发生震灾，期逢赤鱿冬季鱼期结束，在八户

停泊的渔船被打上岸或流失损毁等，计 11 艘全毁，让“鱿鱼街”的生产力大幅

削减。 

鱿钓渔业在八户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关业者努力地复原。因此，

筹划以国家《共同利用渔船等复原支援对策措施》，取得替用船 6艘的建造。八

户机船鱼协所属 5艘替用船新建，受灾各船主以租赁方式试图让渔业再生。去年

开工至今年 3月底由新泻造船厂建造的“第二十一正进丸”、函馆与室兰制作厂

建造的“第六十二源荣丸”与“第六十五源荣丸”已完工。吉田造船铁工厂所建

造的“第六十七源荣丸”、“第七十一八重丸”2艘预计于 5月完工。其他八幡

丸渔业生产组合建造的 1艘替用船则于 6月预计完工。各船的建造费由国家、县

政府各补助 1/3，市政府与相关措施追加 1/9 的补助。 

新建造的渔船(均为 184吨级)较旧船宽且深，其回复力及浮力较高，安全性

提高。集鱼灯一部分采用 LED，增加推进效率采用大口径的阵叶，更有可稳定且

低速航行的电子控制减速机，让操纵性能提升的襟翼式舵等等导入省能源的技

术。函馆与室兰制作厂建造的新船与旧船相比，1年具有可减少 15％燃油使用量

的效果。 

船上搭载最新的冷冻机，船冻鱿鱼的生产能力可由原来的日产 700-800 箱

(8kg/箱)提高到 1,200 箱，让生产现场发挥广大范围的对应能力。其他像渔航员

的居住环境、卫生环境、休息空间均有扩充，可改善劳动的环境。 

“第六十二源荣丸”与“第六十五源荣丸”于本月 14 日，“第二十一正进

丸”于 15 日预定将出海捕捞北太平洋的赤鱿，在渔获量减少、燃油费高涨、人

力不足的严峻经营环境中，期能实践省能源与效率化的作业，构筑出适合于次世

代的鱿钓渔业模式。 

八户机船鱼协的 5艘中型鱿钓渔船的新建成祝贺会于 4月下旬，在八户市的

八户 PARK 饭店中举行。行政单位、造船厂、相关机器厂商、地方水产业界的相

关人士约有 110人出席，对象征着东日本大震灾后渔业复原的新建渔船的渔捞作

业寄与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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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由川村嘉朗鱼协会长说明震灾以来新船建造至今的过程，表示对相关

单位的深深感谢之意，并期待新造渔船能提振八户的复兴与八户港的活性化，对

地方的发展能有大的贡献。来宾贺词之后，由建造新船的新泻造船厂赠予函馆与

室兰制作厂感谢状。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仙台支店农林水产事业总辖的长瀨胜彦赞

赏八户机船鱼协是其他地区的先驱，专心致力于会员渔船的复原事业，表现出对

复兴的热忱，带头发声干杯后，宴席正式开始，出席者们交谈甚欢，宴席的最高

潮，全国鱿钓渔业协会的会长川口恭一激励大家说，今日并不是已达成复活的目

标，而是复活的开始，期许大家更能安全出海与渔捞。为祝贺新船，以高喊三声

万岁做为结束。 

削减成本推展省能源的 LED鱼灯 

八户机船鱼协的新建造中型鱿钓渔船当中，导入了函馆鱼捞机器厂商-东和

电机制作所(浜出雄一社长)制作的“EFX 系列”LED 鱼灯。新建造鱿钓渔船为能

建构出“适合于次世代的鱿钓渔业”，致力于省能源作业条件，该所制作的 LED

鱼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造渔船以陶瓷金属卤化灯(Metal Halide)与 LED鱼灯

并用，集鱼灯的光力上限 250 千瓦当中，30 千瓦使用 LED 鱼灯，另 220 千瓦为

陶瓷金卤灯，但是该所的藤原里美制造部本部长指出，陶瓷金卤灯也可以拉长间

隔使用。在过去中型鱿钓渔船导入的案例中，以 190 千瓦为陶瓷金卤灯及 30 千

瓦 LED鱼灯的并用，1年可削减燃油成本 300-400万日元。 

此外，陶瓷金卤灯耐用仅 2季即需要更换，LED则可达 4-5年，运转成本较

低为其特征，初期购置成本虽然较陶瓷金卤灯高，但以案例计算削减成本的效果

来看，最多 10年内即可还本。 

该所为能让 LED 鱼灯普及化，思考“致力更降低初期的购置成本”，配合提

供“低瓦但发光效率高的制品”，陶瓷金卤灯的使用比例降低的话，即可达到减

少运转成本的目标。藤原部长指出，在燃油费高涨的现在，如何可让运转成本降

低，是鱿钓渔业的命脉，省能源是渔民共通要检视讨论的课题，制造厂商也要顺

应需求，致力制作适合的产品。 

该所在日本水产厅“省能源技术导入促进事业”中，推展秋刀鱼棒受网渔船

与鱿钓船的 LED鱼灯开发。在针对鱿钓船的 LED鱼灯，依同业研究与实证作业结

果分析中，采用鱿鱼眼睛最易识别的青与绿的中间色。 

 



 

 26 / 28 
 

渔业专家认为执法及遵守是永续渔业的关键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美洲热带鲔鱼委员会前秘书长 Robin Allen 在国际永续水产品基金会

（International Seafood Sustainability Foundation；ISSF）网站贴文表示，

据长年来一直深入钻研有关以权利为基础（rights-based）的管理议题。最近据

担任巴拉吉欧永续鲔渔业会议（Bellagio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Tuna 

Fisheries）主席，确立以权利为基础的管理，可作为解决产能过剩及过度捕捞

鲔鱼资源问题的方法。随后在柯尔多巴会议（Cordoba Conference）作出结论，

认为“配额”是成功实施以权利为基础管理的关键因素。之后据与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 Scott Barrett 联合主持《永续渔业协定：执法及遵守的策略》会议时，即

以此引导大会讨论。该次会议很像过去很多的工作小组会议，邀集来自各方专家、

学者、谈判人员、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RFMOs）代表、非政府环保组织、及其

他国际利益关系人等参与。该会议的重点，放在遵守与执法在以权利为基础的多

边鲔渔业管理中，所占的重要角色。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些想法，以鼓励符合永续

发展及管理的成果。 

在多边组织的架构下，采用一个有效的渔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以权利为基础

的管理制度，比在单一国家的实施更加困难，原因是当出现问题时，并没有单一

的管理机构或仲裁者可对问题加以处理。此外，每一区域性鲔渔业管理组织在以

权利为基础的管理及其遵守与执法上，都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且还需确

保以贸易为基础的执法措施，不会对开发中的国家造成过度的负担。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与会者普遍都有共识，认为执法机制必须是可信赖的，

更理想的是，协议必须包含制裁，才能制止任何一个国家敢冒风险违反规定。 

首先，对是否遵守配额、禁渔区及渔获努力量等，有独立查核的能力，是任

何一个有效管理制度的要件。因此，建立及维持具成本效益的监测、管制及侦查

（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MCS）措施、制度及服务，是查核

是否遵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以权利为基础的管理制度，是架构在个人权利

拥有财产的理论上，会员国为维护其权利则越愿意遵守相关规范，也越有意愿投

资在这些有关遵守、管理及科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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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度的遵守，需仰赖透明性，以及分配捕鱼机会及使用规则的公平性。

遵守制度必须确保监测的结果是透明且公正，而接受处分必须公平适用在渔船及

利益相关者身上。不管是 RFMOs会员，或是合作非会员等，所有的参与者接受制

裁的标准应一致并且有效，以避免合作破裂，或渔船改挂其他船旗国国籍，甚至

洗鱼的情事发生。 

第三，以权利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只有当 RFMOs会员在遵守、执法及服务上

均有足够的投资时，才能达到有效的成果。发展中的国家可能无法持续、有足够

的资源去执行，RFMOs 需考虑该等国家可能需要协助，以发展有效的遵守及执法

制度。 

由于每一个区域性鲔渔业管理组织，在以权利为基础的管理及如何遵守与执

法，都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故必须持续在 RFMO 会员间及区域层级，就以

权利为基础的管理进行对话。然而，该次会议结论清楚显示，任何一个以权利为

基础的管理制度，必须有诱因，以促进及鼓励会员国遵守，使之成为一个强力且

有效的执法机制。如果只是单单讨论如何遵守是不够的，RFMOs必须真正在遵守

的结构上进行投资，确保所设计的制度系合适才是重要。 

 

若干年后俄罗斯或出现受日本核泄漏污染的鱼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根据俄新网消息，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局长、俄罗斯国

家总防疫师根纳季·奥尼先科表示，该局专家不排除若干年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海洋中会出现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鱼。 

2011 年 3月 11 日，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 9.0级强震。地震引发巨大海啸，

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泄漏。消除事故后果（包括完全拆除反应堆）需花费

40年左右的时间。 

他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严重问题，但不排

除若干年后，一些鱼群会受到放射性核素的污染。”他解释称，食物链将使这成

为可能。也就是说，被污染的浮游生物可能成为体型稍大的鱼的食物，而后者可

能成为人类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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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在 2011至 2012年间对滨海边疆区、哈

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堪察加边疆区、萨哈林州和马加丹州的辐射情况进行了监测，

对大气、海水、鱼、太平洋地区的海产品和候鸟进行了研究。根据对食品进行的

辐射监测，未发现放射性污染。 

 

2017 年全球水产养殖用品及设备需求将超过 630亿美元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佛里多尼亚集团（The Freedonia Group）最新研究

指出，全球对水产养殖用品及设备的需求将以每年 7.4％ 的速度增长，至 2017

年将可达到 636亿美元。 

世界水产养殖逐渐由粗放或半集约式转型为集约式，对於饲料、设备及化学

药品等需求也将大幅提升，导致鱼粉和鱼油市场价格也迅速增长。 

水产养殖用品及设备中以水产饲料需求为大宗，愈来愈多的饲养场由自制饲

料或天然食物来源改为使用商业饲料，而高价的鱼粉及鱼油也导致养殖场将部分

饲料改为成本较低的植物油脂及蛋白质。饲料的营养成分高，将饲料转换率（feed 

conversion ratios）降低，农民的使用量就可减少。 

集约式水产养殖趋势，需使用更多种设备，预期也会对其它水产养殖用品产

生正面影响，包括：泵、过滤器、投饵器、水质监测及水处理设备等，此外，饲

料加添助剂（feed supplement）及药物的需求也将提高。 

亚洲最大且发展最快的水产养殖业区域为中国大陆，从 2002-2012 年，其水

产养殖产量占全球 61％，此外对水产养殖用品及设备需求量至 2012 年也占全球

51％。南美洲也期望透过区域产量增加，及智利逐渐从传染性鲑鱼贫血病灾害影

响中复苏等条件，扩大其水产养殖业全球市占有率；欧洲及北美市场亦呈健全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