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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更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千百年来，人类耕
海牧渔，与海洋生物和谐相处。
然而这种平衡却在近几十年间被悄然

打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
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日益旺盛，以海水养
殖、海洋捕捞为重点的海洋渔业迅猛发展，
对海洋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
在此背景下，转变渔业发展方式，换一

种方式耕海牧渔已迫在眉睫。

实现海洋农牧化

所谓海洋牧场，形象地说，就是海洋农
牧化，使人类可以像经营牧场和管理牛羊
一样经营海洋和管理水生生物，从而实现
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修复兼顾，
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海洋牧场是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工

程，包括苗种繁育、初级生产力提升、生态
修复、全过程管理等一系列步骤。其中，投
放人工鱼礁是基本手段。
在日照市万泽丰海洋牧场港口，一个

个大型集装箱整齐地摆放在岸边，每个集
装箱的四周都被开了不少“天窗”。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集装箱，它们都是

改造好的人工礁体。”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些礁体沉入深海，相当于给鱼类盖了
一间牢固的房子，吸引鱼群在礁体内活动
栖息。
青岛市鲁海丰海洋牧场在2007年以

前还是家普通的渔场，由于海洋生物资源
严重匮乏，早已无鱼可捕。“当时渔民在海
边卖海货，都是一些小鱼小虾。来垂钓的
游客基本上也钓不到什么东西，生意特别
惨淡。”青岛鲁海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汪显刚回忆说。

而纵观山东全省，鲁海丰的遭遇并非
个案，相反还十分普遍。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山东启动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开
始大规模建设海洋牧场。
伴随着政策的东风，鲁海丰开始将发

展重点转向海洋牧场，陆续在石岭子礁海
域投放了人工鱼礁30余万空立方米，沉船
100余艘，建造200余公顷人工鱼礁区，自
然放养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同时，建设智
能型深水抗风浪网箱180余个，养殖鲈鱼、
三文鱼、黑鲪等名贵鱼种。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封闭养护之后，

2014年，鲁海丰海洋牧场正式对外开放，
海域内的渔业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有
经验的钓友一个小时能钓几十斤甚至上百
斤鱼。”汪显刚说。
在荣成市，经过几年人工鱼礁的建设，

礁体和礁区海底已有大叶藻、海带、裙带菜
等海藻大量繁殖，形成了新的生态系统，近
岸礁体的藻类覆盖率达到90%以上。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人

工鱼礁6094万空立方米，主要分布在我国
的重要海湾、岛屿等近岸海域，有效地保护
了这些海域的生物多样性。
牛羊在牧场里放牧，人们可以一目了

然。然而在海底，想做到这点就有些困难
了。对此，山东省启动了海洋牧场观测网
建设，通过在海下安装摄像头，对“牧
场”内环境、鱼类的生存状况进行实时动
态监控。
在鲁海丰海洋牧场的监控室，记者通

过水下镜头看到黑鲷、六线鱼等各类鱼群
不时出现在礁体附近，有些鱼儿还不时“调
皮”地“亲吻”一下摄像头。在一旁的监视
器上，水温、叶绿素、溶解氧等参数一应
俱全。
“以前夏季发生低氧灾害，只知道是出

问题了，但具体是如何造成的并不清楚。

现在有了摄像头，能够随时对水下情况进
行观测和评估，便于更好地了解灾害发生
的过程、机制和生物反应，从而保护牧场的
生物资源。”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培良说。

构建“蓝色粮仓”

海洋牧场建设过程中，除了投放人工
鱼礁，山东省还在浅海养殖技术和模式上
大胆创新，在桑沟湾海域探索实施了
“721”生态立体养殖模式，亩产经济效益
增加2.5倍以上。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王印庚说，“721”生态立体
养殖模式，就是7份藻类、2份贝类和1
份鱼类，上层养海带等藻类，中间养贝
类，底层养鱼类，形成立体、循环式养殖
模式。藻类的净化功能、为鱼类提供饵料
的功能十分突出。桑沟湾海域的多营养层
次生态养殖模式年固碳量在 11万吨以
上，这相当于在陆地上植树造林 15万
公顷。
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山东省1.95万

公顷海洋牧场每年可通过藻类、贝类增殖
等方式吸收大气和海洋中的碳约49.92万
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83.04万吨，造
林20.8万公顷。
同时，附着和聚集的生物具有很强的

固碳能力，按照碳汇渔业的原理，通过海洋
牧场“播种”“收获”式的“放牧”，可从海水
中移除大量碳、氮、磷元素，有效降低赤潮
等因海水富营养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发
生率。
海洋牧场建设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

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我国沿海
很多地区，海洋牧场已成为当地海洋经济
新的增长点，直接带动水产苗种培育、水产
品精深加工、休闲渔业等多领域发展，实现
了海洋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据调查，经济型人工鱼礁每亩海域平

均年直接收入可达7600元，海参等海珍品
稍作加工，亩均收入 10240 元，纯收入
9310元。山东省创建的首批休闲海钓基
地，每年可带动社会就业上万人，人工鱼礁
与海上观光旅游、休闲海钓等相结合已经
成为一种新兴休闲业态受到了消费者的

青睐。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海洋

牧场的推进，显然符合这一理念。据专家
测算，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海洋牧场每年可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19亿元、生态效益
604 亿元，年固碳量 19.4 万吨，削减氮
16844吨、磷1684吨。另据统计，通过海
洋牧场与海上观光旅游、休闲海钓等相结
合，年可接纳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驶向深远海

在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有一
处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体积约5000亿
立方米的水体，被称为黄海冷水团。它是
一个温差大、盐差小，以低温为主要特征的
水体，非常适合养殖喜好低温的深海鱼类。
长期以来，受制于我国海区夏季表面

水温过高，优质高价的海洋冷水性鱼类生
产一直是我国海水养殖的短板。
“利用好黄海冷水团这个得天独厚的

资源可以提升我国深海养鱼能力，保障国
内海洋性冷水鱼类的供应。”中国海洋大
学原副校长董双林告诉记者，黄海冷水团
如果仅开发500亿立方米用于养殖，按照
10立方米水养一尾鱼、每尾鱼1公斤计
算，那便是50亿公斤产量。高品质冷水
鱼市场价按平均每公斤40元计算，产值
便是惊人的2000亿元。
作为距黄海冷水团仅40海里的城市，

日照市2015年启动了黄海冷水团绿色养
殖实验。去年，“黄海冷水团优质鱼类绿色
养殖项目”首批6万尾虹鳟和硬头鳟苗种
完成海水驯化和近海过渡养殖，再一次实
现转场，走进黄海冷水团，真正“游”向深
远海。
在日照市万泽丰海洋牧场港口，一艘

全国最大的深水养殖工船正在进行最后的
检修和调试，该船已于6月份正式下水，前
往50海里外的黄海冷水团海域，通过循环
抽取冷水团中的低温海水，进行三文鱼等
高价值海洋冷水鱼类的养殖。
“当前，我国近岸海水养殖环境问题越

来越突出，离岸养殖已成为中国海水养殖
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山东省海洋与渔业
厅厅长王守信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离
岸养殖，且创造了很多成功经验。如挪威，
离岸养殖水深已发展到负100米，网箱周
长达120米，最大容积达2万立方米，单个
网箱产量300吨以上。
“离岸海洋牧场大型平台等装备的使

用，使我国海水养殖区域从近海向远海大
大延伸，海洋渔业空间得到拓展，为向海洋
要粮食要食物提供了技术能力支撑，使建
成高水平的‘海上粮仓’成为可能。”王守
信说。
据悉，山东省将启动新一轮升级海洋

牧场3年示范计划，集中投入财政资金，引
导加快海洋牧场多功能平台、深海养殖装
备及配套设施和物联网运用技术，大力推
进离岸海洋农牧化建设。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认

为，当前，要大力推进以海洋牧场为主要形
式的渔业资源生态修复和区域性渔业综合
开发，从而推动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进现代渔业转型
升级。

我国已建成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42个、海洋牧场233个，用海面积超过852.6平方公里——

耕海牧渔 唱响蓝色“牧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獐子岛集团与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政
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基于乳山牡蛎资
源优势及獐子岛海洋牧场运营的先进模
式与技术，双方确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打造以牡蛎为主导品种的国际一流海洋
牧场，实现乳山牡蛎产业的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乳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孔祥雷

表示，乳山牡蛎产量占全市海产品产量
近90%，但多数为散户养殖，产业的发
展、规划、定位存在不规范、秩序混乱
等问题，如何做好牡蛎产业、打造乳山
生态海洋牧场成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

议题。獐子岛海洋牧场的运营模式、发
展思路以及三倍体牡蛎技术等符合乳山
规划要求，他希望能在獐子岛集团这样
的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下，建设乳山海
洋牧场示范区，从牡蛎苗种供应、现代
化海上养殖到市场化品牌营销等形成全
产业链，提升乳山牡蛎产业产值。
獐子岛集团董事长吴厚刚表示，乳

山是公认的适宜牡蛎产品的生态区。国
家方针政策、科技支撑，乳山生态区地
理位置和产业基础，形成了獐子岛三倍
体牡蛎技术和海洋牧场模式。同时，政
企双方还联合科学家、渔民等相关方攻

克生态关、共建关、品牌关，将合作项
目建设成为海洋牧场示范区，成为促进
乳山市百姓富裕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
中国蚝事业的领军品牌。
此次合作是獐子岛集团“技术+市

场”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标志。獐子岛
集团将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海洋牧场过
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以种业平台、
生态大数据平台、技术平台等体系平台
为重点，为高起点、高水准建设乳山海
洋牧场提供有力支持，带动当地渔民致
富、产业升级、生态改善，实现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獐子岛集团与山东乳山市强强联合——

做强牡蛎产业 共建一流“牧场”
本报记者 苏大鹏

农机“住房难、行路
难、看病难”等问题一直
是困扰各地农机化发展
的重要因素，江西省是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
在江西崇仁县石庄

乡尧家村，建平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鲁建平
是农机合作社的带头
人。他们合作社现有社
员107人，拥有各类农
机具320余台（套），社
会化服务涉及育秧、机
插、机耕、机防、机收等
领域，年社会化服务面
积达10万余亩，经营收
入达1000万元。作为
一个老农机人，鲁建平
经常参加县里组织的农
机维修培训班，农机一
般毛病都能自己修，很
少请专家。合作社还修
建了300多平方米的机
库棚，政府补贴 4.6 万
元，农机“住房难”问题
因此得以解决。现在最
大的问题是村里路况
差，农机“行路难”，影响
作业效率。他希望当地
政府能够出钱兴修和养
护机耕道路，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
据了解，江西省各

级农机部门近几年着力推进水稻、油菜等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主抓水稻机械化栽植、机械
化高效植保和粮食机械化烘干推广，有效突破机
插技术瓶颈，提升高效植保能力，破解粮食晾晒难
题。2016年，高速插秧机、植保无人机和粮食烘
干机三者新增量均超历史总和。其中，粮食烘干
机2014年至2016年间，创造了新增量连续3年
超历史总和的佳绩。全省水稻机械种植率达
26.38%、机械烘干率达29.12%，分别比上年增长
6.38个百分点和9.12个百分点。2017年，江西各
级农机部门将力争水稻机械化种植率提升4个百
分点，进一步提升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江西农机局副局长邱水平告诉记者，为了推

动解决农机“住房难、行路难、看病难”等问题，该
省大力支持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兴建农机具库
棚，不断加强机耕道路和农机维修网点建设。
2013年至2015年共投入6000万元，用于实施农
机维修“以奖代补”项目建设，补助建设了359个
农机维修中心和96个农机维修流动服务站，大大
缓解了农机“看病难”问题。
2016年开始，江西省农机局把目标瞄向农机

“住房难”问题，利用省财政2000万元资金，按照
县级自愿申报、设区市等额推荐、省级审核的方
式，确定在47个试点县开展“以奖代补”农机库棚
建设，对2016年新建库棚每平方米补助150元，
100平方米起补，共补助478家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大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村组等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建设面积达13.34万平方米，拉动农户
自筹投资2432万元，农机“住房难”问题得到初步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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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礁投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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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渔业迅猛发展，海

洋资源承受巨大压力。在我国，

局部水域环境恶化、海产品品质

下降、养殖病害严重的问题日趋

严重，传统的海水养殖、捕捞已

难以为继。转变渔业发展方式，

发展海洋牧场，不仅可以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对海产品的需求，

更是恢复渔业资源、改善海洋生

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海洋农牧化，使人类可以像经营

牧场和管理牛羊一样经营海洋和管理

水生生物。建设海洋牧场是一项复杂

和系统的工程，其中，投放人工鱼礁是

基本手段

海洋牧场已成为当地海洋经济

新的增长点，直接带动水产苗种培

育、水产品精深加工、休闲渔业等多

领域发展，实现了海洋一二三产业的

融合

离岸海洋牧场大型平台等装备的

使用，使我国海水养殖区域从近海向

远海大大延伸，海洋渔业空间得到拓

展，为向海洋要粮食要食物提供了技

术能力支撑，使建成高水平的“海上粮

仓”成为可能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西贾乡西贾村68岁的
申富成老人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最近却“走后
门”了。
原来，核桃产业是屯留县的特色产业，已经有

30多年历史，县委、县政府专门针对这一产业制
定了《核桃产业发展五年规划》。为了储备更多农
业人才，屯留县制定了5000名“农民蓝领”培育
计划，今年计划培训核桃专业技术人才1000名。
申富成家里种了30多亩核桃树，但超过了培

训规定年龄，没办法，老人“走后门”才进了培训
班。申富成说：“我不要求什么，让我在这里听课，
给我一套资料就行。”
今年雨水充沛，核桃树长得更是枝繁叶茂。

随着核桃成熟收获季节的到来，也将进入核桃修
剪管护的重要时期。屯留县请来农业技术人员、
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对经过乡村两级层层推
荐的乡村能人、种植户、“土专家”等进行核桃种植
专业技能培训。
屯留县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大龄

学员在培训课堂上有很多，他们往往来得最早、听
课最认真、笔记做得最好。课间休息，年轻人三五
成群散步唠嗑，而他们总是围着老师问东问西，请
教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虽然种了好多年的果树，但不服不
行啊，新品种、新技术、新知识都得好好学啊”！
培训班非常受欢迎，首批培训名额只有360

人，但实际参加培训的却有400余人。
课堂上认真听讲，下课后走入田间实践。这

样学用结合的培训方式，既新颖又实用。什么实
用，老师就教什么；遇到种植问题，老师就帮助解
决。经过1个多月的培训，大家学习了核桃树种
植管理，病虫害防治，如何提高产量、品质，如何打
入市场等一整套技能，真正成了屯留5万亩核桃
树的“技术骨干”。

山西屯留启动5000名“农

民蓝领”培育计划——

农民变身“技术骨干”

本报记者 徐 胥 通讯员 徐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