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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院肖友红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新农场法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于 1 月 29 日、2 月 4 日通过了两党
最终达成妥协的 2014 至 2018 财年新农场法案（以下简称新法案）。美
国总统奥巴马 2 月 4 日发表声明对参议院通过法案表示欢迎，称该法
案消除了农业生产的政策不确定性，包括取消农业直接补贴项目和为
农业生产防范风险提供支持等一系列重要改革，在保障低收入家庭食品补助的同时降低了
政府财政赤字。
当地时间 2 月 7 日下午，奥巴马在密歇根州州立大学访问期间，正式签署新法案。 新
法案规定，2014 财年到 2018 财年期间，联邦政府每年农业开支约为 1000 亿美元，其中近
食品券项
80％将用于为 4700 万低收入者提供补助的食品券项目。与上一个农场法案相比，
目支出每年将小幅削减 ８ 亿美元。新法案还就商品补贴、营销贷款、乳制品、农业灾害补充
援助计划等内容进行了调整，但继续保留了美国农业部的鮰鱼检验项目和肉类产品原产地
标签法则（COOL）。
新法案规定农业部负责鮰鱼检验项目，意味着我国鲶鱼出口至美国将面临更加严格的
检验。据分析，
职能转移需一段时间部署，短期内鮰鱼出口美国会保持自动扣留状态。鉴于政
策的不确定性，进口商持观望态度，不轻易与国外供应商签合同，实质上达到了保护了美国
本国鮰鱼产业的目的，
致使越南等国家的鮰鱼出口美国陷入窘境，而由于新政策尚未出台，
出口国无法指控美国设置贸易壁垒。
COOL 措施的实施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美国零售商和加工者在购买进口水产
品原料时因追溯成本较高，从而会转向购买美国国内产品，为美国国内养殖者提供竞争优
势,间接提高了国外水产品养殖、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这给我国水产品养殖、加工企业设置
了一个新的贸易壁垒，形成不公平贸易。
为了营造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促进水产品出口贸易，防止罗非鱼、虾等我国主要贸易
品种被纳入扭曲贸易的美国农业部计划，建议政府层面同美国政府沟通废除鲶鱼检测程序
及 COOL 法则，
必要时可向 WTO 提起诉讼，以促进本国水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信息来源：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美鮰鱼检测正式由 FDA 移交 USDA
中国水产频道独家报道，据美国渔业协会袁欣透露，日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
“2014-2018 财年新农业法案”，其中便包含“农业部鮰鱼检测程序”，意味着美国 FDA(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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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逐渐不再行使鮰鱼检验监督权限，接下来可能由 USDA(美国农业部）参
照肉制品管理方案对鮰鱼实施监管，但肉制品管理和水产又十分不同，USDA 也可能会制定
新的监管方针。
美国国会 2008 年底的农业法案，掀起了鮰鱼监管权将由 FDA 移交给 USDA 的事端。
但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对农业法案的部分条例存在意见分歧，农业法案未能通过，这在法律
上是无效的，因此“农业部鮰鱼检测程序”并未在当年实施。
美国国会每五年制定一个农业法案，按程序 2008 年的农业法案于 2012 年到期，而
2012 年国会再次商议时又由于同样的原因，再次拖延，后经国会批准又延期一年。2013 年，
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和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分别通过了各自版本的农业法案，但由于两
党在削减食品券项目支出等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新的农业法案未能出台。2014 年 1 月 27
日，两党最终就该法案中的分歧达成妥协。
现在，
美国对鮰鱼的新政已成事实，
但具体措施还不明朗。“由于刚通过法案，国会资金
没有到位（移交费用很高，
雇人），实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袁欣认为。此前业内人士评论
说，
如果美国参照有效控制中国禽肉制品的做法，就可能全面封杀我国鮰鱼产品出口美国。
安徽富煌三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波涛认为新政不一定是坏事，美国可能会因此派
员来华对鮰鱼养殖场和加工企业进行实地检查，合格后予以注册，对获得其注册的企业解除
自动扣留，
这样企业如果合规则是机遇。3 月中旬为美国波士顿国际水产展，张波涛称展会
上或可知新政对中国鮰鱼产业的影响。
（信息来源：
中国水产频道)

行业
信息

发改委要求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 发展改革委今年将完善农产品市
场价格和调控机制,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
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
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
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我国将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发挥市场在农产品价格形
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2014 年将选择部分品种和地区先行开展试点。同时,将继续实行稻
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
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进一步完善生猪调控预案和大宗农
产品储备吞吐调节机制。继续支持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积极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加
快主产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将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在稳定完善强化现有政策基础上，健
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积极拓宽“三农”投入渠道。要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
模，
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
（ 信息来源：新华社）

质量问题限制了我国水产品出口
随着水产品出口量的增长，我国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主
要问题是我国水产品的质量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我国水产品进口的主要理由。
水产品出口方面，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挪威、
泰国，以及越南、智利、印度尼西亚。美
国和日本是水产品进口最大的两个传统市场，其次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 5 个国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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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十年保持水产品进口额的绝对优势，过去 10 年平均占有 50%的市场份额，市场地位可见
一斑。但是，这 5 个国家水产品进口额增长率较低，
与 2003 年相比，
他们的市场份额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
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研究员肖伟表示，泰国和越南等东亚国家和我国出口结构相
似，近些年水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
和我国水产品形成竞争之势，我们要想在国际市场中占
据有利位置，在保证我国水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必须使我们的产品更有价值。同时加强贸易
资讯的流通与应用。
肖伟表示，我国水产品的质量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我国水产品进口的理由，并因
此对我国水产品设置技术壁垒。根据分析被通报产品可以判断，我国水产品质量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问题。主要原因是我国水产品质量的监督机制和检测水平较
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同时监督力度不够、质量检测机构少、技术水平低也是造成质量问题
的原因。而且部分企业不能严于律己，
酿成一些恶性质量安全事件，对我国整个水产业造成
了极坏的影响。所以，
从源头上解决我国水产品质量迫在眉睫。
肖伟认为，我国要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水产品加工企业要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应
该加大对国际标准的采标力度，水产品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大新工艺技术、国际新
的检测标准和认证体系的推广力度，与国际接轨，
组建行业协会组织，
对内加强行业自律，
避
免同行业之间的恶意竞争和血本竞销。对外加强同其他国家行业协会的联系，做好水产加
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及发布，满足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需求。还要
改进出口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平台，创新出口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出现质量问题的
企业责任人和所属政府责任人进行问责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以减少相对集中的个别市
场波动给水产品出口带来的风险，
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信息来源：第一财经水产周刊）

我国水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潜力大
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到 2015 年，我国将建成一批效率
高、
规模大、技术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冷链物流核心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形成一批
具有较强资源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冷链物流企业，初步建成布局合理、设施先进、
上下游衔接、
功能完善、管理规范、标准健全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规划》提出，到 2015 年，全国冷库总容量在现有 880 万吨的基础上将增加 1000 万吨，
并建成一批效率高、规模大、技术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配送中心。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将达到
36%以上，冷藏运输率将提高到 65%左右，
流通环节水产品腐损率将降至 10%以下。
农产品冷链物流是指水产等物品在生产、贮藏运输、销售到消费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
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以保证物品质量和性能的一项系统工程。我国是世界农业生产和
农产品消费大国。近年来，我国生鲜农产品产量快速增加，
每年约有 4 亿吨生鲜农产品进入
流通领域，农产品冷链物流需求规模大。
《2013-2017 年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显示，我国综合冷链
每年腐
应用率仅为 19%，水产品冷链流通率为 23%，冷藏运输率为 40%。产品损腐率较高，
烂损耗的果蔬可满足近两亿人的基本营养需求。
据悉，发达国家预冷保鲜率为 80%~100%，冷藏运输率 80%~90%，冷藏保温汽车占货
运汽车比率 1%~3%，
而我国分别为 30%、10%~20%、0.3%。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产品冷链
物流在基础设施、技术、法规体系等方面亟需完善，另一方面也预示该行业发展前景巨大。
（信息来源：渔业报）
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广东启动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
广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已印发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试行办法，食品生产经营者
有以下十种情形之一，并且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将列入广州的食品安全“黑名
单”。这对于其他城市将是一次有益的模板。
根据《广州市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试行办法》，这十种情形包括：因食品生产经营违法
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因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被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用回收的食品、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其他可能危
运输、
经营过程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
害人体健康物质；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购、
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收购、加工、销售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
经营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
肉类及其制品，或者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其他物质；
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等。
食品安全“黑名单”公示会纳入广州市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内容，由广州市食安办定
期组织集中公布，
公布的期限与其被采取行为限制措施的期限一致，法规未规定行为限制措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会
施期限的，公布期限为两年。公示期限内，除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实施重点监管。广州市食安办定期将食品安全“黑名单”信息通报市信息化等管理部门，纳入
以实施联合惩戒。
全市公共联合征信系统，
（信息来源：
北京商报）

湖北武汉高龙要要
要斑点叉尾鮰一条鱼做出的大产业
农村新报讯，
“高龙水产 2 个多亿的投资项目落户湖北后，在如何做大产业方面我们下
了很大的功夫。”
武汉高龙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新安谈起高龙的发展史，充满了拼搏
的激情。
鱼苗投放、规范养殖、订单收购、进入加工流程……鱼肉做成鱼片、鱼骨做成饲料、下脚
从肉到骨没有一点浪费。从传
料提炼鱼油，
一条鱼进入高龙水产四季恒温的现代化车间后，
统水产养殖、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是武汉高龙自 2009 年
投产后迅速向行业至高点攀升的关键。
公司投产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循环农业”模式的研究与推广，而水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的
突破，将直接改变目前国内鱼虾类加工出口企业下脚料以低值产品直接处理或销售的现状。
有了这一高标准定位后，高龙开始了对鱼皮、鱼鳞、
鱼骨、鱼内脏等水产品下脚料的综合利用
开发，目前，
已先后研发出 DHA、胶原蛋白、浓缩蛋白、虾壳素、虾青素等生物保健产品，在国
际、国内市场上俏销。
如果没有金融信贷的大
“高龙做的循环农业，这条产业链涉及的项目多、周期相对较长，
力支持，我们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总经理赵新安谈到，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新洲支行给予的资
金帮扶，为企业发展壮了胆、
撑了腰、解了忧。
据悉，
仅 2013 年，武汉农商行新洲支行就为高龙水产授信 1.03 亿元，这些资金又被分
配运转到源头养殖、饲料加工、精深加工等多项目中，极大地促进了高龙循环农业产业链的
做大做强。
至今，武汉高龙已发展成为拥有库容量达 4000 吨的低温冷库（-20℃），面积一万平方
米的恒温加工车间，
3 条国际一流水平的生产线：年加工能力 5 万吨的水产食品生产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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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鱼、小龙虾和斑点叉尾 鮰 等）、年加工能力 2 万吨的鱼虾类下脚料精深加工生产线（国
内独有）、年加工能力 10 万吨的膨化配合饲料生产线。带动我省水产品养殖水面 30 万亩，
实现产值 20 亿元，带动产业链总产值 200 亿元，带动水产养殖户 10500 户，提供直接就业
岗位 1500 个。
农村新报）
（信息来源：

湖北嘉鱼县开办斑点叉尾鮰技术培训班
为水产养殖户送上知识大餐
“病原体到底从哪里来？其实他们无处不在。只有提高体质、增强抵抗力，鮰鱼得病的几
率才会下降……”2 月 12 日，
嘉鱼县举办斑点叉尾鮰健康养殖培训班，为 150 名水产养殖户
送上一份丰富的知识大餐。
培训中，海大集团技术总监罗敏辉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养殖经验，
向养殖户们就斑点叉尾
鮰疾病的病原体、
症状、发病规律以及防治方法进行了系统讲解，并向养殖户们介绍选择斑
点叉尾鮰饲料的技巧。
近年来，该县大力推广特色养殖，整合斑点叉尾鮰养殖户，投资 6000 万元建设美国斑
点叉尾鮰苗种繁育中心，使嘉鱼的斑点叉尾鮰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同时，积极开
展斑点叉尾鮰养殖技术推广，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入户指导，成立鱼病防控工作专班，编制水
产养殖病害月报表，
有效提高了渔民预防鱼病的能力。
“虽然我从事水产养殖近 20 年，但每年我都要报名参加这样的培训班。因为仅依靠自
身的经验毕竟不够，还要参考专家们对病虫害防治的技术讲解。”在官桥镇承包 90 亩鱼塘
的雷华阶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县水产养殖专项技术培训班已持续开办近 20 年，每年共 50 余次，培训水产
养殖户 7500 余人次。
（信息来源：湖北水产政务网）

湖北嘉鱼县大岩湖院享誉全国的叉尾鮰孵化基地
中国水产频道报道，湖北日报讯，2 月 13 日，寒风扑面，早春的大岩湖湖平如镜，波澜不
惊。沿湖掩映的灌木树丛，
渐渐从深重的浓雾中，透出清晰轮廓。偶尔有白鹭从湖上掠过，灰
白羽翼在长空划出一道清丽的弧线，为寂静的湖面带来一些喧闹。
虽是清冷，
渔场码头也有几只渔船在作业。守湖渔民杨才林，着一身过腰雨衣，湿漉漉从
对记者说：
渔网中走上前来，
“这几天把小鱼赶到一块，集中捞取，两三天里捞了几万斤了。”
手冻得打着哆嗦。“今天收获不小，
起鱼一万
站在磅秤前称重的李德广，在移动重量砝码时，
多斤。”竹制的大鱼篓前，小鱼儿欢蹦乱跳，有一些蹦出篓外，旁边马上有人捡起丢进篓里。篓
里各种小鱼杂陈，
以鲳子、青梢红 、翘嘴红 为主，长不过尺。
嘉鱼县水产局局长熊仕秀介绍，现在的工作是“除杂”
。“这些小鱼，
别看它们不起眼，但
繁殖极快，危害性强。它们吃饲料，吃草，能把湖里的养分折腾去一大半，水生态也会下降。不
要花不小的代价。”
把它们清除掉，以后再来对付它们，
斑点叉尾鮰享誉全国
但对情况十分熟悉。在谈到大岩湖时，
嘉鱼县水利局局长郑新民今年才来水利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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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水产十强县。
嘉鱼县
充满自豪感。嘉鱼县是全国水产百强县、
“最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是，
是全国最大的斑点叉尾 苗种繁育基地，
苗种产量占到全国 70%以上份额。”
熊仕秀介绍，
该县现有水域面积 46.11 万亩，已开发养殖水面 25.2 万亩，年产各类水产
年加工水产品 8000
品 8.5 万吨、创产值 11.87 亿元。建有簰洲鱼圆和洪发水产两家加工厂，
余吨。
嘉鱼县斑点叉尾鮰苗种的引进，要上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1985 年，嘉鱼县由湖北省水
科所组织从美国引进斑点叉尾 原种进行驯化培育，1989 年人工繁育成功。规模由最初的 2
处基地、500 组亲本、300 万尾苗种年繁量，发展至现今的 117 处繁育基地、10 万组亲本。熊
仕秀称：
“经过 20 多年的摸索，全县叉尾 苗种繁育技术已相当成熟。目前，亲本产卵率达
85%以上，苗种孵化率达 95%以上，
苗种培育成活率达 90%以上。”
长期在水产一线工作的嘉鱼县水产局副局长李玉林，见证了大岩湖斑点叉尾 生产和发
阿肯色、亚
展的全过程。他介绍，大岩湖作为省级斑点叉尾 良种场，现有包括美国密西西比、
拉巴马三个原种品系在内的亲本，每隔 4 年还从原产地引进三个品系鱼苗 10 万尾，在苗种
繁育、病害防治、养殖等方面技术日渐成熟，
并攻克了困扰多年的水霉病、小瓜虫等鱼类病虫
害，可年产鱼苗 1.5 亿尾、大规格鱼种 1000 万尾。大岩湖斑点叉尾鮰良种场获得了无公害水
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证书，
被农业部评为健康养殖示范场，并成功注册大岩湖品牌商标，
李玉林细数家珍，
产品远销广东、广
正在积极申报、努力建设国家级良种场。说起产品销路，
西、江苏、浙江、
河南、四川、湖南等国内 20 多个省区市。
熊仕秀豪情满怀：
“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把品牌做大做强。条件具备的时候，我们还要销
往国外。”
给母鱼找个温暖的卵窝
成如容易却艰辛。大岩湖成为省级斑点叉尾鮰良种场，苗种产量占到全国 70%以上份
额。从引进、发展成规模、形成产业到技术日益成熟，
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
大岩湖斑点叉尾鮰良种场场长杨德忠记忆犹新。仅仅是为给叉尾鮰雌鱼找个温暖的产
卵窝，就费了很长很大的工夫。刚开始，将雄雌一对叉尾放在一起，很长时间都不产卵。通过
观察，他们发现雌鱼产卵前总会找个洞钻进去，
雄鱼也不闲着，在洞外不仅是“放哨”，
还不停
地用尾巴摆水。
“通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雄鱼非常聪明，
用尾巴摆水，不仅仅是体现对雌鱼
使其加速成为鱼苗。”
的亲情和关怀，而是为了给洞口通风，给产卵窝的卵块增氧，
杨德忠认
为雄鱼此举，大大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还打开了研究人员的思维。
记者在斑点叉尾鮰良种场参观时，有趣地发现每个被分隔的产卵池里，
都放有农家常用
的泡菜坛子。李玉林笑笑说：
“这是我们用土办法精心为叉尾 设计的新的产卵槽，让叉尾感
到安全又温暖。叉尾鮰在泡菜形成的槽子里产完卵后，工作人员将其掏出来，迅速放入池中
增氧，让其很快成为鱼苗。”
叉尾鮰育种没有科学的指导是不行的，
这些工作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科技团队。他们由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院长谢丛新，湖北省水产科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鮰鱼养殖基地首
席专家蔡焰值领衔。这个团队一共有不下十余人，长年关注并定期来调研，得到了大量实地
考察的数据。
“嘉鱼县斑点叉尾鮰的发展，能有今天这个局面，
他们功不可没。”
水利水产联手确保健康养殖
在湖泊采访中，由于历史和利益的原因，水利部门和水产部门的负责人很难坐在一起，
而且在很多问
心平气和地讨论湖泊生态保护的问题。但在嘉鱼县，不仅双方给予充分理解，
完全达到一致。
题上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保护叉尾 育种基地做大做强这一品牌方面，
14 日下午，郑新民和他的同事陪同记者一起，来到水产局熊仕秀的办公室，双方进行了
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友好而实质性的交谈。熊仕秀介绍，为了生产安全，目前良种场配有资料室、实验室、档案室、
鱼病测报室，配备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及办公、生产管理用房，工厂化育苗车间配备了水质净
化、
水循环的设备，具有完善的供水、
供电等配套设施。李玉林补充，
有专业的检测人员，不定
期对全县的叉尾鮰育种基地进行检测，
一旦发现违规者，
将进行严厉处罚。
郑新民表示，
叉尾鮰育种是全县的一大品牌，对拉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两局将
携手合作，精心呵护湖泊生态环境，
进一步净化提高水质，引导养殖户规范健康种培，确保生
产安全。
据悉，
嘉鱼县县委、县政府对此极为重视。13 日，
嘉鱼县已组织全县 160 多家叉尾鮰育
种养殖户集中开会，进一步明确“分散培育、集中孵化、健康养殖、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
销售”的思想，此举由新近组建成立的“三湖渔业公司”负责实施。目前该公司已投资 4600
万元，于 2013 年 9 月动工兴建第一期孵化中心，占地 600 亩。
安详与慈爱，
一定会使
大岩湖，一定会因叉尾鮰的孵化而变得温热；那一片母性的沉静、
大岩湖感染更多的人。守护大岩湖，守护叉尾鮰孵化基地，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信息来源：中国水产频道）

水产品占据辽宁农产品出口半壁江山
2 月 10 日，记者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去年辽宁省水产品对外贸易继续保持稳
步增长态势，对外贸易总量达 161.2 万吨，出口额实现 39.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11.2%
和 8.1%，水产品出口额占到全省农产品出口额的 49.94%，
位居全省大宗农产品出口首位。
去年，
辽宁省渔业出口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普遍提高，水产品渔业科技创新型企业进
去年，
一步发展，渔业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促成我省水产品出口实现小幅恢复性增长。
全省水产品共出口到 96 个国家，主要以来料、进料加工和一般贸易方式为主，除大连、丹东
主要出口地区外，营口、盘锦和绥中县等地区水产品出口总量也保持持平或增长态势，出口
水产品种类有冻鱼、鲜冷鱼、加工制品、干盐制品、冻鱼肉及鱼片和藻类、软体及水生无脊椎
动物、甲壳动物和活鱼等，
进一步促进了渔民增收和渔业出口企业发展壮大。
（信息来源：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

湛江水产品出口连续 8 年野破 10冶
尽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但湛江水产品出口依然保持良好态势。
2013 年湛江水产品出口达 12.8 万吨，货值达 9.6 亿多美元，实现了湛江出口水产品连续八
年突破 10 万吨。
近年来湛江出口水产品的品种逐年增多，出口产品以冻虾和冻罗非鱼为主，产品远销美
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墨西哥、日本、
欧盟、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市检验检疫部门
通过积极推广电子监管系统、推行“国际通行证”、在水产养殖基地创建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建立水产品安全约谈制、
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目前湛江备案出口加工水产养
殖场总面积达 28.81 万亩，
有效提升湛江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信息来源：湛江日报）

广东汕头市野试水冶出口水产品分类管理
广东汕头检验检疫局积极推进检验检疫业务模式改革，从今年 1 月 1 日起，率先在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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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市“试水”出口水产品分类管理，根据企业等级、产品的风险程度以及出口国家的敏感性，
分别执行不同的抽检比例，大大减少了抽批次数，
其中一类企业低风险产品的送检比例最低
降到 5%，受到广大水产品出口企业欢迎。
据了解，出口水产品分类管理是汕头检验检疫局打造出口水产品从源头到产品终端可
将企业分成三类
追溯有效监管的配套机制。根据企业信用、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质量状况，
管理级别，实行动态管理；
根据出口国的检验检疫要求、风险预警情况，对出口水产品按照高
风险、中等风险和一般风险三个等级；根据出口国家的标准、要求和通报情况将出口国划分
成敏感国家、
较敏感国家和非敏感国家。企业、
产品和输出国家不同类别相结合，依托检验检
疫电子监管系统，设定抽批比例范围，对非抽中批由企业提供对该批产品的相关安全卫生项
目检测合格报告即可直接放行通关，大大减少了抽批次数，
缩短了检验通关时限。
经过严格的考核，目前首批 5 家一类企业已进入实质性申报放行模式，第二批 4 家企
业已通过批准，同意试行分类管理。
信息时报）
（信息来源：

浙江省水产品合格率达到 99.44% 总体安全
2 月 18 日，记者从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浙江水产品合格率达
到 99.44%，总体安全，可食用。
是可以食用的。”18 日，
在 2014 年浙江省食品安全百日严打行动
“浙江的水产品安全，
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俞永跃告诉记者说。
俞永跃表示，这几年来，浙江一直加强水产品监管、监测，从源头管理，
“水产品主要来自
海水和淡水。养殖方面，
外界水域污染严重，但我们水产养殖基本实施不封闭循环养殖，通过
物理养殖方式削减养殖中产生的排泄物。”
去年浙江在全省(宁波除外)的十个市，对 3000 多
合格率达到 99.44%
批次，1 万多个样品抽查，20 余项目检测，
“我出生于渔区，(长期)从事渔业，水产品是我就餐时的首选。”俞永跃打趣地和记者说，
水产品多吃有助于身体健康，且不容易发胖。2014 年，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加强水产品质量
的安全监管，要推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质量监管和可追溯系统建设，完善“三品一标”认证管
理，加强源头监管和执法查处，严厉打击水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活动，把住产地环境、生产
过程、流通环节等各个关口。
据悉，2013 年，浙江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556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
约占全国总量的
10%。
（信息来源：中新浙江网）

福建省超越山东首次成为水产品出口第一大省
据证券时报讯，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水产品出口
额首次突破 200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12 年位居全球首位。其中，福建超过山东，成
为我国水产品出口第一大省。
据海关数据统计，2013 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 812.9 万吨，进出口总额 289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2.58%和 7.12%。其中，
出口量 395.9 万吨，
出口额 202.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 4.15%和 6.74%；进口量 417.03 万吨，进口额 86.38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13％和
8%。贸易顺差 116.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8%。
在具体省份中，福建、山东等沿海省份仍是我国水产品主要出口省份，出口额之和占全
国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93.47%。其中，
福建赶超山东，首次跃居我国水产品出口省份首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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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作为来进料加工贸易大省，受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出口量额均有所下降，未能
保住出口第一大省的位置。
(信息来源：证券时报）

农业部发布院水产用处方药仅 18 个
水产用处方药 18 个。
硫酸新霉素粉（水产用）、
盐酸多西环素粉（水产用）、
氟苯尼考粉（水产用）、
甲砜霉素粉（水产用）、
复方磺胺嘧啶粉（水产用）、
复方磺胺甲噁唑粉（水产用）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粉（水产用）、
复方磺胺二甲嘧啶粉（水产用）、
恩诺沙星粉（水产用）
诺氟沙星粉（水产用）、
诺氟沙星盐酸小檗碱预混剂（水产用）、
乳酸诺氟沙星可溶性粉（水产用）、
烟酸诺氟沙星预混剂（水产用）、
甲苯咪唑溶液（水产用）、
精制敌百虫粉（水产用）。
辛硫磷溶液（水产用）、
氯氰菊酯溶液（水产用）、
溴氰菊酯溶液（水产用）。
1，
目录的处方药，需要以后在包装上标明；
2，
非执业兽医和助理兽医，
不能给养殖户开具处方药。
(信息来源：农业部）

国际
贸易

2013 年美国进口鲶鱼切片增长 7.2%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NMFS)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进口新鲜及冷
冻鲶鱼切片数量比 2012 年增加 7.2%。去年美国市场中鲶鱼切片类产
品大部分来自越南，越南冷冻鲶鱼切片进口量从 2012 年的 97004.4 吨
增加至 101891.8 吨。
尽管 2013 年美国进口罗非鱼切片数量较大，但是进口额比去年降低了 4.2%，从 3.221
亿美元减少至 3.089 亿美元。
2013 年美国进口新鲜鲶鱼切片 8739 吨，价值 2760 万美元。2012 年进口量为 6187
吨。
（信息来源：Intrafish）

2013 年美国进口罗非鱼数量总体减少
2013 年美国对中国和印尼两国的冷冻罗非鱼采取进口严管措施，而两国冷冻罗非鱼在
美国市场的份额占 9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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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实施的进口严管措施反而促进了新鲜罗非鱼的进口贸易，去年哥伦比亚、墨西
哥和洪都拉斯新鲜罗非鱼对美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厄瓜多尔罗非鱼养殖业因看到
全球市场加大虾的需求量，转而投向生产虾类产品。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 (NMFS) 数据显示，2013 年美国进口罗非鱼数量从 2012 年的
187794 吨减少至 178052 吨，
其中冷冻罗非鱼进口量 168804 吨。由于进口量减少，而需求
仍较为旺盛，
2013 年美国罗非鱼进口额从 2012 年的 8.42 亿美元增长至 8.95 亿美元，涨幅
6.3%。
作为美国最大的罗非鱼供应国，与 2012 年相比，中国去年对美出口量大约减少了 6000
吨，从 149873 吨减少至 143628 吨。印尼出口量大约减少了 100 吨，从 11931 吨减少至
11801 吨。
在四大新鲜罗非鱼出口国中，洪都拉斯对美出口增幅最大，达到 30.1%，出口量从 6288
吨增加至 8179 吨。厄瓜多尔降幅最为明显，为 26.9%，
出口量从 6577 吨减少至 4809 吨。
（信息来源：Intrafish）

2013 年越南鲶鱼出口数据统计
越南水产加工与出口协会(VASEP)数据显示，2013 年越南鲶鱼出口收益 17.6 亿美元，
去年出口收益 3.854 亿美元，
比 2012 年增加 1%。欧盟地区仍是越南鲶鱼最大的购买地区，
美国紧随其后，对其的出口收益为 3.807 亿美元。
越南鲶鱼对欧盟地区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21.9%，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占 21.6%。实际上，
越南鲶鱼对欧盟地区的出口份额减少了 9.4%，而对美国却增加了 6.1%。
欧盟地区中，越南鲶鱼对德国的出口下滑最为明显，降幅 21.3%，至 4520 万美元，但英
国却加大了越南鲶鱼的进口，涨幅 13.2%，进口额 4100 万美元。越南鲶鱼对东盟国家的出
口收益为 1.248 亿美元。
（信息来源：Intrafish）

美联邦政府考虑修改食品安全法
或将影响国外水产品入境
近日，据“越南通讯社”
报道，目前，
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考虑修改其“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FSMA）”
，这必将推动美境内的水产品行业标准化升级，同时也将触及众多国外出口商的
根本利益。据业内人士分析，今后越南国内的水产品出口商很有可能将受到美方更为严厉
的立法监管。
据报道，美联邦政府相关部门拟议中的规则规定：今后越南国内的出口企业若想将自身
产品销往美国市场，则要求其整个加工生产链必须遵偱与美境内企业相同的检验检疫标准。
据悉，最近在胡志明市召开的“越南全国商业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越?美经济贸易委员会”
委员陈德良（音）指出，如果要求越南企业提升其整个加工生产链并实施一整套与美国企业
相同的标准，这将需要 5-7 年时间。在此期间，越南全国范围的所有输美水产企业的出口产
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已发送至“世
品将无法被获准进入美国市场。据介绍，
美方拟议中的规则，
界贸易组织 （WTO）”包括越南在内的所有成员国手中。据称，
“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MARD）”和“越南卫生部”已分别将美方的相关规则内容分发到了全国各地，截至今年 1 月
27 日，上述两部委将负责广泛收集各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水产出口企业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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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 6 月，
另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数据显示，
越南亦已成为全球范
围 134 个输美水产品出口国中排名第 5 位的水产品出口大国。而其中，仅越南输美冷冻养
殖鲶鱼片一项，其市场占有率就已达 5.7%。据称，这次美联邦政府修改其“食品安全现代化
法案”主要将涉及以下内容：1）检查国外出口供货商的生产设施，即.允许美国进口商家对国
外加工厂的水产品直接实施现场检查、取样和测试等。2）要求国外出口供货商提供正式的
文件，以确定其产品加工的生产程序完全符合美国所规定的食品卫生和安全标准。3）通过
第三方机构的审核与认证，以便向美国境外的食品加工设施颁发其产品合格证书。
（信息来源：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网）

吃鱼
常识

怎样烹饪吃鱼最营养

鱼营养丰富，
滋味鲜美，很受大家喜爱。那么怎样吃鱼才最营养？采
用正确的烹饪方法很重要。现以鲶鱼为原料，
分别以铁架烧烤鱼、
清蒸、
红烧、
微波、
水煮、
油炸等六种方式进行烹调后，测定鱼肉中各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保存率。结果鱼肉中含非常多的 B 族维他命，如维 B1、维 B2、维 B6 等，还有少
量的维 A 和维 E。依照各种烹调方法对应营养素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健康烹调方法排名。
第一名，
烧烤鱼。鱼肉中的维生素 B2、
B6、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损失都非常小，只有维
生素 B1 略有损失。同时，
烧烤后，鱼肉中的钙、钾、
镁含量显著提高。
第二名，
清蒸鱼。会损失较多的维 A 和维生素 B1，其他维他命和矿物质保存良好。
第三名，
水煮鱼。水溶性维他命大量损失，维生素 B1、B2、B6 显著减少，矿物质也损失。
第四名，微波烹调。维生素 B1、
B2、
B6 显著减少，欧米伽 -3 脂肪酸含量降低，
其他维他
命和矿物质保存良好。
第五名，
红烧鱼。经过油煎、淋明油等复杂操作，红烧鱼的维他命和矿物质损失都较大，
而且脂肪含量也大量增加。
第六名，
油炸鱼。高温油炸使各种维他命和矿物质都大量损失，且脂肪含量显著增加。
烹饪建议院
1.烤鱼火要小。烤鱼时一定要掌握方法。烤时用文火，火焰一定不能接触鱼肉，
以防鱼肉
烤焦产生致癌物。家庭可购买铁质烧烤架进行烹调。
2.清蒸鱼要沸水旺火。蒸鱼时一定要等水充分沸腾时才上旺火蒸。蒸的原料体积尽可能
小、薄、以缩短蒸鱼的时间。蒸好后不要淋明油。
3.水煮鱼多喝汤。水煮鱼调味应清淡。因为汤中溶解了大量的营养素，建议水煮鱼要多
喝汤。
4.微波做鱼温度尽可能低。能减少营养素损失，保留鱼肉营
5.红烧鱼少放油。红烧鱼在煎制时要尽可能少放油，煎的时间要短。浇汁时少淋油、
多勾
芡，以减少脂肪的摄取。
6.油炸鱼。炸鱼时要挂糊，吃时剥开焦黄的外壳，只吃里面的鱼肉，减少油脂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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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鱼有助降低关节炎风险
鱼肉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如果长期通过吃鱼摄入
名为“欧米伽 -3”
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显著降低患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
英国新一期医学杂志《风湿性疾病纪事》刊登论文说，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研究人员对出
生于 1914 年至 1948 年的 3.2 万名女性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分析了她们的饮食习惯和健
康状况等。结果发现，
如果平均每天摄入“欧米伽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0.21 克以上，罹患
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最多可降低 52％。
研究人员说，这种脂肪酸在鱼类尤其是三文鱼等多脂鱼中的含量很高，每周吃一次这
类鱼肉就可摄入足够量的“欧米伽 -3”，而每周吃 4 次鳕鱼、金枪鱼等少脂鱼也能摄取相当
数量的此类脂肪酸。不过这一习惯需要长期坚持，坚持 10 年才能显示明显降低风湿性关节
炎风险的效果。

研究称多吃鱼有助延长寿命要要
要可多活 2.2 年
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家近日发表观点称，爱吃鱼的人比那些不吃海鲜的人平均寿命更
长。学者认为，
鲑鱼、
金枪鱼、沙丁鱼、鲭鱼、大比目鱼和鲱鱼有助延长寿命 2.2 年。
据悉，这是科学家在 16 年内，通过调查 3000 位年龄在 65 岁左右的老人得出的结论。
科研期间，
科学家收集了他们的心血管数据，并定期为其量血压。因为，心脏疾病是人类生命
的第一杀手
学者还将所有参与者分为两组——
—经常吃鱼的为一组，另一组则是不经常吃鱼的。研
究发现，第一组成员的血液中欧米伽 -3 含量较高，且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低于 30%，
他们的寿命比
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现象也不太可能发生。研究人员称，
平均寿命长 2.2 年。
美国科学家在内科医学年鉴杂志上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他们证实欧米伽 -3 脂肪酸
对心血管系统有重要的作用。其研究数据表明，经常食用欧米伽 -3 脂肪酸会增加寿命。但
是为了看到明显的效果，
需要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 -3 脂肪酸的鱼。

选购冻鱼鲜虾仁有妙招
春节将至，各大年货市场日益火爆，水产品市场也不例外。那么在选购冻鱼和鲜虾仁时
有什么方法呢?
1、
识别冻鱼的质量鉴别
冻鱼质量的优劣不如鲜鱼那么容易识别。对化冻的鱼，可先按识别鲜鱼的方法挑选，但应低
于鲜鱼挑选标准。
洁净无污物者为优;如果眼球下陷，眼球上有一层白蒙者
看鱼眼。眼球凸起，
黑白分明，
为次。
看体表和肛门。鱼体冰冻结实，色泽发亮，洁白无污物，肛门紧缩的冻鱼为优;如果鱼体
发胀，颜色灰暗或泛黄，无光泽，
有污物，肛门突起，
则为次。
解剖观察。用刀切开鱼体，
肉刺完好，
脊骨处无红线，胆囊完整无破裂者为优，反之则为次。
2、
鲜虾仁的质量鉴别
无溶解现象。好的虾仁肉质应清
选购时，
首先应注意冻虾仁的外包冰衣表面完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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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完整，呈淡青色或乳白色，且无异味;劣质虾仁则肉体不整洁，组织松软，色泽变红并有酸
臭气味。

为何食海鲜后不能急于饮茶
有不少人在食用海鲜以后，喜欢立即饮茶，而且往往饮浓茶。但是，医学专家却提醒人
们：
食用海鲜以后，
不要急于饮茶，最好等食用海鲜 1 小时以后再饮。 因为海鲜中含有较多
的蛋白质，茶叶中含有丰富的鞣酸，而鞣酸极易与蛋白质结合，生成鞣酸蛋白。这种鞣酸蛋
白，
具有收敛性，可以导致肠蠕动明显减缓，
从而使人的粪便在肠道内滞留的时间延长，不仅
会产生便秘现象，而且会增加人体对有毒物质甚至致癌物质的吸收，最终危及人体健康。所
医学专家建议，
没喝白开水习惯的，
以，
在刚食用了海鲜以后，如果必须解渴，可以喝白开水，
只能饮淡淡的茶水，千万不要饮浓茶，以免影响健康。

除炸鱼油腥味两法
去除煎炸过鱼的油中腥味的方法有两种：
撒点面粉:把腥油加热，投入一些葱段、姜片和花椒（都是解腥物质），炸出香味，促使油
中的腥味分解掉一部分；然后端锅离火，抓一把面粉撒入，面粉受热在糊化过程中吸附了溶
姜、
花椒渣滓，把油倒出来，基本
在油中的腥味物质而沉积，
等油晾凉后，清除了油底子及葱、
上就没有什么腥味了。
湿淀粉浆：在腥油内加葱、姜、花椒炸出香味，随即淋入淀粉浆（干淀粉加水调匀），使其
遇热炸爆，沉入油底，接着又成粉泡而浮出油面，这时可捞出，离火，把油澄清倒出，
腥味即可
去除。但在倒入淀粉浆时，应注意安全，防止油爆外溅伤人。

贮藏鲜鱼的新方法
把鱼放入 88℃的热水中，浸泡 2 秒钟，
鱼的表面变白后，再贮藏于冰上。这样贮藏的时
间比原来可以延长约 2 倍。因为使用普通的贮藏方法，鱼直接贮藏在冰上，冰水中的细菌很
鱼的保存时间就能长
容易粘在鱼的表面。热水浸泡过的鱼再贮藏，细菌和一些菌被杀死了，
些。家庭存鱼保鲜鱼体的腐败变质都是先从内脏及鳃部开始的。即使是在 -20℃低温下，存
在于内脏中的微生物仍可不断地分解，
使鱼体腐败，
只是进行得较缓慢而已。拿市场上购买
回来的冻鲤鱼说，外观冻得硬梆梆，
但待化开冻打开膛看，骨刺与肉已分离开了，这种鱼已不
适合做清淡鲜香味的菜肴了．所以，
买到鱼后，应及时打鳞掏腮去内脏，洗净用塑料袋或布
避免鱼体水
袋包严，长期贮存的入冰箱冷冻室，近日食用的入冷藏室。用塑料包装的好处是，
保鲜期在
分不断蒸发以保其鲜度，同时也避免了鱼腥味对其他食物的感染。家用冰箱存鱼，
4 个月以内，时间过长虽不至腐烂但其鲜香度将逐渐减低。用油炸过的鱼经冰箱冷冻后再制
成菜，其鲜度也大为减小。
用浸湿的纸贴在鱼眼睛上，可使鱼活三五个小时，
而且活乱跳。这是因为鱼的眼睛内视
神经后面有一条死亡线。这条线离开水马上就会断，一断鱼就死了。

淡水鱼保鲜技术
淡水鱼类的冷冻加工广泛应用的水产品保鲜技术，基本上是冷却保鲜和冻结保鲜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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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有下面几种：
类。冷却保鲜在 70 年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1.辐射保鲜 是用 r 射线或钴 60 对食品照射灭菌的保鲜技术。
2.集装箱保鲜 多用于船上和陆上贮存、运输，
分为保冷和自带制冷装箱两种。
3. 气体置换包装保鲜 是将二氧化碳或氧气充人包装内 置换氧气达到抑制细菌繁殖和
防止脂肪氧化的技术。
保鲜期大致 20～27 天。
4.微冻保鲜 是鱼在 -2～-5℃温度范围的保鲜技术，
5.冰温保鲜 是利用各种食品的不同冰结点，在 0℃以下的负温度范围内，不冻结状态下
保藏食品的技术。(0～－1℃保鲜期 7～10 天)。
6.冻结保鲜 是在－18℃以下使鱼产品冻结，
抑制细菌生长达到较长期保鲜。 目前应用
的新技术有低温保鲜、紫外线和臭氧与冷却保鲜并用或单独使用灭菌保鲜法，
日本应用的氯
化钙盐水冻结保鲜等。通常情况下冻结保鲜主要是吹风冻结、接触冻结、喷淋冻结和浸渍冻
结等几种方法。
淡水鱼的冷冻加工可以在产地安装小型冷冻装置进行生产，有利于实现原料鲜度好、
污染少、易洗净、冻结和冷藏速度快的质量要求，保证操作规程和食品卫生法的严格执行。
（信息来源：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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