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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今日威海

本报威海8月30日讯(记者
刘洁) 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
目前威海单船年可捕量已经下
降了 3 8 %，且这种趋势还在持
续。而在渔业养殖空间方面，与
2005年相比，养殖滩涂面积已经
由24万亩下降到如今的不足5万
亩。

近年来，威海市渔业资源修
复以及渔业资源环境保护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但与不断提升的
捕捞能力，以及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的要求
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据统计，目前近海海洋生
物资源的恢复不够理想。跟踪
回捕结果表明，大部分可捕品
种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回捕量
的十分之一，资源修复工作任
重道远。而近海捕捞能力依然

强大，渔船越来越大，渔船过多
与渔场狭窄、资源衰退的矛盾
非常突出。与2000年相比，单船
年可捕量下降了38%，捕捞能力
与资源供给能力的矛盾日益尖
锐，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

与此同时，陆源污染物排
放给渔业水域环境造成巨大压
力，造成海水富营养化和赤潮
的发生，影响到养殖渔民的利

益，也给水产品质量安全带来
隐患。

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渔
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与各种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亟待协调。
渔业发展空间呈萎缩之势，与
2 0 0 5年相比，工厂化育苗养殖
车间、养殖池塘、养殖滩涂分别
由180万平方米、15万亩、24万亩
减少到目前的 1 3 0万平方米、4

万亩、5万亩。
针对目前渔业资源日益匮

乏的困境，威海市相关部门千方
百计寻求对策，如增加生物资源
增殖放流数量、加大对报废渔船
和转产转业项目的扶持力度、加
大对渔业生态环境监管的人力
和财力投入，以及切实保护好渔
业基础生产力等，以期在渔业转
型升级方面寻求突破。

单船年可捕量12年下降38%
船越来越大，渔业资源却日益匮乏
本报稿件统筹 刘洁

本报威海8月30日讯(记者
冯琳 ) 俗话说“大鱼吃小

鱼，小鱼吃虾米”，小鱼捕光
了，大鱼没了食物，必然长不
大，影响产量，也影响渔民的
收成。渔民们深谙此理，可是
市场对鱼饲料的需求及大鱼
产量的减少，使得渔民“不放
过”小鱼。“卖鱼饲料赚钱少，
但没它还真不行，我们需要赚
钱，市场对此也有需求”，不少
渔民说道。

“谁愿意捕小鱼啊，只能
当鱼饲料卖。一吨鱼饲料最多
能卖2000元钱，可经济鱼捕不
到多少，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荣成人和镇一位船东说，“我
们也很无奈，谁都希望捕经济
鱼，越大越好，可是，有时出海
一拉网，上来的鱼多为小鱼，
只能当饲料卖。”

29日上午，在远遥中心渔

港，船号为鲁威渔60的
船东指着渔网对记者说，“一张
网分为大扣、中扣、小扣，呈V

字型分布，一撒网大小鱼都可
能入网。不是我们不放过小鱼，
而是小鱼拉上网后，基本也被
挤死了，放生回大海也没用，还
不如当鱼饲料卖，虽然赚得不
多。但市场对此有需求。”

一位从事捕鱼事业40年
的老渔民说，30年前，用的都
是大网扣，小鱼捕不上来。那
时，市场对小鱼也没有需求。
虽然他们也知道小鱼捕太多
大鱼就缺食物，会生长很慢，
最终影响渔民收成。但是，鱼
饲料有市场，渔民就不可能放
过小鱼，就形成鱼产量及鱼类
生长速度上的恶性循环。毕家
疃一位渔民表示，“经济鱼谁
都想捕，可捕不到或捕得少
时，鱼饲料也可以凑合凑合。”

小鱼频被当做饲料卖
经济鱼捕得少，渔民无奈捕小鱼挣钱

五年来，100马力渔船少了近1/3

船越来越大捕鱼量却少了
成本年年涨 养条船上百万
众船东坦言海鲜价格涨不过成本

本报威海8月30日讯 (记者
王帅) 30日的远遥中心渔港一片
忙碌，船员们都在为出海做准备。
记者了解到，近海渔业资源持续衰
退、人力和柴油等渔需物资价格上
升使很多船东因盈利少而卖了渔
船。

郑先生打渔已有40多年，他
说，“以前打渔挺挣钱，鱼的种类较
多，但现在鱼量少不说，种类也
少。”船老大方路已从事捕鱼10多
年，他的船是300马力的。他介绍，
10年前，出海两天便能满船，鱼约
10万斤/船；现在则需至少5天才能
捕捞同样数量的鱼，“鱼少了很
多。”受访的十余位船员分析渔业
资源匮乏原因，大多为“渔船较
多”、“过度捕捞”等。

方路给记者算了笔帐，10年前
柴油价格约2000元/吨，两天两条
船耗油不足1吨，船员工资约8000

人/年；而现在约6000元/吨，5天两
条船则需耗价值约1 . 5万元油钱，
人力成本则是3万/年，虽然鱼的售
价比以前高一倍，但利润较以前低
很多，“今年已有好几个船东无奈
将船卖掉了。”

家住南竹岛的姜先生今年1月
份卖掉了经营6年的两只渔船，“去
年全年纯利润才7万。”他说，捕鱼量
一年不如一年，除人力和柴油等渔
需物资成本，2006年纯利润约40万，
但每年利润额依次递减，2011年仅
获利7万，幸有50多万元的油补。由
于盈利较少，姜先生于今年1月份将
船卖掉，所幸卖船并未亏损。

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全市一
季度渔业经济形势分析》中的数据
显示，2012年1月至3月，渔船停港
率保持在8 0%以上，最多时超过
9 0%，是停港渔船数量最多的一
年，捕捞渔民“提前休渔”的现象更
加突出。一季度，全市近海捕捞产
量12 . 7万吨，同比下降6 . 5%。近年
来，近海捕捞量一直呈下滑趋势，
2006年，近海捕捞量约为115万吨，
而2011年的近海捕捞量约为74 . 4万
吨。相比五年前，去年的捕捞量减
少了约40万吨。

近海捕捞量下降

渔荒让不少船东卖了船

 远遥中心渔
港内，一名船员在船
边眺望。见习记者
赵辉 摄

▲在招聘
栏内，招收渔
民的工资非常
可观。 记者

王震 摄
远遥中

心渔港内，停
泊的大马力渔
船整装待发。
见习记者 赵
辉 摄

本报威海8月30日讯(记者
林丹丹 ) 说起开海，做了

近10年船员的张坤深有体会。
“鱼变得越来越少，船可是变
得越来越大，100马力渔船5年
内少了近1/3。”

29日，在远遥中心渔港，
在船上做长工的张坤说，他所
在的渔船是260马力。“5年前
渔船每天平均能捞上20箱杂
鱼，每箱多是40斤。现在一天
能拉上10来箱，就是好收成。”

“5年前，260马力的渔船
在码头算是中型的，而现在成
了小渔船。”张坤说，小渔船越
来越少，“主要还是近海的鱼
少了，现在什么捕捞技术都有
了，近海不赚钱，都开始把船
变大。”5年前，许多八带、虾爬
子等海鲜打上来，每趟都有个
百十斤。现在大小鱼虾全被捕
捞上来，鱼虾年年长不大，所

以小马力渔船少了很多。“好
在这几年有了禁渔期，对海里
的生物恢复有好处。”

在船主毕礼志口中，记者
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他的渔船
是20多马力的，“近海资源少了，
很多小马力渔船都转行或不干
了，100马力渔船少了近1/3。”

记者电话联系了威海渔
政部门，工作人员说，近5年，
威海捕捞渔船约为6000艘，数
量一般保持稳定，保持功率不
增长。“现在想要造新船，船主
必须要有渔船马力基数。”不
允许原来没有渔船，就开始造
新船。比如船主原来有一艘
1200马力渔船，想淘汰旧船，
可以重新造两艘新船，但是马
力数必须低于1200马力。“所
以看到港口有新船，全国渔船
的功率其实并不增长，对海的
影响力也小。”

本报威海8月30日讯(记者
冯琳) 开渔在即，船东、船

员都忙着备战。对于今年的捕
鱼情况，船东们不敢妄加揣
测。“赚不赚都得去啊，钱越来
越不好赚了，鱼价虽然也涨，
但涨不过成本的增幅”，许多
渔民纷纷倒苦水。

荣成人和镇一位船东捕鱼
几十年了，对近年来成本的增
加深有感触。他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现在的船员工资、油价、
维修及保险费用都比10年前翻
了几番。“以2001年为例，当时0

号柴油的价格为2200-2300元/

吨，而现在一吨要8000多元；
2001年时，一个船员的年平均工
资为1万多元，现在达到5-6万
元；2001年，一年维修及保险费
用也就4、5万元，而现在一年要
40万元”，这位船东说，各项费
用都翻了几番，可鱼价可没涨

那么多。
29日上午，记者来到远遥

中心渔港，当被问到对几天后
的出海是否有信心时，船号为
鲁威渔60的船东叹了一
口气表示，“只能碰碰运气了，
现在各项费用那么高，不出海
赚不到钱，养不起船啊。”这位
船东说，“现在每年的船员工
资、油价及维修保险费用比
2003年时涨了至少3倍，养条船
一年费用上百万。”

另一条渔船的“船老大”则
表示，鱼价虽然涨了，但比不上
其他费用的增幅。市场上的高
鱼价是中间环节造成的，他们
现在卖出的鱼价比10年前只涨
了一倍，但其他费用涨了很多。
另一位正在组织船员准备出海
的船东态度则比较乐观。他说，

“还好现在国家对此有燃油补
助，否则就真出不起海了。”

··渔渔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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