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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大海中，生活着品种繁
多、千奇百态的鱼类，它们在维系自然
界物质循环、净化环境、保护海洋生态
系统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由于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过
度开发，部分海域荒漠化现象愈演愈
烈，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海洋渔
业资源已亮起了红灯。如何善待海洋生
物，呵护鱼类和人类共同的“蓝色家
园 ”， 是 我 国 渔 业 发 展 所 必 须 面 对 的
问题。

日前，农业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内渔船管控 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
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到 2020 年，
我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将减少到1000万吨
以内，同时全国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2
万艘、功率 150 万千瓦，促进海洋渔业
资源的规范有序利用。

“无鱼可捕”亟待破局

捕捞业是传统渔业产业，是水产品
供给的主要来源。但是，在资源环境的
双重约束下，捕捞强度与资源承载量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

据估算，我国四大海域渔业资源总
量约为 1600 万吨，可捕量约 800 万吨至
900 万吨，但近年来海洋捕捞量都在
1200 万 吨 以 上 ， 2015 年 甚 至 达 到 了
1310万吨。

长期的过度捕捞，使得近海鱼类产
卵场遭到严重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持续
衰退，出现了“东海无鱼”的水域荒漠
化现象。内陆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大量
建设水坝，阻挡了鱼类的洄游通道；大
量河道、湖泊挖沙采石，破坏了鱼虾蟹
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

“实际上，我们现在养殖的鱼类数量
已经足够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保供给
再去捕捞。”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

针对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问题，《通
知》 明确，到2020年我国海洋捕捞总产
量减少到 1000 万吨以内，与 2015 年相
比减少309万吨以上。

“这个目标基本上是在现有资源可承
载的范围之内，与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全国渔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以及 《农业部
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
意见》 文件中所确定的2020年海洋捕捞
产量控制目标是一致的。”于康震说，
2020 年以后，将根据海洋渔业资源评估
的情况和生产实际，进一步确定调控目
标，努力实现海洋捕捞总产量与海洋渔
业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

此外，《通知》 还明确了另外两项重
要指标：到2020年全国压减海洋捕捞机
动渔船2万艘、功率150万千瓦。

于康震表示，压减近海捕捞，要通
过减船转产减少一批，拓展外海转移一
批，取缔“绝户网”和涉渔“三无”船
舶打掉一批，逐步实现捕捞强度与渔业
资源可捕量相适应。要降低近海养殖强

度，有序向外海、深海转移，向人放天
养、海洋牧场的方式转移，发展环境友
好、生态健康的养殖模式，减少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影响。

让鱼类休养生息

伏季休渔是我国自 1995 年开始实施
的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
所谓伏季，就是老百姓说的伏天，是每
年的春夏季节，这个季节正是海洋生物
的繁殖期和幼体的生长期，这个时期休
渔能够最有效地保护海洋生物的产卵群
体和幼体，增加和补充群体数量。

“伏季休渔可有效保护海洋生物的种
群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农业部渔
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表示。

到 2016 年，我国伏季休渔时间已经
延长到每年两个半月到三个半月，多数
海区休渔作业类型扩大为除钓具外的所
有作业类型，休渔范围扩展到黄海、东
海、渤海、南海四大海区近海海域，休
渔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达到十几万艘，
休渔渔民近百万人，制度的实施取得了
显著成效。

“但是，由于受到海洋渔业资源长期
衰退和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目前很多
鱼类的产卵期提前，现行休渔开始时间
较晚，渔民在休渔前大量捕捞产卵群体
和幼鱼卖钱，对渔业资源破坏严重。同
时，现行的休渔起止时间在不同海域甚
至同一海域的不同区域相差很大。”张显
良说，“为更好地保护渔业资源，进一步
延长休渔期势在必行”。

日前，农业部公布了 《关于调整海
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其中对于休渔
时间作出了调整，明确了所有海区的休
渔开始时间统一为 5 月 1 日 12 时。同
时，休渔类型统一和扩大，首次将南海
的单层刺网纳入休渔范围，即在我国北
纬 12 度以北的四大海区除钓具外的所有

作业类型均要休渔；首次要求为捕捞渔
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此
外，休渔时间延长，总体上各海区休渔
结束时间保持相对稳定，休渔开始时间
前移半个月到 1 个月，总休渔时间普遍
延长一个月；各类作业方式休渔时间均
有所延长，调整后，最少休渔三个月。

张显良说，要建立政府统一领导、
渔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密切
配合的休渔管理机制。加强执法监管，
将渔船伏休与油补挂钩，强化伏休违规
处罚。还要研究休渔补贴问题，妥善解
决好休渔期间渔民的生活问题，维护渔
区社会稳定。

重建“海底家园”

资源环境是渔业发展的基石。近年
来，我国加大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力
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张显良提出，
今后要进一步做细、做精，实现科学
化、规范化。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大力养护水生生物资源。

首先，要加强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不断改善
保护机构管理和科研条件，努力提高管
护能力和水平，形成水生生物栖息地保
护网络。

记者了解到，农业部自 2007 年起开
始 画 定 和 公 布 水 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区 ，
2011 年至 2015 年，农业部共公布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72 个，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数达到 492 个。
这些保护区分布于江河、湖库以及海
湾、岛礁、滩涂等水域，初步构建了覆
盖各海区和内陆主要江河湖泊的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网络，对保护水产种质资
源、防止重要渔业水域被不合理占用、
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广大渔民
权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其次，要继续开展水生生物的增殖

放流活动，坚持质量和数量并重，确保
增殖放流效果。据悉，2011 年至 2015
年，农业部先后与 23 个省级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了 35 次大规模增殖放流活动。
2015 年全国“放鱼日”活动，共举办大
型增殖放流活动 90 场，放流水生生物苗
种超过10亿单位。

随着放流规模的不断扩大，增殖放
流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日益显现。据调查，在图们江、鸭
绿江等自然水域多年不见的名贵鱼类又
重新出现，如花羔红点鲑、狗鱼、鳜
鱼、大马哈鱼、滩头鱼等，渔业资源衰
退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沿岸渔民收入得
到明显提高。

安徽省通过不断调整渔业资源放流
品种结构，有效扼制了藻类滋生，提高
了水体自净能力，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维持了生态平衡，增加了巢湖
水生生物资源量，实现了巢湖渔业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利用。

此外，还要加大生态型、公益型海
洋牧场的建设力度。通过海洋牧场建
设，可以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缓解捕捞
强度过高和渔业资源利用过度的压力，
推动海洋渔业结构调整。

据悉，山东省通过对人工鱼礁区及
对照区的鱼类资源调查表明,人工鱼礁区
的鱼类种类数比对照区增加了 1.8 倍,平
均数量和平均质量分别比对照区增加了
3.5 倍和 1.9 倍。广东省采用资源增殖评
估方法和海洋牧场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模
型计算，已建成的海洋牧场区每亩每年
直接经济效益达 7093 元、生态效益达
3740元。

记者了解到，2015 年到 2016 年期
间，我国共建设了 40 多个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到“十三五”期末，全国将
建设 100 个左右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推动以海洋牧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
性渔业资源养护和综合开发。

2020 年我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将减少到 1000 万吨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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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陈村：

千年花乡转型“花卉文化小镇”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年橘、蝴蝶兰、水仙花、芍药、牡丹⋯⋯
在第 33 届广东陈村迎春花市上，600 多家
花商以及周边村落花农带来的各种花卉争
奇斗艳。

素有“千年花乡”之称的中国花卉第一
镇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今年将迎
春花市提升为“2017广东（陈村）花卉旅游
文化节”，积极将花卉旅游与花卉文化相结

合，以“文化+”促进花卉产业转型，从产
业、旅游、文化、环境四个维度建设花卉特
色小镇。

漫步在花海之中，记者感受到今年陈
村的花卉旅游文化节多了几分“国际范”。
陈村首度邀请荷兰 CTBC 国际园艺公司
进行展馆设计，引进荷兰最先进的庭院、园
艺、花艺布展技术，“打造媲美荷兰最高水
平的花卉会展”。

作为“文化+花市”的重头戏，在今
年“花卉旅游文化节”上，荷兰文化、书
画文化、花卉文化、年俗文化齐聚一堂。

“国泰郁金香回家”是本次花卉旅游文化
节活动的主题，展馆的设计突出了融汇中
西方的特点，将欧式的精细布展形式搭配
喜庆吉祥的中国风，以自然S形曲线布置
道路，使人们如置身花的海洋。室外展区
则设计成“中国结”造型的郁金香地栽，
用红色系郁金香和黄色系郁金香搭配组
合成图案花海，传递吉祥喜庆和美好
祝福。

“这次荷兰一共来了 3 位设计大师，1
位设计展览动线，1 位花艺师，还有 1 位专
门负责盆器的选择。”陈村花卉世界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悦向记者介绍，荷兰
设计师十分讲究鲜花与周边配饰的配搭：

“他们还会在花盆旁边放上一幅梵高的名

作《向日葵》。”
展场特设“中荷花艺文化交流馆”，邀

请荷兰和中国花艺大师现场表演，切磋技
艺。除了花艺的交流外，游客还可在展区
感受荷兰文化。来自荷兰西部的弗利然
Midwoud 舞蹈团，穿着荷兰 1860 年代至
1900年代的流行服饰，带来荷兰传统民间
舞蹈和传统歌曲。

文化节期间，陈村镇针对家庭游览群
体特别打造了“郁金香主题科普一天游”。
展场还设有儿童参与植物体验区域，让孩
子们能够动手种植、触摸植物，感受花卉文
化的乐趣。“我们希望市民来这里不只是简
单地看花、买花，而是通过参与活动，更多
地感受花市的‘温度’，感受花卉文化。”周
悦认为，“爱花”已成为广东人深入民心的
一种生活品质与精神内涵。文化活动的举
办，有助陈村花卉世界从一个专业品牌转
化为公众品牌。

陈村镇党委委员、农社局局长吴力向
记者介绍，近年来陈村花卉产业一直在探
路转型发展，打造全国知名的花卉文化旅
游目的地。作为全国最大的年橘生产地，
年俗文化成为陈村“文化+”战略的最佳切
入点。吴力表示，陈村花卉特色小镇，将从
多个维度，把花卉产业向电商、会展、文创、
餐饮旅游等全产业链延伸。

自自20162016年年66月伏季休渔以来月伏季休渔以来，，大连金普新区海洋和渔业部门在黄海大连金普新区海洋和渔业部门在黄海、、渤海海域举行多次增殖放流活动渤海海域举行多次增殖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海产品苗种约放流各类海产品苗种约1717
亿尾亿尾，，改善了当地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改善了当地海洋渔业生态环境。。 （（朴朴 峰峰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
核心启动区 2017 年首批项目日前开工，总投资 36
亿元的30个项目建设同时启动。

位于深圳东南端的坝光片区，是深圳国际生物
谷核心启动区，也是深圳规划建设的十大未来产业
集聚区之一。2016 年 1 月份，历经 8 年土地整备、
功能定位调整和规划筹备，这个全市最大成片可开
发区域正式进入实质性、规模化建设阶段。至
2016 年 11 月底，坝光已完成总投资 21.35 亿元，
提前完成“超额完成130%”的预定目标。

根据《深圳国际生物谷总体发展规划 （2013-
2020年）》，坝光片区总面积31.9平方公里，规划
用地面积9.4平方公里，其中可建设用地约5.68平
方公里，生态农林、湿地、郊野公园等 3.4 平方公
里。整个片区建设面积不足18%，近11%是公共绿
地，超过 70%面积是保存现貌的山、海、林、
湖。深圳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王京东、管委会主任
李勇均指出，坝光要实现从小渔村向国际知名滨海
生态科学小城的转变，必须坚守“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实现更高层次保护”的基本原则，探索

“低成本、低冲击、低碳绿色”的新型开发模式。
据悉，坝光开发建设中创新引入 BIM （建筑

信息模型）、“海绵城市”“土方银行”等技术和理
念，该片区是目前已知最大面积成片开发建设中运
用 BIM 的案例，也是全市唯一全区域实行海绵城
市理念规划建设的片区。

启动仪式上，24 名专家、学者获聘生态保护
与建设专家咨询和监督委员。他们的职责为倡导环
保低碳建设理念，推广绿色文明建设，建立坝光核
心启动区科学决策机制，提高核心启动区重大行政
决策质量，同时对生物谷核心启动区开发建设中的
生态保护等实施监督。

近日，杭州市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工作人
员严晨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完成
首张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高效、方便”，在
严晨看来，这是网上备案制带来的最大改变。

这是“十三五”环评改革简政便民的又一项重
要举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上线运
行后，全国环境影响登记表均可在系统中办理，用
户从注册、填报到成功提交前后花费不超过 10 分
钟，同样的工作以前最长需要15天。

近年来，全国审批的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约占
环评审批数量的一半。审批环境影响登记表不仅占
用了环保部门大量的行政资源，还增加了建设项目
的行政审批成本。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新环境
影响评价法将环境影响登记表从审批制改为备案
制。为落实新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要求，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规定从
2017 年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全部实行网
上备案。网上备案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建设项目
环评效能，减轻了企业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利于释
放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力。

记者从环保部获悉，截至 1 月 18 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已备案约 13000 个环
境影响登记表，平均每天备案 1100 个项目，其中
北京、浙江、湖北备案项目数量居前 3 位，餐饮、
畜禽养殖场、房地产开发、宾馆、酒店、办公用房
等占多数，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汽车、摩托车
维修场所5个行业的项目位居前列。

从审批到网上自行备案

环评改革瞄准便民高效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深圳国际生物谷30个新项目开工

探索低碳绿色开发新模式

图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花卉世界。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