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

政治纵深
9-12

9
2017年6月19日 星期一

人民政协

电子信箱/67557796@qq.com

责任编辑/龚哲明
电话/87685120

委员们指出，水产养殖链长面
广规模小，短期承包行为和产品市
场准入机制滞后造成养殖经营户普
遍缺乏质量安全管控动力；基层监
管机构缺编制、缺人员、缺经费，
执法人员和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比
较突出；水产品在流通、运输环节
存在监管“盲区”，监管制度有待
进一步完善。总而言之，水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与“四个最严”要求尚
有较大距离。

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
是 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健全公
共安全体系”时提出的，即要用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体系。

委员们认为，保证养殖水产品
质量安全，就必须严格落实“四个
最严”要求，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体系。市政协委员、象山
县海洋与渔业质量技术检测中心主
任刘长军建议，要形成由海洋渔
业、市场监管、食品药品、商务流
通、农业等多部门协作共管的初级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一方
面，要加强苗种、水质及饲料、渔
药等投入品的检测和风险评估，快
速检测网络要扩大到乡镇、农业龙
头企业、合作社、规模企业以及散
户，继续扩大二维码产品标签使用
推进制度，在检测仪器配备、人员
培养等方面需要加大扶持。另一方
面，要尽早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农
业部门作为养殖过程投入品的主管
部门，要对渔药、饲料等加大检
测、执法力度。渔业部门要加大对
养殖环境检测、标准化生产技术指
导培训、三项记录巡查、养殖过程
产品质量快检等工作力度，市场、
商务等部门要严格实施索证索票制
度，开展市场准入制度试点，为尽

早实施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做好准
备，建成水产品质量全程可控体
系。

市政协常委、宁波市博创盛联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海浩建议，
要健全和完善水产品溯源机制，加
大对各部门的协调力度，真正做到
水产品从养殖到餐桌的全过程检测
与监管，可参照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餐饮行业的关于“明厨亮灶”的管
控思路与方法，让百姓与顾客不但
能够亲眼看到餐厅每一份菜品从烹
制到搬上餐桌的全部制作过程，更
能清晰、便捷地了解到水产品从养
殖到上桌的全产业链的检测把关工
作。

“水产品质量安全，应该及时
公开信息，引导全民参与共同监
督，防患于未然。决不能任由虚假
信息肆意传播，影响社会安定。”
市政协委员、浙江云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林杰认为，一个虚假
信息可能导致一家、一批企业倒
闭，甚至会导致一个行业的垮塌，
建议建立食品安全的权威发布平
台，统一发布有关产业的准确信
息，辟除谣言，消除社会不必要的
恐慌。郭海浩委员也建议，要通过
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视频科普。
从水产养殖、捕捞、加工、运输到
餐桌全产业链进行公开宣传。要发
挥媒体正面宣传作用，建立食品质
量检验公开权威指数发布平台，及
时发布准确有用信息，清除误会误
解，避免一些因非正规媒体宣传而
影响一个行业与企业的健康有序发
展。

与会委员在协商交流中深切
体会到，有了党委政府对水产品
安全的不断重视、持续关注，以
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我市水
产养殖必然会在应对各种挑战中
茁壮成长，“游”出一个新的明
天。

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让养殖水产品安全让养殖水产品安全““上桌上桌””
——市政协委员纵论政协委员纵论““水产养殖和质量安全水产养殖和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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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病害渐增，防治技术难以
同步提升；养殖设施开发滞后，离
岸养殖难以拓展……技术和装备水
平相对落后，是造成水产养殖中存
在部分过度用药现象的重要原因。

委员们指出，要不断加强水产
养殖技术研究，大力推进科学养
殖，避免水产养殖中过度使用药
物。市政协委员、宁波大学海洋学
院教授顾晓英建议，要针对养殖水
产品中药物残留问题，安排相关科
学、规范用药的研究项目，获得实
用性和操作性强的研究结论和实践
数据，帮助水产养殖业者正确处理
水产养殖用药与养殖水产品质量安
全的关系。要深化养殖研究。利用
遗传育种的各种技术与方法，培育
更多新品种，改良水生动物品质，
筛选出快速生长的性状；通过分析
水生动物的营养需求，配制各种水
生动物的全价饲料，降低饵料系
数，提高饲料效率；研究各种病害
的发生和流行规律，研究改善养殖

环境的方法，尽力减少或避免各种
疾病对养殖水生动物的危害。

委员们建议，要强化绿色发
展，努力推动水产养殖生态化改
造。以创建农业部健康养殖示范县
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城市为抓
手，发展生态友好型大水面渔业、
池塘多层级生态养殖、池塘工业化
循环水养殖、稻田生态综合种养、
集约化生态养殖和全人工配合饲料
替代冰鲜鱼等技术，促进渔业产能
稳定、品质提升、质量安全、效益
增加。

“养殖水体的干净程度与养殖
水产的质量安全息息相关。”市政
协委员、宁波海和森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顾静芬建议，要定期监测养
殖区水域，严禁使用不合格污水养
殖水产品。同时，要控制环境污染
物，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督抽查、专
项检查，确保渔用饲料的安全性，
建立质量监督体系，促进渔用饲料
的健康发展。

推进科学养殖

委员们指出，养殖用海用地
无法保障，水产养殖业发展空间
不断受到挤压，导致基础设施投
入无法从长计议。这是出现目前
水产养殖业粗放经营现象普遍存
在、“低、小、散”状况明显、组
织化集约化程度偏低等情况的

“症结”所在。为此，顾晓英建
议，要突破各种“瓶颈”制约，
大力推进组织化、规模化、生态
化、专业化的规模养殖，增强养
殖业和产品的可控性。

规模养殖的前提，是要有稳
定水产养殖面积。市政协常委、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病害防治中
心主任王建平给出了一组令人忧
心的数据：目前我市水产养殖面
积 逐 年 减 少 ， 已 由 2012 年 的
59867 公顷减至去年的 52500 公
顷。

稳定水产养殖面积已成当务
之急。王建平建议，要以养殖滩
涂规划为抓手，强化规划引领。
在科学评价水域滩涂资源禀赋和
环境承载力基础上，科学划定各
类养殖功能区，制定并落实我市
水域、滩涂养殖规划，稳定基本
养殖区域，保护水产养殖业发展

空间。要以设定发展底线为根
本，稳定养殖面积。可在相关区
域设立“基本养殖保护区”或

“基本养殖保护塘”，实行渔耕平
衡，控制养殖面积保有率，落实
管控目标，建立管控责任制，纳
入相关部门政绩考核。要以养殖
区域确权为推动，提升质量安
全。推进集体所有养殖水域、滩
涂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规范
水域滩涂养殖证发证登记工作，
加强水域滩涂养殖权保护研究。
要以发展新型业态为支撑，拓展
发展空间。建议市政府及国土、
农业等有关部门，对以种养结合
方式开发利用围垦耕地模式给予
肯定，并在规划等相关方面进行
统筹安排和政策支持。

水产养殖政策性保障不够有
力，也是无法形成规模养殖的重
要原因之一。委员们建议，鉴于
水产养殖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
力较差，每年因台风和环境等自
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重大，各级政
府要创新渔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多渠道争取资金，尽力扩大养殖
政策性保险和互助保险范围，帮
水产养殖户消除后顾之忧。

加强规模养殖

品牌建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水产养殖同样
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
需要进行品牌建设，以高品质支撑
起水产养殖的宁波品牌。

“‘宁波甲鱼’就是宁波水
产养殖中的特色品牌代表，我们
应该将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
重要品牌扶植好、塑造好，打响品
牌，扩大影响，进而推向全国乃至
全球。”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明凤渔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岳明说。

以“宁波甲鱼”为例，沈岳
明建议，要做好相关产业规划。
将甲鱼产业纳入宁波市“十三
五”渔业产业规划，并编制产业
中、远期发展规划。要做好甲鱼
文化宣传，由市政府主导继续办
好中国甲鱼节，举办高峰论坛、
中国甲鱼博物园开园等活动。要
明确种养结合改土增效创新模式
的合法合规性。目前，宁波有围涂
新造基本农田约 25 万亩，因其土
壤及生态环境特殊性，须经土壤改
良才能用于农业种植。农渔种养结
合，经实践证明正是围涂新造地改
土增效的最佳模式，需要政府从政
策层面上给予完善支持，使其合法
合规。要政策支持推动一产二产三
产联动发展。在一产养殖保质、扩
面、增量的同时，探索冷冻冷贮技
术，扶持中医药企业、食品加工企
业发展甲鱼精深加工产品研发，
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培育
相关的第二产业。

市政协委员、浙江和义观达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作人
陈勇认为，当前我国的农牧渔业
企业发展面临瓶颈困难，各级政

府要予以一定扶植。一方面要给
予农牧渔业企业一定财政补贴和
税收减免；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
规范经营，对于遵循自然规律生
长，提高养殖水平，尤其是自创
品牌的企业应给予一定的资金奖
励、技术开发支持和品牌推广，
对于不规范的破坏海洋环境，滥
用饵料、渔药的企业应给予严惩。

打响养殖品牌

本报记者 龚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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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东
海之滨的宁波，水产品是人们最常
见的食物之一。但受水环境恶化、
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自然
生长的水产品数量逐年下降，个别
珍贵种群甚至销声匿迹。与此同
时，水产养殖趁势而兴，一头担着
居民“菜篮子”，另一头挂着农民的

“钱袋子”，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
利益。越来越多的养殖水产品走上
餐桌，成为市民口中的美味佳肴。

委员们一致认为，近年来，我
市水产养殖业牢固树立“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
念，以生态化、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为主线，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
平不断提高。截至 2016 年底，全
市水产养殖面积 78 万亩，全市水
产品总产量 105万吨，渔业总产值
128 亿元。全市累计抽检产地初级
水产品1595批次，合格率99.5%。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日益增长，水
产养殖业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新
挑战。特别是一些有关水产养殖滥
用抗菌素、激素等引发的化学危
害，水体污染引发的病毒、寄生虫
等生物危害，存贮运输过程中的二

次污染等负面信息，让人们对养殖
水产品的安全性心存疑虑。

5月18日，市政协召开以“水
产养殖和质量安全”为主题的委员
月谈会，市政协委员针对当前水产
养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与市海洋
与渔业局、财政局、农业局、商务
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面对面
展开热烈讨论，提出许多建设性意
见建议，为我市水产养殖业健康发
展“把脉”，护航市民“舌尖上的
安全”。

委员们建议，要加快推进水产
养殖业转方式、调结构、保质量、
提效益，努力实现水产养殖业持续
健康发展。要坚持系统谋划，夯实
水产养殖业发展基础，积极争取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认证，努力让
宁波的水产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市场。要加快创新转型，增强水产
养殖业发展动力，学习借鉴国内外
水产养殖的先进经验，加快推进水
产养殖从传统方法向高新尖模式转
型，力争形成规模品牌效应。要加
强监管激励，不断优化水产养殖业
发展环境，始终牢记食品安全永远
在路上，切实筑牢保障百姓生命健
康的钢铁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