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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小镇的建设是不可复制的
本报记者 陶相银 王震 通讯员 王嘉 姜俏俏

母爱圣地，美好乳山。极品牡蛎，驰名中外。1月14日上午，乳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宫本杲，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范，
乳山牡蛎协会会长刘海军，就乳山牡蛎品质、海洋牧场项目建设、牡蛎全产业链发展、牡蛎小镇、海洋经济发展等主题题，接受了境内外30
余家主流媒体的采访。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狠抓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问：作为全国知名海洋专
家，您对乳山牡蛎的品质有什
么样的评定？

张国范：乳山市海洋生态
环境优越，大陆架宽阔延展，海
域潮流通畅，海水温度、盐度适
中，境内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大
河入海，为养殖海区提供大量
的营养盐，促进了海洋基础生
物的繁殖和生长，目前全部养
殖海区均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
质标准。优越的资源条件为乳
山牡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
环境，既造就了乳山牡蛎可生
食的优势，也造就了乳山牡蛎
个头大、肉质饱满、入口爽滑、
汁液鲜美的独特品质。乳山牡
蛎的养殖品种95%以上为太平
洋牡蛎，成品乳山牡蛎壳长能
够达到15厘米至18厘米，肥满
度能够达到18%至20%，较国内
其他地区同类产品高5到8个百
分点，经专业机构鉴定，锌、硒
等微量元素含量也高于其他地
区同类产品。

问：获得国家地理商标认
证的乳山牡蛎闻名全国，市场
对其品质认可度很高，而决定
品质优劣的关键是海洋生态环
境。这么多年来，乳山是如何保
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作为长江
以北最大的牡蛎生产基地，乳
山又是如何处理海洋资源科学
利用和养殖规模持续扩大之间
的矛盾？

宫本杲：乳山有199公里海
岸线，碧海蓝天是我们的金字
招牌，银滩被称为“东方夏威
夷”。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像
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海洋生态。
特别是，以参与威海—纽约海
洋垃圾防治“姐妹城市”合作为
契机，借鉴纽约先进经验，开展
了全方位海洋生态保护工程。

乳山牡蛎产量之所以这么
好，原因就是乳山有非常好的
海洋生态环境，这得益于陆上
的整个环境保护。所以我想整
个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
是统筹海洋和陆地立体化的保
护。

乳山是全国首批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在发展陆上农
业时，我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非常重视。特别是2017年国家
中央环保督察组来到山东之
后，进一步加大了对陆上污染
源的防治，相继实施了集中整
治、污泥处置中心等工程，城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97%，下大力
气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关
闭搬迁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开
展河道综合整治，有效杜绝了
源头污染，通过陆地上整个生
态环境的保护，使我们的两条
入海河流乳山河和黄垒河都富
含丰富的营养盐。

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
保护，我们也非常重视。早在几
年前我们就划定了海上养殖

区，持续开展了海洋生态修复，
推进了塔岛湾海洋生态保护区
和大乳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建
设，实施了潮汐湖生态修复、和
尚洞码头整治等工程，仅去年
一年，我们就完成了30公里的
海岸线修复。另外，我们摒弃

“规模越大越好、产量越高越
好”的思路，充分考虑海区养殖
生产可承载力，合理规划养殖
海区，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划定
牡蛎养殖“红线”，对海洋进行
了立体化的保护、开发以及利
用。从去年的2月份到9月份，我
们用7个月的时间，进行了现代
化海洋牧场水源、气象、洋底、
洋流等调查，然后依据科学的
论证制定了海洋牧场整体发展
和规划，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
生态化的养殖模式，用新产能
代替老旧产能，加快养殖无害
化、生态化步伐。

问：您对乳山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有哪些科学建议？

张国范：乳山牡蛎已经成
为我国海洋经济的著名品牌，
也是打造乳山特色小镇的标志
核心产业。乳山牡蛎产业发展，
一是得益于乳山海域生态环境
优势，二是得益于牡蛎养殖模
式创新，三是得益于开发出适
应现代销售范式的新产品。在
这个过程中政府、养殖户和科
技人员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把乳山牡蛎产业做成知
名品牌，在总量合理控制的基
础上，还要不断提高乳山牡蛎
的产品质量，提高高端市场的
占有率，提高国际市场的知名
度。为此，还需要更多的科技支
撑。一是要进一步强调基于养
殖动态容量的牡蛎养殖规划，
具体要优化模式、合理规模和
控制强度；二是建立赤潮等灾
害环境和养殖病害预警预报体
系；三是开发牡蛎新品种，特别
是三倍体牡蛎和高品质、高抗
逆牡蛎品种的研发和应用；四
是对标国际高端品牌，制订乳
山牡蛎产品标准，不断提升乳
山牡蛎的品牌效应和美誉度；
五是延长牡蛎产业链，提高牡
蛎精深加工水平和副产物的有
效利用。

建设现代海洋牧场

全链条式发展牡蛎产业

问：作为中国牡蛎之乡，拥
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和牡蛎
原产品，乳山在引进新科技发
展牡蛎全产业链条上的相关情
况和设想有哪些？

宫本杲：这个问题其实非
常关键，原来我们计划在“一带
一路”的国际化战略上，打造乳
山这种可复制的现代化生态海
洋牧场经验。发展现代化海洋
牧场的海洋经济，就跟陆地上
做开发区、做整体开发是一样
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需要政
府的投入。所以，我们政府参与
了整个海洋牧场前期规划研究
设计。去年，我们启动了50万亩

的整体调查。目前，完成了海洋
牧场发展的基本论证。首先在
科技创新和科研上要占领制高
点。我们邀请中国知名牡蛎专
家，建立乳山牡蛎研究院，导入
科技元素，制定乳山牡蛎发展
方向、规模以及未来的整体发
展规划。在具体实施海洋牧场
项目时，我们运用金融财政以
及资本驱动的力量，引入全球
最新的养殖技术、最新的苗种
技术、培育技术，养殖出最可口
的牡蛎和海产品来。其次，我们
设立了产业基金，吸引国内外
知名海产品养殖、加工企业合
作。虽然开发海洋牧场有了资
金、技术支撑，但在市场管理和
运营上，我们希望通过政府前
期规划和投入能够吸引更多的
社会资本参与到现代化海洋牧
场的开发中。经过前期努力，我
们已经与大连獐子岛集团达成
了合作协议，启动了5000亩示
范基地项目建设，将采用日本
制造、具有海上清洗功能的玻
璃钢工船、选用澳大利亚潮汐
滚动塑性网笼作为单体牡蛎养
殖器材、采取“翻板式”紫菜养
殖新模式、使用水泥砣代替原
有打橛的台筏固定方式等国际
最先进的养殖设施及配套设
施。在引进獐子岛集团开发海
洋牧场时，我们也在东南亚地
区、欧洲、美国等海外国际拓
展，希望用最现代化的理念和
生产工艺，把乳山的海洋牧场
建设成真正可复制的现代化生
态可循环海洋牧场。

规划建设牡蛎小镇

推动海洋产业纵深发展

问：有新闻报道乳山正在
规划牡蛎小镇建设，而当下，全
国各地依托海洋资源规划建设
的特色小镇也有很多。乳山的
牡蛎小镇建设将如何规避同质
化？将通过什么模式呈现我们

自己差异化的独特亮点？
宫本杲：牡蛎小镇的建设

是乳山市委、市政府经过长期
的酝酿和思考，最终作出的一
个决策。乳山因境内的大乳山
而得名，在大乳山的传说中，三
圣母为保护当地渔民化作大
山，保护归航的渔家。她的乳汁
滴到海里，就变成了我们的牡
蛎，而本身牡蛎也有海洋牛奶
之称。所以我想说这一点是别
的地方无法复制的。还有一点
是建牡蛎小镇不光只是吃牡
蛎，还要研究牡蛎文化。乳山还
有一个台依湖，正和绿城集团
联合打造中国最大的酒庄酒产
业小镇，酿造世界一流的干白、
干红。上个月，这个投资100亿
元的葡萄酒小镇项目已经启
动。牡蛎小镇和葡萄酒小镇这
两个项目也是相辅相成的。大
家到乳山来品尝顶级的牡蛎，
搭配顶级的干白和干红，一起
来享受生活，这与我们建设“母
爱圣地 美好乳山”也相得益
彰，是完全不可复制的。未来，
牡蛎小镇建设中还将规划科技
研发、牡蛎研究院，融入牡蛎养
殖、电商交易、冷链物流、休闲
度假等要素，打造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共融”的特色产业小
镇。

问：乳山牡蛎协会如何通
过规范和打造牡蛎可追溯体系
保护乳山牡蛎品牌？

刘海军：首先，继续开展乳
山牡蛎防伪溯源工作，采用多
媒体数码防伪查询技术，给每
一件牡蛎产品设定唯一的防伪
标签，消费者通过拨打防伪查
询电话或发送手机短信、登录
互联网站，输入产品上的防伪
数码鉴别真假，并通过手机扫
码获取养殖企业名称、法人、海
域使用权证书、出货捕捞时间、
数量、规格等信息。对乳山牡蛎
养殖、销售企业、合作社进行筛
选，确定一批经营规范、信誉良
好的主体进行授权，允许其有
偿使用乳山牡蛎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在获准授权使用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同时，养殖、销售
主体必须同时使用牡蛎防伪标
签开展防伪溯源工作，力争3年
内实现所有规范养殖企业防伪
溯源全覆盖。

其次，每年对企业的牡蛎
生产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核定
出每个养殖企业的精品牡蛎产
量，以此为依据确定防伪标签
的发放数量。

三是与专业传媒机构合
作，开展“乳山生蚝节”“牡蛎品
鲜季”等节庆宣传活动，通过开
展参观产地、品鲜牡蛎、牡蛎文
化宣传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乳
山牡蛎品牌知名度；引导牡蛎
企业积极参加各类展会、评比
会、交易会，开展电商销售、网
络宣传，多种渠道提升乳山牡
蛎品牌知名度。

问：协会将通过哪些措施
和务实发展带动乳山海洋产业
纵深发展？

刘海军：发展具有乳山特
色优势的海产品精深加工，比
如：乳山牡蛎，利用其技术优势
和品牌效应，通过与高校院所
的教授合作研发牡蛎新产品，
创新性将乳山牡蛎推向产品多
样化，扩大其影响力。引进开发
新技术，将水产品加工过程中产
生的下脚料变废为宝，华信的

“模拟贝”就实现了贝类加工副
产物的高值化开发与有效利用，
以华信为起点，逐步提高乳山海
产品精深加工产值占水产品加
工产值比重。同时，华信正在建
设海洋牧场，以田园型筏式养殖
观光区为轴心，采用立体化养
殖、间养、套养、混养和轮养等方
式，将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加工
业和现代旅游业相融合，形成以
立体、生态、循环增养殖为特色
化的新型牧场，一旦建成，将带
动周边海域养殖及旅游的兴起
及繁盛，带动乳山的蓝色海洋
经济走向高端育种、健康养殖、
精深加工、内外贸易的全产业
链可持续发展之路。

宫本杲(左)、张国范(中)、刘海军(右)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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