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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捕捞，是中国近海渔业发展近 30 余年来面临的最大难题1。尽管中国的渔业产量产值总

体保持稳定，但其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海洋捕捞渔获物中包括大量的经济鱼幼鱼和低值杂

鱼，或称为“幼杂鱼”2。幼杂鱼的大量捕捞虽然短期内能增加产量和收入，但长期来看却损害了海

洋的食物链基础、透支了食用经济鱼类的经济社会价值、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并不符合

可持续渔业发展的原则要求。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幼杂鱼的资源和使用情况，绿色和平在中国 8 个最主要渔业省份3的 22 个

渔港，采用实地抽样调查（包括渔民问卷调研和幼杂鱼随机采样）、文献数据和统计资料收集分

析等研究方法，撰写了《中国海洋幼杂鱼捕捞现状及对中国可持续渔业发展的启示》调研报告。 

自中国“十三五”规划和渔业“十三五”规划颁布以来，海洋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被列入重要

议题，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势待发，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沿着精细化、科学化不断向前迈进。

绿色和平注意到，“幼杂鱼”也逐渐被纳入管理体系。但是，限于传统的“先管好大鱼再管小鱼”的

治理思路、以及基础资料的缺乏，目前有关部门对幼杂鱼问题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相关措施

的制定和落实也存在现实困难。对幼杂鱼捕捞实施可持续的管理，不仅有助于实现捕捞产量负增

长的新目标、缓解过度捕捞压力，而且对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也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部分：调研报告主要发现 

一、中国近海渔获物中 30%为幼杂鱼，总重量接近 400 万吨4 

绿色和平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发现，中国近海渔获物中 30%都是体型过小、种类太杂而无法

被直接食用的幼杂鱼。目前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为 1300 多万吨，按此比例估算，幼杂鱼的总重量接

近 400 万吨，超过日本全国一年的海洋捕捞产量。 

在中国最主要的捕捞作业类型——拖网渔船的渔获物中，49%都是幼杂鱼；而目前拖网渔船每

年为中国的海洋捕捞量贡献了近一半的产量，超过 600 万吨。按此比例估算，这 600 万吨年捕捞

量里有近 300 万吨是幼杂鱼。 

                                                
1
 据估算，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可捕量约为 800 至 900 万吨，2015 年的海洋捕捞统计产量达到 1314 万

吨，是资源可捕量的 1.5 至 1.6 倍。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nyb/Document/1540973/1540973.htm） 
2
 幼杂鱼：渔获物中供人类直接食用的和专门供食品加工用的渔获物被挑选后，剩下的主要做饲料用途的那

部分渔获物。 
3
 这 8 个省份分别是：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4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 1.2 部分。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nyb/Document/1540973/1540973.htm


二、幼杂鱼捕捞行为广泛影响经济鱼类资源状况，严重危害经济鱼类幼鱼5 

通过分析调研期间采集的幼杂鱼样品，绿色和平发现幼杂鱼捕捞对已经过度开发的中国海洋

渔业资源带来了更大的捕捞压力，主要表现在危害各种经济鱼类的幼鱼，影响这些鱼类的繁衍和

资源总量的稳定。 

● 样品共包含 218 个鱼类品种，其中 96 种为食用经济鱼类。这一数据表明目前的幼杂鱼捕

捞活动已经广泛影响到多种食用经济鱼类的资源。 

● 样品中食用经济鱼类的个体数占到样品中鱼类总数的 38.61%，这其中 75%是尚未发育成熟

的幼鱼。这一数据表明幼杂鱼的捕捞活动加重了食用经济鱼类的资源压力。 

● 样品中 218 个鱼类品种中，有 44 种能在公开发布的报告或专著中找到相关资源评估信

息，其余 174 种无法找到。在有评估信息的 44 种中，40 种已经处于过度利用、资源衰退

状态，其余 4 种也已得到充分开发、或是数量已有下降趋势。这些数据表明幼杂鱼群体急

需进行可持续的开发利用管理。 

●  对比目前海洋增殖放流6的 45 个物种及其放流海域目录，绿色和平在样品中发现了 10 种

增殖放流物种的幼体，7 种在不同样品中多次出现。这表明目前增殖放流工作的成效，很

可能受到了幼杂鱼大量捕捞的影响。 

三、水产养殖行业 2014 年消耗国内野生渔业资源 717 万吨，其中绝大部分

为幼杂鱼7 

据统计，中国水产养殖 76%的养殖种类（或种类大类）在养殖过程中需要投入幼杂鱼。2014

年，水产养殖对国内野生渔业资源的需求量为 717 万吨，超过全球第二大捕捞大国印度尼西亚一

年的海洋捕捞产量，且绝大部分来自于海洋捕捞幼杂鱼。 

水产养殖对幼杂鱼的消耗主要通过直接投喂和饲料生产两个途径8。据绿色和平的估算，2014

年用于直接投喂的幼杂鱼约为 495 万吨，大部分来自于海洋捕捞幼杂鱼；同期还消耗了至少 76

万吨来自于中国国内生产的鱼粉，折合为海洋渔业资源约为 222 万吨。然而这些鱼类的产量、种

类组成、捕捞来源等信息和数据却存在明显空缺。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水产养殖对饵料的需求将持续递增，对海洋渔业资源量带来更

大压力。如不尽快改变发展模式，水产养殖对幼杂鱼的需求很可能进一步加剧过度捕捞的现状，

并对未来渔业产业格局调整、渔民转产转业工作造成障碍。 

                                                
5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 1.2 部分 

6
 增殖放流是指通过向天然水域中人工投放一定数量的水生生物资源苗种，以达到增加天然水生生物资源群

体数量和资源量、提高水域生产力、优化生物群落结构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一项资源养护措

施。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增殖放流工作，2006 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

要》，将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列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据《中国渔业年鉴》，2015

年，全国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 10.9 亿元。 
7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 1.4 部分。 

8
 直接投喂途径是指将新鲜或冰鲜的幼杂鱼整个或切碎、打烂后喂给养殖的鱼或虾蟹等；饲料途径是由于制

造饲料时需要添加鱼粉鱼油，而鱼粉鱼油是通过幼杂鱼加工而成。 



四、幼杂鱼是推动中国渔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机遇 

更好地正视幼杂鱼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解决持续多年的过度捕捞，而且有望带来更大的社

会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有助于渔业捕捞减产目标尽快实现、消除渔业产业格局调整和渔民转产

转业的障碍，从而有益于渔业大经济。 

● 中国渔业管理部门提出“到 2020 年，国内海洋捕捞总产量减少到 1000 万吨以内”的负增长

目标，减幅超过 20%。本报告的研究结果表明，幼杂鱼已经取代其他重要经济鱼类，在捕

捞产量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在实现负增长目标的过程中，能加强对幼杂鱼问题的重视程

度，着重减少幼杂鱼的捕捞量，将有助于减产目标的尽快实现、调整渔业捕捞结构。9 

● 减少幼杂鱼捕捞量，不仅不会造成渔业产值减少，反而有益于渔业经济。减少幼杂鱼捕捞

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幼杂鱼中的食用经济鱼类，其成体的市场价格是作为

饲料价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二是幼杂鱼中不具有人类食用价值的鱼类往往是更多海洋生

物的食物、对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支撑价值”。此外，减少幼杂鱼捕捞能促进整个海

洋生态的健康，从而有益于对渔业大经济。10 

第二部分：研究方法简述11
 

本报告历时一年，绿色和平实地走访了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等 8 个中国最主要的海洋渔业省份12，采用实地抽样调查（包括渔民问卷调研和幼杂鱼随机采

样）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海幼杂鱼捕捞现状进行了调研；采用文献数据和统计资料收集分析并

结合实地调研结合的方法，对幼杂鱼在水产养殖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香港大学 Yvonne Sadovy de Mitcheson 教授、 斯坦福大学曹玲博士为报告撰写了评审意见；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刘敏教授鱼类生物学实验室完成了报告的样品鉴定工作；上海海洋大学

张文博博士完成了报告的水产养殖数据分析。报告也收集了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上海海洋

大学、黄海水产研究所、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其中，在幼杂鱼捕捞现状的调研中： 

● 绿色和平实地走访上述 8 个省份的 22 个渔港，收集 926 份渔民问卷，并随机抽样 80 份幼

杂鱼样品； 

● 渔民问卷调研重点关注目标港口的主要类型作业船只，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根据结果估算

2016 年 8-12 月期间渔获物中优质渔获物和幼杂鱼的比例； 

● 调研期间对每个调研点分 2-3 次采样，每次从回港渔船的幼杂鱼渔获物中随机采集 1-3kg

样品，汇总后送至国内鱼类学专家实验室进行物种鉴定、个体数记录和体长测量等工作，

并对幼杂鱼比例和相关物种资源状况进行分析。 

                                                
9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 2.4 部分。 

10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 2.1 和 2.2 部分。 

11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 1.1 部分。 

12
 该 8 个渔业省份的年产量占到中国捕捞总量的 97%，所以本调研的抽样和问卷结果基本可以说明中国的

整体情况。 



在水产养殖端的调研中： 

● 通过文献数据和统计资料收集和分析，研究中国水产养殖海洋渔业资源投入现状，通过系

统分析获取初步结论； 

● 基于系统分析结论，选择消耗幼杂鱼资源较多的三种重要水产养殖对象：中华绒螯蟹、大

黄鱼、大口黑鲈进行深入调研，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对养殖场进行随机调查； 

● 将实地调研结果和系统分析的初步结论进行对照和验证，得出水产养殖对海洋渔业资源的

消耗量，以此反推海洋捕捞供应水产养殖的资源量，并进一步与捕捞端的调研发现进行比

对。 

第三部分：研究背景 

一、中国近海的过度捕捞问题依然严重 

过度捕捞，是近海渔业发展近 30 余年来面临的最大难题。与 1986 年相比，2015 年国内海洋

捕捞总产量增长了 2 倍，达 1314.78 万吨；渔船总数增长了 0.64 倍，达 27.00 万艘；总功率增长

了 3 倍，达 1732.28 万千瓦13。然而，在高速发展之下，渔船捕捞能力、渔获物捕捞量和渔业资源

承载能力之间关系长期严重不协调。 

 
图 1：1986-2015 年中国国内渔业行业规模

14 

为有效管理和维护渔业资源，包括《渔业法》、《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在内的一批渔业

管理相关法律和政策得以确立及完善；休渔禁渔制度、控制渔船总数量和总功率的“双控”制度、

捕捞产量“零”增长、保护区建设、增殖放流、渔具控制、明确最小网目尺寸和重要经济鱼类可捕

规格等制度和规范逐渐开展。 

                                                
13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由于统计数据自 2002 年才对“海洋捕捞渔船”数目有所记载，因此这

里使用的渔船数量和功率为“海洋渔业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其中包括海洋捕捞渔船、也包括海洋养殖

渔船，2015 年，海洋捕捞渔船共 187211 艘，功率 1441.74 千瓦。 
14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然而，中国近海渔业的捕捞能力依然严重过剩，产量居高不下。2015 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

达到 1314 万吨，是专家建议总可捕量 800-900 万吨的 1.5-1.6 倍15。偷捕、滥捕现象屡禁不止，在

2017 年“史上最严休渔期”期间，各地依然查处了许多违法捕捞行为。近海渔业资源被严重过度捕

捞的情况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将国内海洋捕捞产量控制在 1000 万吨以内，

也就是在当前产量水平的基础上，海洋捕捞产量要减少 300 万吨以上，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海洋捕

捞省份浙江省一年的产量。若想达到该目标，势必要对现有管理思路做出调整，明确矛盾关键

点，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切实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幼杂鱼过度捕捞的环境和经济影响16 

据绿色和平观察，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渔业产量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其结构已经发生

巨大变化，渔获物中传统的经济鱼类比例下降。 

 

                                                
15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nyb/Document/1540973/1540973.htm  
16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第二章内容。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nyb/Document/1540973/1540973.htm


 

表 1：1950-2013 年中国海洋捕捞结构变化
17

 

（下方示意图内容根据上表内容整理）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捕捞从“总量很小，渔获物主要由带鱼、大黄鱼、小黄

鱼等大型食用经济鱼类组成”转变为“80%的渔获由鳀鱼、鲐和竹荚鱼等小型中上层低值鱼类组

成，且大多数处于过度捕捞状态”。这说明，中国明显已经处于“自高营养级往低营养级鱼种捕捞”

至海洋食物网底端的状态。 

                                                
17

 数据来源：Cao Ling 等，Opportunity for marine fisheries reform in China，PNAS | January 17, 2017 | vol. 114 

| no. 3 | 435–442 ，根据 FAO 数据整理。 



 

表 1：中国东海区各年代鱼类渔获量组成变动情况 

以中国东海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一区域的经济鱼类产量和比例不断下降，鱼类增

产的主要品种成为小杂鱼和上层鱼（鲐、蓝圆鲹）18，以带鱼、大黄鱼、小黄鱼为代表的大型食

用经济鱼类比例不断下降。 

幼杂鱼的去向主要是作为饲料或加工成鱼粉，供应水产养殖业。作为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

60%以上的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业的扩张为这些尺寸过小、品质不达标、通常不为人食用的幼杂

鱼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19和稳定的经济收益，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在渔业资源几近衰竭的情况

下，渔民依然使用“绝户网”、电网等灭绝性的作业方式，穷尽野生渔业资源。 

除显著的资源环境影响之外，大量捕捞幼杂鱼虽然能带来一时的收入，却牺牲了大量食用经

济鱼类幼鱼的潜在价值。目前，幼杂鱼作为饲料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 1-4 元/公斤，而幼杂鱼中的

食用经济鱼类成鱼的价格可以增加几倍乃至几十倍。绿色和平随机对价值人民币 3 元的 3 份样品

中食用经济鱼类的成鱼售价进行了估算，假设其中的幼鱼长到市面上可见的最大尺寸，3 份样品

的价格将增加至人民币 344 元，提高了近 115 倍。 

                                                
18

 表中定义的“小杂鱼”跟本研究定义的“幼杂鱼”不完全一样，但都是相对优质食用鱼类而言的较低值的那部

分渔获物。 
19

 根据绿色和平的估算，目前中国水产养殖行业 2014 年消耗国内海洋渔业资源约 717 万吨。 



 第四部分：政策建议20
 

基于上述调研和分析，绿色和平认为，要改善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现状，必须提高对幼

杂鱼捕捞的重视程度，以幼杂鱼为切入点强化捕捞端管理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在捕捞端“强堵”的

同时，加强在养殖端的“疏通”，理顺“养捕关系”。以下为绿色和平提出的具体建议： 

一、在捕捞端：将幼杂鱼保护作为实施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突破口 

● 将幼杂鱼纳入渔业捕捞基础数据统计和收集体系，对幼杂鱼的捕捞产量、上岸情况和流通

去向进行系统的监管； 

● 将减少幼杂鱼的捕捞量作为当前捕捞产量负增长的重点；对以某单一幼杂鱼物种作为目标

渔获物的捕捞业，尽快开展捕捞配额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预防性原则、基于生态

系统方法等原则制定捕捞配额21的分配方法； 

●  以保护经济鱼类幼鱼为目的，进一步完善各类渔具网目尺寸、重要经济鱼类最小可捕规格

等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 针对一些大宗经济鱼类的繁殖场所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以提高幼鱼的存活率；对重要

的索饵场及越冬场，划出一定范围设置成永久性的禁渔区。 

二、在养殖端：将幼杂鱼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水产养殖转型的着力点 

● 设立更为严格的水产养殖生态可持续性要求，将“不得过度损耗野生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

系统”作为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 进一步完善水产饲料投喂标准，明确可以用作饲料或鱼粉原料的物种及占比；考虑到用于

直接投喂的幼杂鱼中混有大量的经济鱼类幼鱼、难以区分，且直接投喂方式效率较低、污

染程度高，建议禁止直接使用冰鲜幼杂鱼进行投喂； 

● 目前大多数水产养殖产品已开发出专用的配合饲料且取得较好的效果，然而许多养殖户旧

有观念没有转变，对配合饲料的接受程度不高。为尽快减少养殖户对幼杂鱼的依赖，配合

饲料的推广与技术开发同样需要加强。 

 三、在政策实施上：将幼杂鱼保护列入地方统一渔业管理措施的考察项 

● 统一地方管理措施和力度，避免因地区间差异而为过度捕捞幼杂鱼行为制造空间； 

● 强化执法力度，将各项突击行动常态化，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监管模式； 

● 加强渔政监管部门的执法能力，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通过电子渔捞日

志、卫星定位、监控录像设备等手段对渔船作业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确保渔业生产活动

科学、合法； 

                                                
20

 详细内容请见绿色和平报告第三章。 
21

 “配额制度”对应于中国渔业管理中的“限额制度”，自 2000 年便写入了《渔业法》，但因缺乏基础数据、

监管能力不足等原因，一直未能实施。“十三五”以来，限额制度再次被提上日程，中国农业部要求自 2017

年开始，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 5 省各确定一个市县或海域，选定捕捞品种开展限额捕捞管理；

到 2020 年，沿海各省应选择至少一个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开展限额捕捞管理。 



● 加强鱼类销售、养殖和流通全产业链条的可追溯性建设，增强信息透明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