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类资源越来越少，鄱阳湖
禁渔刻不容缓

清晨，鄱阳湖微波荡漾，阳光洒在湖面
上犹如满湖碎金，清澈的湖水与岸边的青山
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今年这个夏天，鄱阳县双港镇长山岛的
渔民杨四宝格外清闲。“往年这个时候，我正
忙着大修渔船、整修渔具，今年不一样，船早
已被拆解，所有的渔具全部由政府部门回
收。”在鄱阳湖水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杨四
宝，面对渔具被收缴仍有些不舍。

虽有千般不舍，但面对政府出台的十年
禁渔政策，杨四宝还是积极响应。他说：“鄱
阳湖到了非禁不可的地步了，两根电线一下
水，‘鱼子鱼孙’全部被电死。”近年来，鄱阳
湖里的鱼越来越少，通过正常的撒网捕捞很
难捕到鱼，渔民只好采取电鱼的方式。这种
竭泽而渔的捕捞方式导致鄱阳湖到了无鱼
可捕的地步，甚至还会影响江豚的生存
环境。

鄱阳湖曾有记载的鱼类有136种。1997
年我省渔业部门对鄱阳湖鱼类进行普查，显
示有122种；到了2013年，鄱阳湖科考监测到
的鱼类只有 89 种。不到 20 年，鄱阳湖监测
到的鱼类少了 33 种。白鳍豚、鲥鱼、胭脂鱼
等濒临灭绝，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
鱼的产量也越来越少，而且鱼龄越来越小，
多以1龄鱼为主，2龄至4龄鱼的比例逐年降
低，5龄、6龄鱼比例更小。

“大型经济鱼类正逐年减少，小型野杂
鱼增多，低龄鱼增加，种群结构失去平衡，不
少种鱼逐渐消失，鱼类的食物链面临威胁。”
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付辉云说，禁
捕退捕对于恢复鄱阳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是
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长期过度捕捞，导致鄱阳湖陷入“资源
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
恶性循环。

鄱阳湖禁渔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020 年 1 月 1 日，长江干流江西段全面禁止
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鄱阳湖水域同步
实行全面禁捕，比国家规定的时间提前1年，
禁渔期暂定为10年。

令行禁止，扭转“靠湖吃湖”
生活方式

“夜来徐汊伴鸥眠，西径晨炊小泊船。
芦荻渐多人渐少，鄱阳湖尾水如天。”这是宋
代著名诗人杨万里勾勒的鄱阳湖美景。

长期以来，鄱阳湖曾经给滨湖地区的居
民带来丰富的鱼类资源。“吃鱼不用特意准
备，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来了客人，站在
船上网一撒，或者衣服一脱，徒手下湖也能
抓上鱼，有草鱼、鳜鱼、白鲢……”回忆起 30
年前的捕鱼时光，都昌县渔民傅小斌难掩内
心的喜悦。

但是，近年来，由于疯狂滥捕，再加上其
他生产因素的影响，鄱阳湖里的鱼越来越
少，不少渔民出现了生存危机。

可喜的是，十年禁捕方案为长江干流江
西段、鄱阳湖水域摆脱窘境带来了新希望。
据鄱阳湖禁捕办统计，鄱阳湖十年禁捕涉及
传统渔村300个、近2万户超10万渔民。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而且没有经验可鉴
的生态保护行动。禁捕能否禁得住，不仅关
系到长江生态治理的成败，也是对全省渔业
执法部门管理水平的一次考验。

令行禁止，扎牢禁捕的制度笼子——
做好鄱阳湖水域、长江干流江西段禁捕

退捕管理工作，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
态环境，关键还是要靠制度保障。

从去年5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江西省
打击电力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2020年全省禁捕水域打击非法
捕捞“清江清湖”行动工作方案》《省农业农村
厅、省公安厅联合打击电鱼等非法捕捞专项
整治行动》三个具有全局性、统领性的文
件。三个方案对电毒炸、机械吸螺扒螺、
机动底拖网、“迷魂阵”等非法渔具渔法
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对“三无”渔船进
行明确认定，为有力打击非法捕捞行
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

组团作战，对涉渔违法行为
“零容忍”——

今年以来，在鄱阳湖及长
江干流江西段重点水域，一场
被称为“史上最严”非法捕捞专项
整治行动轰轰烈烈展开。

6 月 5 日，长江干流江西段环境
资源法庭公开宣判：瑞昌余某某、柯某
某、余某某3人因非法捕捞水产品，均被
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同时责令 3 人共同
承担生态修复费 9330 元，并在县级以上媒
体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多部门联动，措施要强硬，执法要彻
底。”省鄱阳湖渔政管理局局长谢连根说，从
去年底以来，省市县三级渔政执法部门同时
联动、创新执法手段，采用车、船（艇）和无人
机三栖巡查方式，对涉渔违法行为“零容
忍”，严管重打各种违法捕捞行为。

“禁捕退捕期间，严禁一切捕捞行为，违
法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为严厉打击违法
捕捞犯罪分子，发挥法律震慑作用，我省渔
政部门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力度，
积极探索涉渔案件“一案双移送”（送生态环
境保护检察部门和公益诉讼部门）模式，完
善线索流转及案件移送程序。

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让鄱阳湖水域及
长江干流江西段重点水域总体归于平静，秩
序井然。

禁捕退捕，10万渔民“洗脚
上岸”转产转业

“你‘转业’了吗？”这是时下渔民之间相
互问候的一个热词。

8月15日8时，鄱阳县白沙洲乡车门村，
渔民范小利和妻子李祥如准时来到鄱阳湖
湿地公园上班。“朝八晚五的生活挺好。一
个月有 2600 元，不比打鱼差，而且生活有规
律。”范小利告诉记者，他在公园当救生员，
负责游客安全，妻子在园区当保洁员，每个
月1400元。依托附近的湿地公园，车门村共
有80名渔民成功转产转业，成为公园的救生
员、保洁员、保安、服务员等。

随着禁捕退捕的实施，和范小利一样变
为上班族的渔民还有很多。

“要让10万渔民‘洗脚上岸’，转产转业，
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何其难。”省农
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龙宇闻感慨，最难
的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渔民对江湖的喜欢，就像
农民对土地的喜欢一样。都
昌县和合乡水产村的渔民占
富平说，在鄱阳湖水域里，哪
里有一个湾、哪里有一个小
汊、哪里有什么样的鱼可
捕、哪个地方水深多少，他心里
都一清二楚。可是说起岸上的事情，占富平
却一问三不知。

长期和渔民打交道的省鄱阳湖渔政局
工作人员张诗伟告诉记者，不少渔民十几岁
就学会了打鱼，与外界联系很少，往往“认识
的字还不及鱼多”，上岸走路都会“摇晃”，甚
至是出现“晕陆”现象。

“为了守护鄱阳湖的一湖清水，再难也
要让渔民上岸，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省禁捕办主任胡汉平说。

按照“禁得住、退得出、能小康”总体目
标，我省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渔民利益，妥善
解决渔民的生计保障问题。目前，各县（市、
区）正在落实国家退捕补助政策，加快完善
配套措施，强化社会保障兜底，积极引导退

捕渔民转产转业，切实保障退捕
渔民基本生活，消除后顾之忧——

从省级层面看，围绕退捕渔民转
产就业，我省多渠道推出就业服务

“1131”计划（为退捕渔民至少提供 1 次
政策宣讲、1次就业指导和 3次职业介绍，
并确保退捕渔民至少可选择 1 门实用技能
参加培训）。截至目前，我省已培训退捕渔
民 1.12 万人次，实现转产就业渔民 9000 余
人。对于有创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帮助申请
享受创业担保贷款、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
优惠等政策扶持。对于就业困难的渔民，按
规定纳入就业援助体系，并通过开发公益性
岗位等措施予以安置。对于传统渔村，将统
筹整合项目资金，大力扶持村集体经济
发展。

连日来，记者驱车环鄱阳湖采访时发
现，有的渔民从卖鱼到“卖风景”，有的从上
岸到上班，有的从打鱼到护渔，开始有了新
的生活：湖口县渔民李小宝上岸后开了一个
水电装修的门店，除去一切开支，月收入有
近6000元；余干县石口镇古竹村渔民朱少旺
在康山大堤旁开了一家农家乐餐厅，月纯收
入超过2万元。

…………
转产转业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同时强化

社会保障兜底，也不容忽视。今年年初，我

省就出台了《退捕渔民养老保障指导意见》，
根据户籍性质、收入来源、土地资料等情况，
界定了专业捕捞渔民和兼业捕捞渔民两种
身份，对专业捕捞渔民和兼业捕捞渔民参加
养老保险补助，制定了两套标准，渔民可自
愿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目前，退捕渔民社保补
助政策基本落实到位。

呵护一湖清水,需要各方共
同努力

如果说奔腾东去的万里长江是系在祖国
母亲腰间的金色飘带，鄱阳湖就是镶嵌在金

色飘带上的一颗绿宝石。鄱阳湖是江西的
一张美丽名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湿地之
一，也是候鸟的天堂，是属于世界的“生命湖
泊”。

共同守护好鄱阳湖的一湖清水，是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动长江经济
带绿色高效发展的题中之义。

在禁捕退捕实施过程中，禁捕退捕和渔
民安置保障不仅是一项产业转型工程、生态
保护工程，也是一项民生工程、系统工程。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鄱阳湖是中国最
大的淡水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
2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可想而知。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钱的问题。”胡汉平
说，截至目前，我省从省级有限财力中挤出1.6
亿元用于禁捕退捕工作，同时已促成县级落
实配套资金 1.24亿元，基本满足前期工作需
求。但是，禁捕退捕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
工程，面对巨大资金缺口，必须依靠国家的统
筹规划、协调解决，这样渔民“洗脚上岸”才能
稳得住，鄱阳湖才能得以永续发展。

“事实上，鄱阳湖从事捕捞的传统渔村
多，退捕渔民多，渔船数量多，而且这些渔民
大多分布在国家和省定贫困县，财政兜底渔
民生计保障压力巨大。建议国家对鄱阳湖
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相关县的财政减
收增支财力的补偿。”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副
主任董金和日前在我省调研禁捕退捕工作
时呼吁。

省内有关渔业专家认为，国家层面除了
要解决眼下禁捕退捕所需的资金缺口难题，
更为迫切的是，希望国家支持我省对鄱阳湖
湖中岛实施生态移民，尤其是需要国家层面
参照三峡移民工程，出台政策扶持；支持我
省出台一湖一策，尤其是小龙虾等渔业资源
的特许利用探索工作。真正让我省渔民“禁
得住、退得出、能小康”，真正让鄱阳湖永远
保持一湖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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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湖清水
——鄱阳湖禁捕退捕之观察与思考

本报记者 钟金平 实习生 冯阿芳

专家观点

确保渔民上岸
有出路有收入

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 戴年华

长江干流江西段和鄱阳湖禁捕退
捕涉及地域广、持续时间长。今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还剩
不到半年的时间，面临不少困难。当务
之急要细化配套措施，落实禁捕退捕、
转产安置、生计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
渔民退得出、稳得住。

在长江流域禁捕退捕的10个省市
中，我省的退捕任务量占全流域的

20%以上。面对艰巨的任务，全省各地
要将禁捕退捕和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纳
入地方政府绩效及河长制、湖长制考核
体系，压实相关县（市、区）主体责任，把
任务细化到乡到村，把政策落实到船
到户。

渔民洗脚上岸，转产转业安置是重
点，这关乎禁捕退捕成败。为此，各部
门要针对渔民年龄层次、就业技能等不
同特点，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确保
渔民上岸有出路有收入。要将退捕渔
民全面纳入各类技能培训范围和职业
介绍服务，重点培训适合渔民特点的水
产养殖、水产品加工等实用技术，帮助
他们开辟就业创业门路。支持龙头企
业、电商平台等，带动退捕渔民发展畜
禽水产养殖加工、生态增殖渔业、休闲
旅游等，拓宽他们的转产转业渠道。

鄱阳湖，江西人民的母亲湖。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掠夺式的

捕捞，这个素有长江“双肾”之一称
呼的淡水湖，鱼类资源越来越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这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
和流域环境综合治理的根本遵
循，更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和美丽中国的必然
要求。2019年8月20日，我省发
布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重点
水域禁捕退捕公告。这意味着鄱
阳湖迎来了新的发展转机，全面
实行禁捕退捕。

鄱阳湖实行禁捕退捕以来，
我省及时收回渔民捕捞证及渔
具；严厉打击各种掠夺式非法捕
捞行为；10万渔民洗脚上岸，转
产转业……随着一揽子治湖措施
有序展开，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
阳湖，正展开一幅人类与湖泊和
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公安执法队员在鄱阳湖区蛇山岛通过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公安执法队员在鄱阳湖区蛇山岛通过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

鄱阳县白沙洲乡车门村退捕船网回收集中停靠点。

◀鄱阳湖联勤指挥中
心通过网络监控湖区。

▲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赣江渔业村
段渔民渔船集中停靠的江边，第三方专业评
估公司正在开展捕捞船的测量评估工作。

记者手记

观念一变天地宽
长期以来，鄱阳湖等滨湖地区渔民

世代临水而居、以渔为业、整体年龄偏
大、文化水平偏低……转产转业面临诸
多现实困难，要让渔民“洗脚上岸”，最
重要的还是要在思想观念上转变。

南昌市新建区南矶山的渔民从“卖
鱼”到“卖景”的华丽转身，让人深受启
迪。春看草，夏看水，秋看芦，冬看鸟。
南矶山渔民利用鄱阳湖丰富的旅游资
源吃起了“旅游饭”，去年一年的游客超
过30万人次。随着游客的增多，南矶山
不少渔民在网上对接各种观鸟团、户外
团，带游客观鸟、坐船进湖看草，当起了

“鸟导”，有的还发展了农家乐、民宿
等。据不完全统计，每户渔民年均收入
超过5万元，并不比打鱼差。

观念一变天地宽。南矶山渔民的
成功转型说明，只要大胆创新，转变观
念，大胆尝试，就一定会迎来一片艳
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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