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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远洋渔业起步于 1989 年,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世界远洋鱿钓渔业的主要生产

国、市场国和消费国,远洋鱿钓渔业整体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产业进入到转型升级、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阶段。 然而,目前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存在着产业模式单一、自然资源渔场年间变化显著、综合国际竞

争力不强等问题。 为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

时代背景下促进公海鱿鱼资源的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实现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

结合我国和世界远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提出了 4 个方面的建议和对策:(1)积极开发有潜力的新

资源和新渔场;开展国际合作,建立起全球公海鱿鱼资源渔场监测体系,提升对公海鱿鱼资源的认知能力。
(2)围绕找鱼、捕鱼、保鲜、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开发新技术和新装备,提升对公海鱿鱼资源

的开发能力。 (3)在公海实行自主休渔,实行精细化的 VMS 监控,派遣国际观察员,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增
强我国参与公海鱿钓渔业的国际治理能力。 (4)实行鱿鱼原产地管理制度,编制与发布全球鱿鱼产业白

皮书和中国远洋鱿鱼指数,推动成立国际公海鱿鱼民间组织,增强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远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负责任渔业;建议;对策

　 　 鱿钓渔业是以大洋性柔鱼类为钓捕对象的 1
种渔业,20 世纪 70 年代在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开

始得到发展。 我国自 1989 年开始发展鱿钓渔业,
并不断扩大作业规模和作业海域[1-2] ,现已经成

为世界上主要的远洋鱿钓渔业生产国、市场国和

消费国,我国远洋鱿钓科技水平也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3] 。 根据有关文献介绍,全球可供商业性开

发的经济头足类共有 173 种,其中柔鱼类占 50%
以上[4] ,而目前被规模商业性开发的种类仅有 7
种,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东南太平洋、西南大西洋、
西北印度洋和新西兰周边海域[1-2,4] ,其它一些种

类以兼捕为主。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上

述几种大洋性柔鱼类的集中开发和利用,以及全

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对柔鱼类等短生命周期种类资

源渔场的影响[5-8] ,使得远洋鱿钓渔业正常生产

和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在加大。 同

时,随着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

出,世界和我国海洋渔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公海鱿鱼资源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产

业发展的主流。 本研究在分析我国远洋鱿钓渔业

发展 30 多年来取得成绩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和世界远洋渔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提出

可持续发展的有关建议,以期为“十四五”我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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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鱿钓渔业发展提供参考。

1　 远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和意

义

1. 1　 是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

动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定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 该议程提出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其中,第 14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该项

目标认为有必要管理和养护海洋资源,同时为对

人类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支持。 更有效

地利用资源,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改进对人类活

动的管理和监管,将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让人们及其后代从水生生态系统中获益。 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强调,粮食和农业是

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 推动可

持续捕捞和水产养殖不仅有助于资源和生态系统

管理和养护,还有助于确保海洋能提供富含营养

的食物[9] 。 公海鱿鱼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开
展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是负责任

国家的重要体现。
1. 2　 是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之际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生动实践,体现了我国在

国际海洋治理领域的大国担当。 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公海鱿鱼资源,可持续发展远洋鱿钓渔业产业,
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海

洋治理的重要举措和体现。
1. 3　 是远洋鱿钓渔业产业发展的自身强烈需求

我国远洋鱿钓作业渔场已覆盖北太平洋、东
太平洋、西南大西洋、西北印度洋及日本海等重要

海域。 2009 年以来,我国远洋鱿钓产量一直位居

世界首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远洋鱿钓渔业第 1
生产大国。 在全球倡导和发展负责任渔业、实现

蓝色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负责

任发展远洋鱿钓渔业,负责任捕捞大洋性鱿鱼资

源,科学养护和管理远洋鱿钓渔业,能够体现 1 个

负责任渔业大国的担当。 在“十三五”期间,中国

政府提出了远洋渔业总量控制的管理措施,将远

洋作业渔船总量控制在 3
 

000 艘以内。 在近年的

全国鱿钓行业各种座谈会上,相关企业负责人均

提出了要养护公海鱿鱼资源的愿望。 可持续发展

远洋鱿钓渔业、科学养护公海鱿鱼资源已经深入

到每 1 个渔业企业及行业的方方面面。 走内涵式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追求长期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鱿鱼资源已成为我国远洋鱿钓行业和各渔业企业

自身的最大需求和愿望。

2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取得的成就和面临

的问题

2. 1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取得的成就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始于 1989 年,经 30 多年

的发展,鱿钓作业渔场已覆盖 3 个大洋的 6 个主

要渔场,拥有鱿钓渔船 600 多艘,最高年产量超过

80 万 t[1-2] 。 据 FAO 数据统计(统计对象为太平

洋褶柔鱼、 柔鱼、 茎柔鱼、 阿根廷滑柔鱼等),
2013—2017 年我国远洋鱿鱼年产量平均为 46. 8
万 t,占我国远洋捕捞产量的 25%以上。 我国已

成为世界上合理开发和利用公海鱿鱼资源的国家

之一,为丰富世界水产品市场和提供优质动物蛋

白做出了贡献。 上游捕捞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后端

加工业的发展和产业链的延伸[10] ,增加了附加

值,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丰富了水产品的种类,
形成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取得的成就与在科技方面

的长期投入是分不开的。 自 2003 年以来,在农业

部公海渔业资源调查项目的支持下,研究人员对

3 个大洋多个海域的公海鱿鱼资源渔场进行生产

性调查,发现了多个鱿鱼新渔场,并实现了商业化

生产,这些渔场的开发为实现全年性生产和降低

生产风险提供了保障[2-3] 。 同时,通过长时间的

生产性调查,掌握了公海鱿鱼资源的群体组成、繁
殖习性等基础生物学特性[11-12] ,为合理开发和科

学管理公海鱿鱼资源奠定了基础。 此外,通过生

产性调查和长期生产资料积累,基于渔业海洋学

等理论和方法,掌握了公海鱿鱼渔场的形成机制,
开展 了 中 心 渔 场 预 报[13-19] 、 资 源 补 充 量 预

测[20-25] 和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26-28] 的研究,为
科学生产和合理开发公海鱿鱼资源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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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世界海洋渔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海洋已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公海鱿鱼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和开发成为未来的新常态,我国远

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2. 1　 产业发展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产

品单一化,作业方式传统,国际综合竞争力不强,
难以满足远洋鱿钓渔业强国建设的要求。 以北太

平洋柔鱼为例,该渔场是我国于 1993 年开发,近
30 年来,其传统的作业生产和渔获加工模式没有

改变,没有随着科技进步和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鱿鱼品质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开发出更高端

的鱿鱼产品[1] 。 主要体现在:作业方式基本以手

钓为主,机械化作业比例较低;采用晚上集中钓捕

作业、凌晨作业结束后集中初加工和进冻的作业

方式,严重影响渔获物的品质;渔获加工模式的传

统和单一决定了其市场竞争性减弱,渔获物的销

售存在很多可替代的产品,价格受到其影响,特别

是鱿鱼的加工制品。
在 2015 年的“中国远洋渔业 30 周年” 座谈

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要积极顺应经

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转变远洋渔业

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布局合理、装备优良、配套完

善、管理规范、支撑有力的现代远洋渔业产业体

系,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从远洋

渔业大国迈向远洋渔业强国。 同时,要把增强企

业实力和产业综合效益作为主要着力点,积极培

育壮大现代化的远洋渔业企业,促进捕捞、加工、
物流业相互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努力打造一批我

国远洋渔业知名企业和产品品牌。 因此,目前我

国远洋鱿钓渔业传统单一的生产和加工模式需要

更新,不断创新,不断改进,努力提升鱿鱼渔获的

品质质量,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远洋鱿钓渔业

的国际综合竞争力。
2. 2. 2　 鱿钓资源

从资源角度看,鱿鱼短生命周期的资源特性

和日益频繁的全球海洋环境变化,使得鱿鱼资源

渔场年间变化越来越显著,影响着鱿钓渔业生产。
大洋性鱿鱼是 1 年生种类,近些年愈加频繁的气

候变化对其资源补充量和渔场分布的影响尤为明

显,例如,厄尔尼诺 / 拉尼娜事件影响到中东太平

洋、东南太平洋的茎柔鱼[6-7,12] ,太平洋十年涛动

和厄尔尼诺 / 拉尼娜事件影响到西北太平洋的柔

鱼[5-6,8,16] 。 近年生产分析发现,南极海域海冰融

化加剧、海冰覆盖面积的减少也严重影响到西南

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等的资源量及其中心渔场分

布。 由于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以及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南极冰融化加剧,冷水大

量侵入西南大西洋的巴塔哥尼亚大陆架海域,使
得 50

 

m 和 100
 

m 水层存在大面积的冷水,冷水还

并侵占了公海海域的阿根廷滑柔鱼传统作业渔

场,使得 2019 年初和 2020 年初公海海域的鱿鱼

渔汛基本没有形成。 这些频繁发生的海洋环境异

常事件使得公海鱿鱼资源和渔场状况出现异常,
已严重影响到远洋鱿钓渔业企业的经济效益。
2. 2. 3　 制度安排和管理

从制度安排和管理角度看,公海鱿鱼资源可

持续利用和养护的目标对科学研究、制度执行与

监督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鱿鱼是 1 种高度跨界

的种类,通常分布在公海和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

内,并拥有多个产卵群体或者地理群体,因此,要
全面掌握这些公海鱿鱼的产卵场、索饵场及其洄

游路线,以及它们种群之间的连通性和资源变动

机制和规律,需要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进
行长期的资源调查和监测,目前这种合作机制还

没有很好建立,对洄游、种群连通性以及资源变动

机制等的认识还不够。 尽管近年来南太平洋区域

渔业管理及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等国际渔业管理

组织相继成立,传统的远洋渔业国家和地区、沿海

国等也加入了这些组织,但是大家合作开展资源

调查等科学研究工作还没有形成。 目前国际组织

在极力推广派遣观察员、上报渔捞日志等制度,对
鱿钓渔业的生产监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基于

目前的认知还是比较欠缺的,这些信息往往是区

域性的,而没有实现公海和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

的全覆盖,因此要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科学全面

的公海鱿鱼资源管理和养护技术体系以及有关措

施和方法存在很大困难和挑战。

3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和对策

为确保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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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我国建设成为负责任的远洋鱿钓渔业强国,
结合我国和世界远洋渔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在
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1)积极开发有潜力的新资源和新渔场;开

展国际合作,建立起全球公海鱿鱼资源渔场监测

体系,提升公海鱿鱼资源的认知能力。 据有关资

料分析[4] ,目前最有希望进行商业性开发的公海

鱿鱼资源有中西太平洋公海的菱鳍乌贼、中东大

西洋的翼柄柔鱼等种类,其资源量大,渔获个体适

中,商业价值高,且在公海海域都有渔场分布。 同

时,针对已经大规模商业性开发的经济鱿鱼,需要

依托国际渔业组织进行合作,建立起科学的全球

公海鱿鱼资源调查与生产监测体系,全面掌握捕

捞对象的种群结构、洄游过程、栖息环境、渔场形

成机制以及资源变动机制,研发符合鱿鱼生活史

特性的资源评估和管理模型,建立起科学的鱿鱼

渔业资源评估体系,从而为公海鱿鱼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与科学养护提供决策依据。
(2)围绕找鱼、捕鱼、保鲜、加工、销售等全产

业链的薄弱环节,开发新技术和新装备,提升公海

鱿鱼资源的开发能力。 利用我国自主海洋卫星和

北斗卫星等新技术,自主研制全球公海鱿鱼渔业

精细化的渔海况信息智慧服务系统。 优化远洋鱿

钓渔船的专业船型,建立起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渔具、集鱼灯及其装备标准化体系。 研发符

合各自理化特性的鱿鱼加工产品,建立起从渔场

到餐桌的鱿鱼渔获品质控制技术与溯源体系。 开

展物联网+远洋渔业、AI(人工智能) +远洋渔业、
大数据+远洋渔业等新领域、新技术的研究,提高

找鱼、捕鱼、保鲜、管理的水平,增强我国远洋渔业

国际综合竞争力。
(3) 在公海实行自主休渔,实行精细化的

VMS(渔船船舶监视系统) 监控,派遣国际观察

员,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增强我国参与公海鱿钓渔

业的国际治理能力。 刚刚发布的农渔发 2020
[16]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

 

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通知》 文件,在
全球范围内首次发布了在公海实施自主休渔。 自

主休渔选择在西南大西洋、东太平洋等远洋渔船

集中作业的重点渔场,一是每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位于 32°S-44°S、48°W-60°W 之间的西南

大西洋公海海域;二是每年 9 月 1 日—11 月 30
日,位于 5°N-5°S、110°W-95°W 之间的东太平洋

公海海域。 在上述海域作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渔

船统一实行自主休渔,休渔期间停止捕捞作业,以
保护鱿鱼资源及其产卵群体。 这一自主休渔措施

在全球引起了高度反响,得到了各国际渔业组织

和有关国家的高度肯定。
考虑到我国远洋鱿钓渔船数量较多,可实施

渔获转载国际观察员派遣制度,并对所有鱿鱼运

输船实行准入登记制度,这不仅可为后续鱿鱼配

额、进口管理、原产地证书等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

支撑,而且有利于履约国际渔业组织的义务,提高

渔业观察员的覆盖率,实现所有鱿鱼渔获的全过

程管理。 此外,可实施作业渔船及其辅助船的监

控和管理。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GPS(全球

定位系统)的渔船双模定位,实现全球连续的精

确定位和导航,以及连续的航迹记录,支持事故追

溯、越界捕捞作业警告和远程报警等功能。 对主

辅机冷冻机等船上关键设备和重要作业场所实行

监控,确保生产渔船和人员的安全,减少事故的

发生。
(4)实行鱿鱼原产地管理制度,编制与发布

全球鱿鱼产业白皮书和中国远洋鱿鱼指数,推动

成立国际公海鱿鱼民间组织,增强我国远洋鱿钓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日本、欧美等均对进口

鱿鱼实行合法捕捞认证管理,禁止进口不能证明

其捕捞合法性的鱿鱼及其产品,主要目的是履行

国际义务,防止 IUU(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 捕

捞的鱿鱼及其产品进入市场。 根据有关国家和国

际公约要求,我国已经建立部分特殊鱼种的进口

监管制度,这些特殊鱼种需要查验“合法捕捞产

品通关证明”方可进口。 目前我国是全球主要的

鱿鱼生产国、市场国和消费国,有义务根据有关国

际组织规定,采取必要措施,防止 IUU 捕捞的鱿

鱼及其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保护国内水产品市场,
保障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布全球鱿鱼产业年度白皮书,对各国和地

区鱿鱼产业发展状况、政策产业、管理制度以及国

际履约能力与水平进行评价,提高中国远洋鱿钓

渔业发展及其产业政策的透明度。 2019 年 10
月,我国成功发布了中国远洋鱿鱼指数。 该指数

由资源丰度指数、鱿鱼价格指数和产业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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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资源丰度指数是衡量公海鱿鱼资源量变化

趋势的指数,是鱿鱼指数的基础;市场价格指数是

衡量鱿鱼市场变化趋势的指数,是鱿鱼指数的核

心;行业景气指数是表征公海鱿鱼产业的发展趋

势,是鱿鱼指数的关键[29] 。 白皮书和鱿鱼指数的

发布,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鱿鱼产业的话语

权,引领世界远洋鱿钓渔业的发展,为实现 FAO
倡导的渔业蓝色增长提供中国实践。

积极推动建立重要远洋鱿钓渔业国家和地区

的民间交流合作机制,成立国际公海鱿鱼民间组

织。 目前,公海鱿鱼捕捞方主要是中国、日本、韩
国和中国台湾省,此外也包括欧洲部分拖网渔船。
民间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公海渔业监管的重要第三

方,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此,建议由中国远洋

渔业协会牵头,邀请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省等民

间鱿鱼渔业组织协商成立民间沟通协作机制,参
照日本牵头设立的“促进负责任金枪鱼围网国际

组织”的运作模式,逐步推动成立负责任鱿鱼渔

业国际组织,磋商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利用、渔船管

理、IUU 控制、市场开拓与开放、政府规则建议等

行业问题,共同探讨促进全球公海鱿鱼渔业可持

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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