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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渔业资源，修复生态环境

江河湖海休禁渔制度实现全覆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

制定了海河、辽河、松花江

和钱塘江4个流域禁渔期

制度。至此，我国7大重点

流域禁渔期制度和我国主

要江河湖海休禁渔制度实

现全覆盖，将在养护水生生

物资源、净化水域生态环

境、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以水生生物为主体的水生态系
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净化水
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
然而，近年来，环境污染、过度捕捞、
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频现，使得部分重
点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形势日趋严峻。

重点流域渔业资源量告急

海河、辽河、松花江流域是我国
华北和东北地区主要流域，流域面积
广阔，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孕育了诸
多特有水生生物物种。据不完全统
计，3 个流域现有的鱼类超过 100
种。其中，细鳞鲑、乌苏里白鲑、施氏
鲟等均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3个流域的鱼类资源曾十分
丰富。但近年来，这几个流域的水生
生物保护形势日趋严峻。”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于康震说，环境污染、过度
捕捞等，严重破坏了鱼类的产卵场、
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导致鱼
类资源大幅度快速下降，种群结构发
生了变化，个体呈小型化、低龄化的
趋势，一些土著鱼类甚至很难看见。

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态
环境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数据显示，
长江的渔业资源曾极为丰富，20 世
纪50年代，长江渔业年捕捞量为45
万吨，占全国淡水捕捞总产量的

60%。然而近年来，受水利水电、航
道运输、挖砂采石、过度捕捞、水域污
染等因素的影响，长江水生生态环境
持续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
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于
康震坦言，目前，经济鱼类资源量可
以说已接近枯竭，长江生物完整性指
数已经降到最差的无鱼等级。为了
保护长江珍稀物种资源，国家和各级
地方政府先后在长江流域建立了
332处水生生物保护区。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实
行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 4
个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至此，我
国 7 大重点流域（长江、黄河、珠江、
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禁
渔期制度和主要江河湖海休禁渔制
度实现全覆盖。于康震表示，建立各
流域相对统一的禁渔制度，可以结束
各省区市禁渔行动各自为战的局面，
有利于全流域有声势、组织化、严管
理的禁渔制度，加大渔业资源及其水
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使流域渔业资
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最终实
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休禁渔制度实现全覆盖

为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渔
业法》明确要求渔业主管部门要在重
要渔业水域实行禁渔区和禁渔期制
度。禁渔期制度就是在鱼类集中产
卵繁育的关键时期，实施禁止捕捞作
业的一种保护措施。

记者了解到，1995年，我国开始
实行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每年的伏休
季节，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4 大海
区除钓具外，所有捕捞作业方式均实
现休渔。以鄱阳湖为首的内陆 5 大
湖泊也已全部实行禁渔期制度。从
2002年到2018年，我国7大重点流
域中，长江、珠江、淮河和黄河均先后
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禁渔期制度。

“根据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科
学划定江河湖海禁捕、限捕区域’的
要求，尽快在我国重点流域全部建立
禁渔期制度已经势在必行。”于康震
说，农业农村部将从今年开始分类分
阶段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推进禁捕
工作。此外，对相关流域的禁渔期也
有了明确的时间段：长江、淮河、珠江
等流域禁渔期为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黄河禁渔期为4月1日至6月30
日；海河、辽河、松花江禁渔期从5月
16日开始，到7月31日结束。

“禁渔时间直接影响着禁渔效
果。”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
长张显良说，禁渔期的开始时间太早
没有必要，开始时间太晚则难以有效
保护亲鱼产卵和幼鱼生长的关键期；
禁渔时间太长对渔民生计和渔政执
法都将产生较大压力，时间太短又起
不到禁渔效果。“结合河流的实际情
况，我们最终研究确定了各流域的禁
渔期。”

于康震表示，禁渔期制度的实
施，对于降低捕捞强度、保护渔业资
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维护水生生物多
样性、提高民众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
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渔业资源

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
主任马毅介绍，近年来，长江每年的
捕捞量不足 10 万吨。长江刀鲚、凤
鲚、中华绒螯蟹等特许捕捞物种受竞
争性捕捞影响，资源显著衰退，部分
渔民为了生计开始竭泽而渔，进一步
破坏了长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最终形成了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
越穷的局面。

对此，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联合制定印
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
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19年年底
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
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年底

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保护区以外
水域要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 10
年禁捕。“渔业资源是可再生资源，据
测算，长江鱼类繁殖周期约为3年左
右，如果实施10年禁捕，可使多数鱼
类完成3个世代的繁殖周期，能够从
根本上遏制长江流域渔业资源持续
衰退的趋势。”马毅说。

实施禁渔措施后，渔民的合法权
益和生活如何保障？于康震表示，

《禁捕方案》中明确要求把保障渔民
利益作为一条基本原则，科学合理划
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统筹各方力量，
整合相关资金，协调推进禁捕工作。
各地将按照全面覆盖、突出重点、绩
效导向、分类施策的理念，采取资金
补助、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创业支
持、社会保障等多种措施，保障退捕
渔民权益。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
助与过渡性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各
地的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

“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就
是要在一段时间内从根本上停止捕
捞利用，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
物多样性下降的危机，也是为今后更
加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长江渔业
资源奠定基础。”于康震说，未来，随
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治理改善和禁捕
效果的逐步呈现，长江的渔业资源将
在一定时期后实现恢复性增长，届时
将根据资源状况和监测情况采取禁
渔区、禁渔期、专项特许捕捞等多种
方式，组织实施好长江渔业资源的有
效保护和合理化利用。

隆冬时节，记者来到辽宁省抚
顺市东洲区哈达镇古塘村。走进村
民杜兴国一家居住的 80 多平方米
的3间瓦房里，只见温度计显示室内
温度为24℃。杜兴国告诉记者：“以
前烧苞米棒只能供一间房取暖，早
上烧火，屋里能到 17℃至 18℃，后
半夜就降到10℃左右。现在好了，
用上‘三省’锅炉，3间房里都暖和，
而且24小时恒温。与过去烧苞米棒
相比，屋里、院里的灰也变少了。”

这个冬天，古塘村正经历着一
场供暖变革，变革的核心是“三省”
生物质锅炉的使用。

于耀中是“三省”生物质锅炉的
发明者。他告诉记者，“三省”锅炉，
即省钱、省工、省料。“燃烧方式与传
统锅炉燃烧方式有本质不同。”于耀
中说，常态燃烧都是在燃料的表面，
从外及里，由上而下的燃烧，采用强
力给风，或采取燃料粉碎、物化等技
术，促使燃料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
燃烧。“三省”锅炉恰恰相反，燃烧是
从固体燃料的底部开始，由下而上，
通过控制实现最小进风量的缓慢燃
烧。2013年，该创新节能的燃烧技
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被中科院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天津
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专家鉴定
为“国内首创、国内领先”，建议在我
国北方农村全面推广。

于耀中告诉记者，去年，东洲区
不仅投入资金建设“三省”生物质锅
炉，还铺设地下管网3500米，为古
塘村30家农户集中供暖。

村里专职烧锅炉的村民马德秋
说，锅炉“喂”些地里的玉米秸秆，就
能保证家家户户热起来。他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每天烧300捆玉米秸
秆，约 1.5 吨；1 亩地产秸秆 800 公
斤，每天约烧 2 亩地秸秆。按抚顺
地区取暖期 150 天计算，能烧 300
亩秸秆。村里有 400 亩地，剩下

100 亩 地 的 秸 秆 可 以 作 饲 料 喂
牛羊。

马德秋告诉记者，烧“三省”锅
炉是给村民们自家取暖，秸秆不要
钱，村民主动送，还义务帮助粉碎秸
秆，填料烧炉。村民自发选出了“村
集中供热管委会”，委托两人专门负
责烧锅炉。

据介绍，“三省”锅炉是积木组
合式锅炉，它的灵活之处在于能随
意拼搭，既可为一家一户单体供热，
也可为十户百户集中供热。通过技
术研发和改进，“三省”锅炉不仅可
以在普通农户家使用，还可以推广
到农村的养殖业、蔬菜大棚、学校、
医院等多个领域。

驻古塘村第一书记张宗孝说，
以煤、油、电、气等为燃料的取暖方
式，资源有限、成本偏高，使用玉米
秸秆为燃料，不仅资源丰富，成本大
大降低，还能取代农村用煤和木柴
取暖，对净化空气和保护森林植被
有相当大的作用。

“秸秆集中供热为解决秸秆焚
烧问题和护林防火找到了最好的出
路。此外，农户集中供暖也减少了
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哈达镇林业站
站长佟天岩说。

据了解，2016 年，抚顺市已经
有600余户农户将“三省”锅炉用于
生产和生活。2018年，抚顺市把古
塘村作为秸秆集中供热试点村，推
广使用“三省”锅炉。

“随着农村秸秆集中供热的逐
步普及，大棚里也能接暖气，暖棚经
济持续升温；秸秆变废为宝，秸秆收
割、运输、储存、加工形成商业化运
作模式，成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天
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优美的环境
必然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
要走上一条现代化集约化生产、项
目化市场化运作之路，还有一段路
要走。”于耀中说。

辽宁抚顺古塘村

“三省”锅炉更环保
本报记者 张允强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从深圳市
盐田区政府获悉：深圳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正式发布《盐田
区城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
算技术规范》，标志着该区率先编制
实施全国首个城市GEP核算地方标
准。该《技术规范》明确了城市GEP
核算指标、核算方法、核算因子、定价
方法、数据获取方式等相关内容，将
为深圳市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开展城
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提供规范
化模板。

2014年，盐田区提出“GEP核算
体系探索与研究”。近年来，盐田区
大力探索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凝
练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连续
5年实现了GDP与GEP双核算、双
运行、双提升。

据了解，盐田区通过构建城市
GEP核算体系，将城市生态功能“价
值化”，为蓝天碧海、青山绿水、公园
绿地、河流湖库、近岸海域等生态资
源贴上“价格标签”，建立生态资源

“账本”，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
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盐田区建立
了GEP核算数据库和GEP模块电
算化模型，实现了核算数据指标及权
重参数的自动化处理，使复杂的计算
过程简便化，保证了计算的可操作性
和准确性，提高了区域GEP核算与
管理数字化、可视化水平。

目前，城市GEP考核已经成为
盐田全区新设施、新项目、新产业的
刚性指标，不仅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
染企业进入盐田，也加速了盐田区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深圳建立生态资源“账本”

首个城市GEP核算地方标准发布

“每到周末，我家的 5 间民宿都
要提前预订，一年下来，净赚 8 万元
还多。”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清
水河镇联丰村雨补鲁寨，村民付维梅
告诉记者。

“以前，路不通、村庄闭塞，家里
过得很清苦。现在，寨子变成了景
区，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家家有存
款。”付维梅说。

雨补鲁寨的今天，不仅付维梅，
全寨 160 多户人家的 600 余口人做
梦都不曾敢想。

雨补鲁寨的变化，得益于黔西南

州高度重视的美丽乡村建设。现今
的黔西南，一个个生活宜居、环境优
美、设施完善的美丽乡村随处可见。

雨补鲁寨气候宜人、雨水充沛、
土地肥沃，可以说是一个适合人类居
住的“世外桃源”。但是，随着社会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山多地少的状
况，让雨补鲁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已经满足不了
村民的需求。

2015 年，贵州省、黔西南州、兴
义市将雨补鲁寨作为清水河镇示范
城镇镇村联动发展的“美丽乡村”示

范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山地旅游。经
过几年的精心打造，雨补鲁寨旧貌换
新颜，游客量呈倍数增长。

“去年国庆节那几天，就有 1 万
多元的毛收入进账。”村民吴林告诉
记者，看着来村里游玩的人越来越
多，他看到了创收的机会，专门到外
地学习柴火鸡厨艺后，去年 9 月份，
在村里开了一家“特色柴火鸡店”，生
意很红火。

“我在家门口卖点米粉、炸洋芋
等小吃，每天大概有500元钱的毛收
入。”马开翠把家里的 2 亩土地流转

出去后，地里的活计少了，便在村里
做起了摆摊卖特色小吃的生意。

人气足了，财气旺了，雨补鲁寨
的村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截至目前，雨补鲁寨共有乡村餐
馆5家、客栈10家、商铺20多家，主
要销售境内小黄姜、三色糕、手工辣
椒、古法酿酒、乡愁爆米花等30多个
农特产品，日均接待游客400余人。
全寨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不
足 6000 元跃升到 2018 年的 1.2 万
元。产业逐步兴旺，生态更加宜居，
乡风愈加文明，群众生活更加富裕。

贵州省黔西南州雨补鲁寨

“世外桃源”人气足财气旺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肖 雄

目前北方农村冬季取暖主要靠烧煤或木材，耗能

高、污染重、费用高、热效差，急需一种耗能低、污染小、

费用低、热效好的新型取暖方式来替代。“三省”（省钱、

省工、省料）生物质锅炉在辽宁抚顺农村经过数年推广应

用，收到了较好效果

GEP核算体系将建立起生态资源“账本”，为深圳盐田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图为美丽的盐田滨海风光。 谢宗妮摄（中经视觉）

上图 在禁渔期内，大
批渔船停靠在鄱阳湖江西
都昌县城西码头。

（新华社发）

右图 临近春节，江苏
省盱眙县进入冬捕忙碌时
节。近年来，盱眙县以渔
业为基础，建立集养殖、捕
捞、销售、旅游、文创为一
体的产业链，获得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图为鲍集镇仙灯村村民在
仙灯湖捕鱼。

周海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