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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印尼远洋渔业项目调研会在福州召开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2013 年 1月 14 日，为确保我印尼远洋渔业项目平稳发展，促进中印尼两国

海上合作深入开展，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秘书处在福州组织有关印尼项目企业、上

海海洋大学专家召开印尼项目调研会。会议邀请农业部渔业局、福建省、浙江省

海洋与渔业厅（局）远洋渔业主管负责人到会指导工作。会议对当前印尼项目各

渔业基地运营情况进行了交流，初步探讨了如何有效利用国家对外合作资金，为

行政部门下一步制订有关计划方案提供了参考意见。 

印尼远洋渔业项目是我国重要的过洋性远洋渔业项目之一，船队规模逐年增

大。 

该项目作业海区全部集中在印尼阿拉弗拉海海域，作业区域过于集中，作业

方式单一，基地紧张，产品品质难以保证，该海域进一步发展空间受限，因此，

建立新的印尼远洋渔业基地，拓展新的作业渔场，势在必行。而根据印尼政策规

定，只有在其国内进行陆地投资，建立陆上基地，才能相应获取许可入渔其专属

经济区。 

在此背景下，协会积极通过调研等多种途径，了解和掌握信息，争取国家财

政支持，新建扩建印尼远洋渔业合作项目基地，增强远洋渔业行业与其合作的能

力，争取更多的入渔份额，为在该海域生产的船队提供必要的后勤补给服务，提

高生产安全保障能力和品质保证，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要充分利用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促进远洋渔业健康持续发展”目标。 

 

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来源：中国渔业报） 

 

2013 年 1月 22 日，由农业部渔业局主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牵头承办的

“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市召开，有关领导、专家院士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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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共同商讨推进南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方针和工作思路。财政部科教文司

副巡视员宋秋玲、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唐珂、渔业局局长赵兴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随着南海北部近海渔业资

源的持续衰退、近海捕捞业产能过剩，而南海外海渔业资源利用不充分，捕捞业

呈萎缩趋势。面对这一严峻局面，要实现南海渔业科学发展，必须在加强南海北

部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快推进南海外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

用，实现战略性的产业升级和产能转移。 

赵兴武在讲话中指出，南海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传统且重要的海洋

渔场，但目前我国对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远远不够。主要原因，一是水产捕捞、

养殖及加工的生产设施装备整体落后，制约了渔业向南海深海、外海发展；二是

南海航程远、海况复杂、补给困难，渔业生产面临涉外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压

力，安全保障问题十分突出；三是科研力量薄弱，产业优化升级迫切需要增强科

技支撑能力。今后一段时期农业部将重点围绕调整海洋渔业生产结构和海区生产

布局的战略目标，着力提高渔业装备水平，增强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着力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进一步提升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提升渔

政执法能力，进一步完善护渔维权机制。 

就如何科学开发利用南海渔业资源问题，赵兴武提出明确意见，一是共同倡

导和落实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保护的科学发展理念。实现南海区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水域生态环境建设与渔业经济发展并举的方针，进一步加

强污染控制和治理，提高资源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建设等渔业资源环境养护修复

工作的力度，加强大型工程对海域环境影响评价和监督管理，努力使区域经济发

展和水生环境改善相协调。二是共同建立养护南海渔业资源的部门与地区间的合

作机制。南海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农业部渔业局作

为该项工作的主管部门将着力加强与南海周边各省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的

沟通协调，共同推进南海水生生物养护工作。三是开展全面的渔业资源调查。目

前急需摸清南海中南部海域渔业资源现状，为渔业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四是加大

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对南海渔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开展适于南海渔业资源高效利



 

 5 / 27 
 

用的渔具渔法与渔船船型优化、节能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远海养殖装备及配套

技术的集成与创新，实现南海渔业从传统狩猎型向现代工程化养殖型转变。 

来自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南海区渔政局、有关地方渔业主管部门的代表，

以及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各大水产院校的专家学者、水产企业的负责人，从专业

角度分析指出了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和迫切需要，并为未来南海建

立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系统体系建言献策。 

 

全球经济论坛呼吁建立全球水产品追溯系统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今年 1月全球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于瑞士达沃斯召开会议，

该论坛之全球海洋议程委员会（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Oceans）并于会中

发表共同声明，呼吁建立新的全球水产品追溯系统，以使消费者、业者及政府能

完全取得永续捕捞实践之相关信息。该委员会集结来自海洋保育、政策及商业等

领域之各国专家及领导。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亦是其中一员，并协助起草该

声明。 

该份有关全球水产品追溯系统之声明系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发表之全球

首例，并宣示全球经济论坛支持永续渔业之重要角色。该声明承认迫切需要「从

饵料至餐盘」（from bait to plate）追踪水产品，以此方法连结市场与永续捕

捞实践，并终结持续造成渔业枯竭之非法捕捞。 

全球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过渔危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之统计，

近 87％的商业渔业已到达或超过最大可捕捞水平。另根据专家估计，全球渔获

有 20％来自非法捕捞。此问题的解决方法端赖给予市场参与者及管理者可信的

信息，以辨别一项水产品是否合法且具有可持续性。但目前而言，此类信息之取

得及野生捕捞渔获追溯所需之机制皆是例外，并非常规。 

WWF 执行长 Jim Leape 表示，使商业性渔捞得以永续经营是一项重要的全球

挑战。对全球水产业而言，这是一项很高的赌注，对以鱼类为蛋白质来源及以捕

鱼为生的数百万人亦然。达沃斯共同声明指出解决方法的一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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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造可信赖的水产品追溯系统，各国及水产业的规范和商业实践须取得

协调，包括小至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者，大至欧盟、美国及日本等已开发国

家的主要零售连锁商和品牌商等。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2013 年 1 月 28 日-2 月 1 日，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新西兰奥克兰召开。此次会议是《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生

效后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通报了公约批准情况；审议通过了科学工作组关于南

太平洋渔业资源的评估报告；2012 年临时管理措施执行情况、委员会财务规则

和议事规则；确定了 2013 年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其中，2013 年我在公约区域内

可获得 29256 吨的竹荚鱼捕捞配额。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委员会以及附属机构的主

席和副主席并通过了其他有关决议。 

 

国家海洋局发布《2012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来源：国家海洋局网站） 

2013 年 2 月 26 日，国家海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2 年中国海洋

经济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2012 年，海洋经济继

续保持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 500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

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6%。 

据初步核算，2012 年我国海洋产业增加值 29397 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

值 20690 亿元。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2683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2982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24422 亿元，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

的比重分别为 5.3％、45.9％和 48.8％。 



 

 7 / 27 
 

 

2012 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长。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2057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2%。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 88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其中，海洋矿业增长率最高，比上年增长 17.9%。而受国际油价波动、国

内经济增速减缓、油气生产调整和产能控制等多重因素影响，海洋油气业增速出

现负增长，全年实现增加值 1570 亿元，比上年减少 8.7%。“这也是多年来海洋

油气业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广顺说。 

此外，受全球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海洋船舶工业增加值 1331 亿元，

比上年减少 1.1%。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

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均较上年

有所增长。 

《公报》表明，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方面，2012 年，环渤海地区、长江三

角洲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 18078 亿元、15440 亿元、

10028 亿元。其中，环渤海地区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比重最高，为 36.1%。长江

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别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30.8%和 20%。 

此次《公报》以国家统计局批准的《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为依据，统计

资料由国务院有关部门、11 个沿海地区和 5 个计划单列市海洋和统计部门提供。

国家海洋局还邀请了国内统计、宏观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对 2012 年

海洋经济初步核算数据进行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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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50 多艘渔船开赴南沙耕渔 

（来源：海南日报） 

 

2013 年 2 月 27 日，琼海市潭门镇的中心渔港里一片欢腾，50 多艘渔船相继

驶离码头，直奔南沙。开春后，潭门的渔民将陆续起航奔赴“祖宗海”，到三沙生

产作业。 

一大早，船主和渔民们就分头置办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猪肉、鸡蛋、水果、

蔬菜、啤酒、饮料，米、面、油、盐、酱、醋、茶，还有整笼的活鸡、活鸭被陆

陆续续运上了船。这些生活用品将满足他们一个航次大约 50 多天的需要。 

出航前，琼海潭门边防派出所特别为出海的渔民专门举办了一场法律宣讲活

动。 

“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注意作业安全，一旦遇到机械故障或者外国渔船非

法侵扰可通过对讲系统向南海 110 值班室报警。”被渔民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

南海 110 专职值班员符史宝，在码头上向即将远行的渔民们殷殷叮嘱着。 

据了解，2012 年潭门镇渔民在南海捕捞业产值达 4 亿元。潭门渔民们不仅

在我国南海传统海域从事渔业生产，还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长期驻礁捕鱼作

业的方式，彰显我国在南海的主权。 

正午，经过边防派出所检查验证放行。船老大们在船头点燃一串串长长的鞭

炮，在炮仗的轰鸣声中，第一批 50 多艘渔船相继驶离码头，直奔南沙。 

 

北太平洋金枪鱼科学委员长鳍金枪鱼工作组会议在上海海洋大学召

开 

（来源：上海海洋大学校园网） 

 

由北太平洋金枪鱼科学委员会(ISC)主办，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承办的

长鳍金枪鱼工作组会议(Albacore Working Group Workshop)于 2013 年 3 月 19 日

至 25 日在上海海洋大学召开，海洋科学学院院长、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金枪鱼技

术组组长许柳雄教授代表中方和上海海洋大学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来自加拿大

海洋渔业部、日本远洋水产研究所、韩国国立水产科学研究院、美国国家海洋大

气局(NOAA)西南渔业科学中心、美国渔民研究基金会，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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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校金枪鱼技术组的研究人员近约 25 人参加会议。上海海洋大学科技处处长

李柏林教授、外事处钟俊生教授出席开幕式。海洋科学学院教师戴小杰、朱江峰、

陈彦分别就中国在北太长鳍金枪鱼长度频率、渔业状况和科学观察员数据提交三

篇报告，反映中方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北太平洋金枪鱼资源的工作，得到工作组

的一致称赞。工作组会议感谢中方和学校对会议的成功举办所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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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的是回顾和审议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研究进展；讨论中西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WCPFC）北方分委会提出的长鳍金枪鱼生物学参考点；讨论 ISC全

会提出的科学研究计划的执行；并讨论中国在北太平洋的长鳍金枪鱼渔业数据和

科学研究进展。会议达到预期目标，达成共识意见。 

北太平洋金枪鱼科学组织(ISC)是由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中国、中

国台北组成的科学组织，主要任务是对北太平洋的蓝鳍金枪鱼、长鳍金枪鱼、旗

鱼类等和鲨鱼类资源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并提出管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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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东京海洋大学成功研发鱼类精巢冷冻保存技术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日本东京海洋大学研究所海洋科学技术研究科教授吉崎悟朗于日前对外宣

布，其研究团队已成功研发鱼类精巢冷冻保存技术，并结合移植技术，成功繁殖

出具繁殖能力的下一代。这也是全球首例成功利用动物的冷冻精巢繁殖出下一

代。 

由于此技术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鱼种，因此可望借此永久保存面临灭绝危

机的鱼种。 

冷冻保存人类等哺乳类动物的卵子或精子已很常见，但鱼类的卵子因直径为

哺乳类动物卵子的 60-80 倍，且脂肪含量多，故难以加以冷冻保存。经实验，吉

崎教授的团队发现，只要冷冻保存雄鱼的精巢，就能成功地保存精巢中仅 10 微

米长的“精原细胞”。 

该研究是先从雄虹鳟体内采取精巢并浸泡在保存液中，然后慢慢冷却至摄氏

零下 80 度，之后再以液态氮加以冷冻保存。下一步则是将冷冻保存的虹鳟精巢

解冻后，将含有精原细胞的精巢细胞移植至作为“宿主”的其他虹鳟腹腔内。由

于宿主是特别选用不孕的三倍体（含有三组染色体的细胞或生物。三倍体生物因

难以进行减数分裂形成配子，故常不育）故只会制造出来自移植的精原细胞的精

子或卵子。 

经实验确认，若宿主是雌鱼，移植精原细胞后就会制造卵子；若为雄鱼，则

会制造精子。而宿主所制造的精子与卵子受精后所产下的下一代，也能正常繁殖

下一代。 

此外，该团队也结合精巢冷冻保存技术与异种移植技术，让移植虹鳟精巢细

胞的樱鳟（Oncorhynchus masou）宿主产下虹鳟。若能善用此技术，只要能先冷

冻保存濒危鱼种的精巢，一旦该鱼种灭绝，日后就能利用异种宿主，让已灭绝的

鱼种再生。 

吉崎教授表示，已开始推动濒危鱼种保存计划，对象包括日本山梨县西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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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鳟（Oncorhynchus nerka kawamurae）及美国的红鲑（Oncorhynchus nerka）。未

来则希望能利用冷冻细胞，随时繁殖鲔鱼。 

 

日本研发超轻型LED集鱼灯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为确保小型秋刀渔船的安全，日本的 TOP AND TOP 公司（社长：小幡长

生）不断进行集鱼灯的轻量化研究，并成功开发出超轻型秋刀鱼集鱼灯。 

相较于现有输出功率 800 瓦特型 LED 集鱼灯的重量达 19 公斤之重，该款

「RGBW-X 型」最新款的超轻型 LED 集鱼灯，其灯体重量仅为 6.5 公斤，即便

是装上主机板，重量亦仅达 8 公斤，可见轻量化之程度相当惊人。 

该款超轻型LED集鱼灯未来将配备于正在建造中的19吨秋刀渔船「稻荷丸」

（宫城县石卷市），以及北海道根室市将于今年建造的 5 艘 19 吨与 29 吨级秋

刀渔船上。 

TOP AND TOP 之所以会开始开发超轻型 LED 集鱼灯，是源自于 2012 年 8

月时，世界上著名的 LED 制造商─ Cree 集团香港分公司的李仁义社长一行人

造访日本的秋刀渔船所致。当时的小幡社长向渠等提出“灯具轻量化”的要求，

而李社长则答应将改良秋刀渔船灯具，并表示“只要使用新的材料便能减轻重

量。” 

此外，目前 Cree 集团正在研发能以同样电力发出 2 倍光力的 LED 发光体，

并预计在 2013 年 3 月开始贩售。为此，TOP AND TOP 正着手研发能配置该发

光体的新型“LED 作业灯”，以期将来能运用在定置网、刺网与一支钓等沿岸

渔业上。 

 

日本研发出可一人作业的白带鱼曳绳钓渔法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为提高白带鱼曳绳钓渔业的作业效率，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后，已成功研发出适合该渔业的船上计重台秤、投绳装置及新式假饵。有

了这些新的设备及渔具，原本需要两人作业的白带鱼曳绳钓渔业现在只要一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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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业，不但能提高渔船的收益，亦有助维持白带鱼资源的可持续性，可谓一举

两得。 

该中心从事白带鱼曳绳钓渔业调查地点是九州大分县的臼杵地区，目前该区

的白带鱼曳绳钓渔业几乎都是由夫妇组成的两人组共同作业。然而，考虑到后继

者不足的问题，当地渔业者殷切期盼水产综合研究中心能提供技术协助，让只剩

一人的渔船也能继续经营下去。鉴此，该中心才开始研发可节省人力、提高作业

效率的机器及设备。 

首先是不受渔船摇晃影响的船上计重台秤，这比起需要在船上以半蹲姿势使

用的杆秤，能够大幅减轻渔业者的身体负担。此外，该台秤售价仅 12 万日元左

右，与要价 100 万日元的电子天秤相比，极为经济实惠。 

新的投绳装置则内藏磁铁，可防止钓钩脱落或位置偏移。投绳作业也比过去

更为顺畅，并可省去用手工的方式将生饵装在钓钩上的作业时间。 

新式假饵采用苯乙烯系的原料，不但更耐用，也更容易装在钓钩上。经过实

测后，该中心已证实使用新假饵时的钓获率高过旧的假饵。此外，使用大型假饵

时，并不容易钓上小型鱼，因此亦兼具资源养护的效果。 

前述船上计重台秤、投绳装置及新式假饵都已达到可商品化的水准，而且听

说除白带鱼曳绳钓渔业外，其他渔业也能使用。 

水产综合研究中心开发调查中心资源管理开发调查小组组长小河道生表示，

此次的技术研发成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能同时满足

渔民获利及资源可持续性的渔业。 

 

ω- 3鱼油或许能预防乳腺癌 

（来源：张忠，摘译自 FIS China 网站）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营养生物化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公布称，ω- 3 鱼油

可能抑制乳腺癌 30%的生长。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是首次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当始终建立在终身使用

的基础上。 

ω- 鱼油可能会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对女性来说，乳腺癌是最常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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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也是第二大致人死亡的癌症。 

近几十年的其他研究已经证明 ω- 3 鱼油在女性的多项健康问题上有很好的

疗效，包括更年期体重增加以及其他一些症状。 

然而不是所有的鱼油都是一样的，EPA 和 DHA 的含量必须要是最合理的，

并且要着重关注取得最佳效果。 

关键是意识到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鱼油和以 ω- 3 为基础的补品。由

于鱼油中含有大量其他生物活性脂类，它们能在癌症治疗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还

不可知，因此当服用 ω- 3 来降低乳腺癌风险时,控制鱼油质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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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渔业 

 

澳大利亚公布 2010-2011年度渔业生产与贸易统计资料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局（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 Economics；ABARE）发布的 2010-2011 年度（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澳大利亚渔业生产与贸易统计资料，以出口额来看，中国香港、日本及

中国大陆依序是该年度澳大利亚水产品前三大出口市场。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食

用水产品出口值有急剧的增长，达到前一年度的 3 倍以上。 

一、渔业产量减少，但产值微增 

在渔业生产方面，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渔业总产量为 23 万 4,164 吨，

比前一年度减少 4％；总产值为 22.3 亿万澳币，比前一年度微增 2％。就各州的

表现而言，鲑类及鲍鱼的主要产地塔斯马尼亚州的表现最佳，产值占整体的

27％，其次是南澳大利亚州（占整体的 19％）及西澳大利亚州（占整体的 18％）。 

将养殖渔业及捕捞渔业分开来看，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养殖渔业产量为

7 万 5,188 吨，比前一年度增长 2％，占澳大利亚渔业总产量的三成多；产值为

9 亿 4,810 万澳币，年增 7,050 万澳币，占澳大利亚渔业总产值的四成多。主力

产品的养殖鲑鱼增产，再加上养殖南方黑鲔的单价上扬，是该年度产值增加的主

因。 

另一方面，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捕捞渔业产量为 16 万 2,762 吨，比前

一年度下滑 6％；产值为 13.1 亿万澳币，比前一年度减少 2％。 

 在个别产品的表现上，龙虾因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及塔斯马尼

亚州的产量都下滑，整年产量仅 9,888 吨，比前一年度减少 260 吨。但因平均

单价上扬的原因，整体产值反比前一年度增加 2％，达 3 亿 8,980 万澳币。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养殖大西洋鲑后，澳大利亚鲑鱼养殖业就急速成长，

10 年内产量增加了 140％以上。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养殖鲑鱼产量比前一

年度增加 11％，达 3 万 5,377 吨，且几乎都产自塔斯马尼亚州。因塔斯马尼亚

州养殖鲑鱼单价上扬的原因，整体产值也比前一年度增加 11％，达 4 亿 8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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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币。 

 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鲍鱼产量比前一年度增加 5％，达 5,229 吨。因价

格上扬，产值也比前一年度增加 3％，达 1 亿 7,830 万澳币。塔斯马尼亚州是澳

大利亚主要的鲍鱼产地，占总产量的 55％，每年产值都在 1 亿澳币左右。

2010-2011 年度塔斯马尼亚州鲍鱼产量比前一年度增加 262 吨，年增率约一成。

澳大利亚产鲍鱼有六成以上外销，主要运往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及日本。最近

10 年因澳币处于偏高的价位，导致澳大利亚产鲍鱼的出口单价下跌了一半左右。 

 澳大利亚出口的鲔鱼除最大宗的南方黑鲔外，还有黄鳍鲔、大目鲔及长鳍鲔。

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养殖及捕捞鲔鱼合计产量为 9,133 吨，比前一年度减少

17％。相较于野生鲔鱼捕获量下滑 6％，养殖鲔鱼产量大幅减少了 20％。不过，

就产值而言，2010-2011 年度养殖及捕捞鲔鱼合计产值反而比前一年度增加

19％，达 1 亿 4,970 万澳币，其中南方黑鲔占整体的 84％。受鲔鱼价格上扬影

响，鲔渔捞业的总卸鱼金额比前一年度增加 22％，达 5,400 万澳币（以上数据

不包括捕获后运至澳大利亚南方养殖的野生南方黑鲔幼鱼）。 

 澳大利亚的南方黑鲔养殖业以南澳大利亚州的林肯港（Port Lincoln）为主，

也是南澳大利亚州的主要水产业。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养殖南方黑鲔产值比

前一年度增长 22％，达 1 亿 2,520 万澳币。该年度澳大利亚养殖及捕捞鲔鱼合

计产值比前一年度增长 19％，其中南方黑鲔养殖业的贡献最大，约占产值增加

部分的八成。澳大利亚产鲔鱼约有四分之三销往日本生鱼片市场及美国市场，不

过近年澳大利亚对泰国及南太平洋国家的鲔出口量也有增加的趋势。 

二、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在水产品出口方面，在澳币处于偏高价位的影响下，2010-2011 年度澳大利

亚水产品（含食用及非食用）出口总值与前一年度持平，约 12 亿澳币。其中食

用水产品出口值占整体的近八成，前三大出口市场依序是中国香港（出口值 5

亿 3,900 万澳币）、日本（出口值２亿６,900 万澳币）及中国大陆（出口值１

亿 4,600 万澳币）。特别是对大陆的食用水产品出口额有明显的增长，为前一年

度出口值 4,400 万澳币的三倍以上。 

 以生鲜及冰藏龙虾为例，2009-2010 年度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值仅５

万澳币，但 2010-2011 年度却一口气爆增至 6,940 万澳币。出口量则为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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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量的 19％。 

 另一方面，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对日本的食用水产品出口值与前一年度

相差不远，约占出口总值的 24％。主要出口产品为鲔鱼、龙虾、鲍鱼及虾类，

合计占澳大利亚对日本食用水产品出口量的九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度澳

大利亚对日本的鲔鱼出口占该国鲔出口总量的 97％及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约

1 亿 2,700 万澳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食用水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是香港，尽管 2010-2011 年度澳大利

亚对中国香港的食用水产品出口值比前一年度衰退了 15％，但仍占出口总值的

四成以上（不包括活水产品）。该年度澳大利亚输往中国香港的主要产品的出口

值都比前一年度下滑约二成左右，但对中国香港的龙虾出口值仍有 2 亿 2,600

万澳币（占出口总值的 57％），鲍鱼出口值也还有 1 亿 1,110 万澳币（占出口

总值的 28％）。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产非食用水产品的出口以珍珠为主，主要市场为中国香

港、日本及美国，三地合计占出口总值的 76％。 

在水产品进口方面，2010-2011 年度澳大利亚水产品（含食品及非食用）进

口总值跟前一年度差不多，约 15 亿澳币。主要进口水产品为来自新西兰的生鲜

与冰藏鱼类、冷冻鱼片，以及来自泰国的鲔罐等各式水产品罐头。 

 

2012 年秘鲁水产品出口表现亮眼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2012 年秘鲁出口的乌贼、美洲大赤鱿、墨鱼，受亚洲市场需求攀升（尤以

囊括出口 46％的泰国、中国大陆、韩国及日本最多）及市场多样化经营的影响，

躲过全球不景气的冲击，出口表现亮眼；产量较 2011 年增长 9％，创下 181,458

吨的历史新高；该等水产品包办出口量的 46％，产值达 23,600 万美元，较 2011

年增长 1.7％。 

 

日本 2012年日本鱿产量大减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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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 JF 全渔连统计，2012 年日本全国的日本鱿（包括生鲜与冷冻）卸

鱼量受到北海道及三陆地区渔获量低迷影响而产量大减，仅 14 万 2,983 吨（较

2011 年减少 31％），平均单价则为每公斤 232 日元（较 2011 年上涨 8 日元）。

卸鱼量跌破 15 万吨，系 1998 年以来暌违 14 年的事，因此该国加工业者担心，

原料不足恐将引发采购商战。 

 其中，生鲜日本鱿卸鱼量为 10 万 7,510 吨（减少 35％），除了北海道鄂霍

次克海沿岸与罗臼渔获状况不佳外，三陆地区八户的拖网产量减半亦影响甚大。

而在本州日本海侧的秋田至石川一带，渔获状况相对较佳，但福井以西则较前一

年差。在九州方面，佐世保与长崎虽优于前一年，但福冈与唐津一带则表现低迷。 

 再者，冷冻日本鱿卸鱼量为 3 万 5,473 吨（减少 14％）。由于日本海渔场

整个渔季的渔获状况差，导致主要的 3 个卸鱼港当中，只有八户勉强维持前一年

水准，函馆及石川的小木则分别减产 20％与 30％。 

 由于 2012 年的卸鱼量统计未将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的三陆部分地区数据

纳入，即便将这些地区的数据一并纳入，日本鱿整体的卸鱼量亦未达 15 万吨，

可谓之历史性低水准。 

 在平均单价方面，生鲜品为 224 日元、冷冻品为 258 日元，两者皆较前一

年上涨 11 日元。虽然渔季初期的市场价格较为稳定，但入秋以后，原料魷鱼供

应前景黯淡，导致整年平均价格出现尾盘攀升。 

目前日本国内的加工业者相当担心未来原料供应将有所不足，因此恐将引发

下个渔季的原料采购大战，再加上近来日元贬值，与中国大陆市场间的竞争将日

趋激烈，因此也有可能造成原料的市场价格上涨。 

 

泰国鲔罐业正面临危机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泰国鲔罐业正面临一波波的挑战。由于近来鲔鱼零售价格飙升，零售业及品

牌厂商皆减少促销活动，此外部分消费者仍持续关注鲔鱼汞含量问题，导致 2012

年美国鲔罐消费量下降 12％，这对身为美国最大的鲔罐供应国—泰国，造成不

小的负面影响，出口总额整整下降 23％。对于鲔渔船而言，输往曼谷市场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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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冷冻鲔鱼数量减少约 9 万吨，但此变化尚未对原料鱼价格造成大幅下跌的效

应。 

  如同在美国一样，泰国企业同时拥有欧洲主要鲔罐品牌及为该等品牌公司暨

零售通路生产的鲔罐。2012 年 11 月时，西班牙罐头产业公会 Anfaco 指出，泰

国鲔罐因处理加热过程有瑕疵，造成其生产的鲔罐含细菌过高现象，遭欧盟海关

当局禁止输入的件数比例高。对此泰国食品加工业公会回应表示，其所属会员对

其所生产的鲔鱼罐头进行杀菌等食品的安全（标准）程序，正作全面性检讨。不

过在 2013 年 1 月时，Anfaco 仍要求欧盟以卫生为由，禁止自泰国进口鲔鱼罐

头。负责卫生与消费者权益政策的欧盟执委会重申，进口的鲔罐必须通过严格的

管控，才能够出现在欧洲超市的货架上。 

  在泰国国内方面，泰国罐头产业正面临一个潜在且非常严重的劳工招募不足

问题。估算来自缅甸移民及其他劳工占所有泰国鲔罐厂员工的比例达 50-60％。

然而，缅甸渐趋民主化，且泰国政府紧缩劳工移民政策，因此有人忧心泰国目前

拥有的廉价劳工及高产值的竞争优势可能被削弱。不过一些评论家则认为，缅甸

的就业机会有限，且缅甸劳工在泰国所获的工资较高，因此缅甸劳工仍可能选择

留在泰国。然而，在缅甸劳工可能离开泰国的假设下，泰国国家渔业协会正努力

游说政府，允许自孟加拉引进 5 万民劳工。 

  另一项泰国罐头产业的劳工问题，就是芬兰的非政府组织（NGO）Finnwatch

在 2013 年 1 月出版的报告中，指称泰国的劳工遭到虐待，尤其是针对移民劳工。

Finnwatch 在访谈当地泰联（Thai Union）及优尼阁（Unicord）罐头厂有关移民

及劳工问题中，发现移民劳工所获得的工资很低，移民劳工必须支付相当高的中

介费用，且人力招聘机构或雇主扣留劳工的原始工作许可证，以限制劳工的流动，

没有雇佣合约，且大部分都仅支付法律规定基本最低工资。更重要的是，不像英

国道德贸易联盟为英国超市供应商拟定最低劳工标准，而 Finnwatch 发现一名在

泰联罐头厂工作的劳工指称，其雇主并不接受组织工会，若有工人规划成立工会，

该名工人将马上遭到解雇。泰国泰联及优尼阁两家罐头厂正式回应 Finnwatch

报告，除极力否认大部分的指控外，亦表明将调查其指控的问题，如工厂经理是

否妨碍工会组织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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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股浪潮的挑战，泰联罐头厂的等级仍被泰国评级和信息服务公司

TRIS（泰国信评机构）升级，从 A+升到 AA-，表示该公司被认为是投资者更安

全的投资选择。TRIS 表示，泰联将会透过规模经济及生产效能，持续保持竞争

优势，即便原料成本的波动，成为高认同的品牌，有助于维持获益能力。全球有

五分之一的鲔罐系来自泰联遍布八个国家的罐头厂所加工生产，尽管其母国泰国

在国内面临许多挑战，但泰联在 2010 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鲔鱼罐头公司，看起

来仍无懈可击。 

 

欧盟将对现行渔业管理政策作重大调整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欧洲议会经过投票表决通过一项议案，议案建议对欧盟现行的共同渔业政策

（CFP）做出重大调整。新的渔业政策将于 2014 年一月生效。与欧盟现行的渔

业管理制度相比，新的共同渔业管理政策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包括，禁止渔

船生产过程中的副渔获物丢弃行为；要求渔船改进捕捞网具以减少作业中产生的

副渔获物；强化对部分被过度捕捞的渔业品种的资源保护措施；要求相关国家根

据资源状况对一些品种的捕捞配额进行大幅调整，其中包括濒危的大西洋蓝鳍金

枪鱼。欧盟地区许多渔业品种的捕捞配额已经多年未变或者仅仅作了一些微调。 

欧洲一家机构名为“新经济基金会”，最近出版了一份题为“丢失在大海里

的就业机会”研究报告，报告称，2011 年，欧洲地区对众多海洋渔业品种的过

度捕捞和严重渔获物丢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7 亿欧元。 

渔业新政将授予欧盟渔业管理部门更多权力，以改变目前欧洲渔业管理不利

的松散状况。到 2015 年，欧盟渔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渔业资源状况实际情况强

制要求成员国制定多年期渔业捕捞配额，而根据目前的政策，布鲁塞尔只能对欧

盟地区本年度的渔业捕捞配额提出建议，由欧盟各成员国自行落实，欧盟渔业管

理部门无权强制成员国执行。在现行制度下，欧盟相关成员国每年都有大量游说

团体到布鲁塞尔为捕捞配额问题与欧盟渔业管理部门讨价还价，这些游说团体背

后都有其代表的大企业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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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渔业捕捞能力仅次于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欧盟渔业新政实施之后，

北大西洋地区绝大部分渔业资源都将纳入管理范围。 

 

油价高涨使日本渔业再陷危机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在日本以渔船用柴油每公升平均价格的变动而言，由 2001 年的 41 日元、

2007 年的 75 日元、到 2008 年的 99 日元的高峰，其后 2009 虽然降至渔业从

业者勉强承受的 67 日元，但 2010 年又上升至 74 日元，2011 年向上爬升至 83

日元，2012 年上半年大致维持这个价格，但到了下半年又不断向上推升，一直

到 2013 年 1 月的 90 日元，再加上日元贬值的诱导，2013 年 2 月底已经突破了

每公升 90 日元的天价。事实上在迪拜原油价格每公升 60 为日元，其贩卖、精

炼与制造成本需要的 15 日元，加上运输、保管与流通成本的 15 日元，在日本

市场的实际价格已超过 90 日元，已大幅超过了渔业从业者极限承受能力的 60

日元，日本全国渔会会长岸宏表示：“渔船出海捕鱼就亏损，渔业眼见已无法持

续下去了。” 

在油价最高的 2008 年渔业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时，日本渔业从业者召开了突

破渔业危机大会，渔业从业者因油天价而诉求休渔，事态十分严重，因此日本自

民党水产部在会上提出“渔船燃料超过极限承受能力以上时，超过部分由国家全

额负担的方针，最后日本政府决定渔业从业者 5 人以上共同能提出节省 10％以

上的燃油费的话，则超限的燃油费的 90％由国家补助”，也透过追加预算编列

了 600 亿日元的燃油补贴预算。然而由于预算的审议与执行程序旷日费时，在

此期间燃油价格又向下修正，所以国家补贴政策在未启动下就无疾而终。 

其后日本水产厅对燃油高涨的对策于 2010 年导入《建构安全渔业经营网事

业》中，采用过去五年内的燃油价格剔除最高与最低价的两年，其它三年平均油

价超过 115％时，渔业从业者每支付涨价 1 元，政府补助 1 元，其后又修订为七

年中五年平均油价达 100％时，即予以补助，所以补助金较为丰厚，因此已有七

成的渔业从业者加入此一制度。目前处于高位的油价，此一制度根本起不了作用，

因此业者又有“超过 60 日元的话，政府是否可补贴超过部分的九成”的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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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费占渔业经营成本的一至三成，2008 年油价高涨时，鱿钓渔业的燃油

成本占四成，加上公司经营的油电也占成本的两成，劳务费三成。水产厅虽然指

导渔民以休渔或采用省能源、省力化的设备，以提升燃油的效率并减少耗油量有

一些成果，但在高油价状况下显然缓不济急，因此日本国会基本政策次委员会有

些议员已开始炮击再不及早拟定对策，日本渔业就真的要崩溃了，编个 600 亿

日元预算应急吧！ 

 

美国北太平洋渔业管理理事会定出 2013 年 TAC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美国北太平洋渔业管理理事会（ North Pacific Fishery Management 

Council；NPFMC）已设定 2013年各鱼种总可捕量（TAC）如下： 

在白令海及阿留申海域（BSAI），明太鳕 TAC 为 127万吨，比 2012 年的 122

万吨增加 4％；太平洋真鳕 TAC 为 26 万吨，略低于 2012 年水准；鲈鱼 TAC 为 3

万 5,100 吨，比 2012 年增加 1万吨以上；圆鳍鲭鱼（Atka mackerel）TAC降至

2万 5,920 吨，比 2012 年大幅减少近半。 

在阿拉斯加湾方面，明太鳕 TAC 为 12 万 1,046 吨，比 2012 年增加 5,000

吨；真鳕 TAC为 6.6 万吨，比 2012年减少 5,000 吨；银鳕（sablefish）TAC为

１万 2,510 吨，比 2012 年减少 400 吨；太平洋鲈鱼（Pacific Ocean perch）、

鲽鱼（flatfish）、左鲆（sole）、箭齿鲽（arrowtooth flounder）等其他阿拉

斯加湾底鱼的 TAC则大致维持 2012年水准。 

NPFMC 表示，一部分鱼种调整 TAC的原因是为因应资源状态的改变，但有些

TAC 的变动仅是为了符合 BSAI 底鱼渔业总渔获量不得超过 200 万吨的规定所做

的调整。 

另一方面，在 2012 年年底的欧盟渔业理事会（EU Fisheries Council）中，

欧盟各国渔业部长表决反对删减真鳕渔获配额及海上作业天数。不过，各国仍达

成一政治性协商成果，通过为欧盟水域的真鳕资源及捕捞该资源的渔业制定长期

计划的规定。这将让该理事会有权视个别情况弹性调整 TAC 以因应科学家的建

议，并可在特定条件下冻结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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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苏格兰在内，许多欧盟国家的渔业界领袖对此结果感到满意，因为渠等

原本担心得进一步减少海上作业天数并删减 20％的真鳕配额。 

 

欧盟将对现行渔业管理政策作重大调整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欧洲议会经过投票表决通过一项议案，议案建议对欧盟现行的共同渔业政策

（CFP）做出重大调整。新的渔业政策将于 2014 年一月生效。与欧盟现行的渔

业管理制度相比，新的共同渔业管理政策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包括，禁止渔

船生产过程中的副渔获物丢弃行为；要求渔船改进捕捞网具以减少作业中产生的

副渔获物；强化对部分被过度捕捞的渔业品种的资源保护措施；要求相关国家根

据资源状况对一些品种的捕捞配额进行大幅调整，其中包括濒危的大西洋蓝鳍金

枪鱼。欧盟地区许多渔业品种的捕捞配额已经多年未变或者仅仅作了一些微调。 

欧洲一家机构名为“新经济基金会”，最近出版了一份题为“丢失在大海里

的就业机会”研究报告，报告称，2011 年，欧洲地区对众多海洋渔业品种的过

度捕捞和严重渔获物丢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7 亿欧元。 

渔业新政将授予欧盟渔业管理部门更多权力，以改变目前欧洲渔业管理不利

的松散状况。到 2015 年，欧盟渔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渔业资源状况实际情况强

制要求成员国制定多年期渔业捕捞配额，而根据目前的政策，布鲁塞尔只能对欧

盟地区本年度的渔业捕捞配额提出建议，由欧盟各成员国自行落实，欧盟渔业管

理部门无权强制成员国执行。在现行制度下，欧盟相关成员国每年都有大量游说

团体到布鲁塞尔为捕捞配额问题与欧盟渔业管理部门讨价还价，这些游说团体背

后都有其代表的大企业作为支撑。 

欧盟的渔业捕捞能力仅次于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欧盟渔业新政实施之后，

北大西洋地区绝大部分渔业资源都将纳入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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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普 

 

日本预测人口推移与水产食品的消费动向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一个人食品的消耗有一定限度，其中如何让人民选择鱼及水产加工品为其食

品，成为水产业界苦恼的课题。此一话题不能不讨论的时间已逼近，因为不久的

将来，的确会有找不到消费人口的问题。大约 50 年后日本人口将减少 30％，尤

其作为食品消费核心的 15~64 岁的人口预期将减少一半，也就是在人口减少的趋

势中，高龄人口的比率将随之增加，日本人民的胃容量在 2020 年前预期是逐年

增加的，其后进入高龄化时代，食量开始减少时该怎么办？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汇整未来日本人口的推移，以 2010

年该所进行的日本国势调查数据显示，2010 年日本总人口有 1 亿 2,806 万人，50

年后的 2060 年为 8,674 万人，也就是说估计人口将减少 30％以上，减幅特别大

的是 0-14 岁的少年层及 15-64 岁的生产年龄层。 50 年后的少年层将减少到现在

的一半以下的 791 万人，同期间，生产年龄层也将从 8,173 万人减至 4,418 万人，

约减少 46％之多。在今后人口递减趋势中，社会中间与食品消费的核心的人口

只能以现在的一半计算。另一方面，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层，则将从 2010 年的

2,948 万人开始增加，2042 年将迎向 3,878 万人的高龄化高峰期，迄 2060 年才稍

微减少，但届时高龄人口预测仍有 3,464 万人。 

    某一个食品加工业者今后的市场预测，并以团块世代（1947-1949 年生）及

团块少年世代（1971-1975 年生）的人口的变化为例，团块世代于 2010 年已迈入

高龄层（65 岁以上），所以今后消费的核心支持者，移转到团块少年世代所组

成的家庭。然而此一消费核心群的消费行为不易掌握，加工业者如果以团块世代

的消费行为作为将来市场预测的基础的话，会造成错误的判断。也就是次一世代

的胃囊缩小，也就是消费量在减少中，如何应对毕竟是重要的。 

    水产品的消费也是如此，随着家族化核心世代的推移，传统的消费习惯恐将



 

 25 / 27 
 

无以为继。过去，以鱿鱼为例，从生鱼片到餐桌上的家常菜等均能以之作为食材，

不怕多到卖不出去。甘薯也是一样，炸的、煮的、蒸的、炒的，形形色色的料理

均可被利用，即使过多也可以消费掉，现在就不一样了，虽然父传子、子传孙的

家庭继承一往如昔，但家族式消费传统却已消失了，在此种情况下，非开发新的

商品或改变经营方针不可。 

    农林水产省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对将来食品消费进行推算，以 2005 年的国

势调查为基础，将同年出生视为同一嗜好集团，如鱼群年级群的世代（cohort）

效果，加上随其年龄累进的加龄效果，以及社会整体变化的“时代效果”等考量

后，推算出 2025 年食品市场规模为 72.2 兆日元（2005 年为 73.6 兆日元），预

测约只能维持与 2005 年同一水准而已。但以鱼介贝类为首，生鲜品支出所占比

例的预估值则从 2005 年的 26.8％减至 2025 年的 21.3％，同期间调理食品的支出

所占的比例则由 12％增长至 16.6％。 

    由农林水产省的粮食需求表看来，鱼介贝类在日本国内的消费量，动向，即

所谓食用水产品的供给量从 2000 年以来年年在持续减少，2005 年减少 1,000 吨，

2010 年减少 2,000 吨，此一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日本国内生鲜鱼贝介类市场确实

在萎缩中，而且由生鲜品往调理食品转移中。 

 

限制金枪鱼的捕捞势在必行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全球 65 %以上的金枪鱼产量来自大型围网渔船。渔业专家们一致认为，现

有金枪鱼渔船的产能已经严重超过了金枪鱼种群资源的再生能力。尽管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RFMOS）已经在控制金枪鱼产能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远远不够。 

国际海产品可持续发展基金会（ISSF）计划召集加工商、销售商、进出口商

等从业人员，制止计划外的大型围网渔船参与金枪鱼生产。为了切实履行该项措

施，ISSF计划建立一套金枪鱼渔船数据库，包含在各区域渔业组织、渔业部门、

研究机构、渔业公司等单位注册的所有金枪鱼渔船。名单届时将向社会公布。ISSF

将对大型（仓容量大于 335 m）、中型（仓容量小于 335 m）、在建的、取代旧

船的、其它在列的金枪鱼渔船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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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F 此举旨在削减金枪鱼渔船的产能，特别是大型围网渔船的捕捞能力，

同时在金枪鱼渔业发展上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上这些措施必须立即实施，

否则待到渔船数量继续增加时，削减捕捞产能将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当前金枪鱼

的产能严重过剩，但目前所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中只有泛美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ATTC）实行渔船登记注册的机制。ISSF 期望在全球范围内达成限制金枪鱼产

能的共识，力争 2012 年年内形成降低新建大型围网渔船数量，淘汰落后产能的

激励制度。 

 

2013 年鳗鲡入池量恐减半 

(来源：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根据来自业界的消息，在 2013年农历新年（2月 10日）的前，本渔期日本、

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三地的合计鳗鲡渔获量仅 4吨左右，鳗鲡欠收的严峻情形依

旧没有好转。价格则是跟去年差不多或高于去年水准。由于此价格水准对养殖业

者而言并不合算，今后是否会持续维持此高价，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因为日本

方面已看到好转的征兆，所以业者仍保持一线希望，祈盼在渔期的最后阶段能绝

地大反攻，有较多的渔获。 

在日本的入池数量方面，根据 2 月大潮后的 2 月 13 日的速报，当时入池量

仅 5吨左右，比去年同期少了四成。尽管就整体而言，今年比去年更糟的事实应

该不会改变，但渔获情形确实是逐渐好转中。甚至有业者认为，3月的渔获量应

该会达一定的水准。 

另一方面，台湾方面的最终渔获量约在 1.2-1.3吨之间。目前已确认的入池

量约 100 公斤左右。预期剩下的 1吨多会经由第三地中国香港运往日本。因此，

今年中国台湾输日的鳗鲡数量预计会跟去年差不多。 

据传目前大陆的日产量约 100-200公斤，但当地的气氛一样也很低迷。当地

业者的看法相当不乐观，认为农历年后，日、中、台三地合计鳗鲡渔获量最多也

不过 6-10 吨，因此整个渔期合计只有 13-15 吨。入池量勉强仅能达到去年的一

半左右。 

对前景悲观的流通业者则表示，考虑到去年春季价格飙涨造成市场急剧缩

小，今年即使鳗鲡渔获量仅去年的一半，也许就足以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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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金枪鱼的捕捞势在必行 

(来源：中国远洋渔业信息网) 

 

全球 65 %以上的金枪鱼产量来自大型围网渔船。渔业专家们一致认为，现

有金枪鱼渔船的产能已经严重超过了金枪鱼种群资源的再生能力。尽管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RFMOS）已经在控制金枪鱼产能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远远不够。 

国际海产品可持续发展基金会（ISSF）计划召集加工商、销售商、进出口商

等从业人员，制止计划外的大型围网渔船参与金枪鱼生产。为了切实履行该项措

施，ISSF计划建立一套金枪鱼渔船数据库，包含在各区域渔业组织、渔业部门、

研究机构、渔业公司等单位注册的所有金枪鱼渔船。名单届时将向社会公布。ISSF

将对大型（仓容量大于 335 m）、中型（仓容量小于 335 m）、在建的、取代旧

船的、其它在列的金枪鱼渔船进行监测。 

ISSF 此举旨在削减金枪鱼渔船的产能，特别是大型围网渔船的捕捞能力，

同时在金枪鱼渔业发展上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上这些措施必须立即实施，

否则待到渔船数量继续增加时，削减捕捞产能将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当前金枪鱼

的产能严重过剩，但目前所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中只有泛美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ATTC）实行渔船登记注册的机制。ISSF 期望在全球范围内达成限制金枪鱼产

能的共识，力争 2012 年年内形成降低新建大型围网渔船数量，淘汰落后产能的

激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