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芦潮港码头不远，渔港路边上的一个渔船码头，

多艘蓝白相间的铁皮渔船停靠在岸边，当中还夹杂着不少

陈旧的木质渔船。这些渔船，平常在近海作业。

因为围海造田、水产资源减少等原因，尽管拥有100

多公里的海岸线，但浦东新区近海渔业的发展前景黯淡，

不少渔民放弃多年的营生，“上岸”讨生活。

浦东海洋渔业往哪里走，转型势在必行。

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唐龙辉说，从传统向现代

化转变、从近海走向远洋，是新区渔业发展的理念和趋势。

10月18日，三艘“浦东籍”远洋渔船将从芦潮港起

锚，前往遥远的西南大西洋海域从事鱿鱼钓作业。三艘远

洋渔船的启航，标志着浦东渔业正驶向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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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船整装待发
和顺渔业新建三艘远洋渔船，享受到

了国家的支持和财政补贴。三艘渔船将从
芦潮港码头出发，前往大西洋作业，捕捞的
产品，将首先回馈国内消费者。

停泊在芦潮港的三艘远洋渔船，分别

是沪顺渔 06、07、08 号船，隶属于注册在

芦潮港的上海和顺渔业有限公司。三艘

船的规格相同，实际吨位为 1253吨，总长

71 米，船宽 10.8 米，都是专业的远洋鱿鱼

钓船。

今年 42岁的张和芳是沪顺渔 07号船

的船长。出生在浙江沈家门的他从 17岁

就开始出海跑船，经验丰富。

“我以前也在更大的远洋渔船上干过，

不过这船更加先进，船上的设备很好，船员

生活区配置好，钓具也更先进，仓库里面都

用了不锈钢材料。”提起自己的新船，张和

芳满心欢喜。

远洋渔船上的船员生活区分为两层，

驾驶室后面是船长、大副的房间，都是一

人间，还专门准备了一个会客室，其余的

船员房间分为双人和四人。可供 20余人

共同用餐的餐厅内还安装了一台电视机，

虽然公海上没有电视信号，不过可以看看

碟片。

在三艘远洋渔船上，周金官几乎倾

注了全身的心血。作为上海和顺渔业有

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一直在为这三艘渔

船奔波。

“公司成立的时候，有 3艘渔船，不过

都是近海渔船改造的。到2012年的时候，

老渔船已经十分陈旧了，不仅安全性差，而

且捕捞效率低，需要进行更新改造。”

当时，国家鼓励并支持远洋渔船的更

新改造，每条新建的渔船能够享受到 800

万元的补贴。抓住这个机会，和顺渔业决

定淘汰旧渔船，建造新渔船。

上海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2012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将更新改造

渔船的申请上报给了上海市农委水产办，

上海市农委十分支持，没几天就向国家农

业部报批。”周金官告诉记者。

三个多月后，2013年 3月 8日，和顺渔

业的三艘远洋渔船更新改造项目获批。经

过公开招标，当年11月2日，三艘渔船在舟

山市和泰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开始动工，合

同造价1.08亿元，工期300天。

今年8月9日，三艘渔船进行了交接仪

式，一个礼拜后，和顺渔业拿到了国家渔监

局的所有证书。周金官告诉记者，三艘渔

船都是二等远洋渔船，属于中国籍的世界

公海捕捞船，专门从事鱿鱼捕捞。

10月18日，三艘远洋鱿鱼钓船将从芦

潮港码头出发，前往西南大西洋作业，抵达

作业海域大概需要 45天左右。鱿鱼的渔

汛期通常在每年的 12月到次年 5月期间，

三艘船抵达作业海域，正好赶上渔汛。

据周金官介绍，目前，这三艘船可以算

是国内最先进的大型专业鱿鱼钓船。每条

船配备 56台钓机，全部从国外进口，由电

脑控制，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一天10吨的

产量。

“三艘渔船组成的船队年生产能力可

达到 7500吨，最好水平达到 1万吨。”他说

道，“每条船的速冻能力达到每天60吨，储

藏能力也达到了750至800吨。”

捕捞上来的鱿鱼，将通过两种方式运

送，一种是通过海上物流，由专门收货并

负责运送的货轮送至指定地点，另一种是

满载后到附近港口，借冷藏集装箱运送。

周金官估计，最快明年4月，上海市民

就有希望品尝到来自这三艘远洋渔船的深

海绿色食品。“根据上海市水产管理部门

‘产业外扩，产品回国’的要求，船队捕获的

鱿鱼，回国率要达到 80%以上。公司初步

设想，第一年的产品回国率达到 100%，这

也是为了回馈国家以及上海市对公司的支

持。”

近海渔民逐渐上岸
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让芦潮港的渔

民日子并不好过，许多人纷纷选择退船“上
岸”。尽管有了渔业合作社，船只也在更新
换代，但坚守的渔民仍面临不少困境。

按照和顺渔业公司的安排，三艘远洋

渔船的船员人数配置在105到108左右，船

员通常情况下两年替换一次。海上作业的

生活非常不易，除了工作的劳累，常年处于

空旷的海面上，对家人的思念也是主要原

因之一。

来自江苏的姚恒宝是沪顺渔 07 号船

的轮机长，他之前曾出海两次，每次都是两

年，最近一次返航后，他足足休息调整了一

年多的时间，才决定再次出海。之所以愿

意忍受比较艰苦的海上生活，主要是因为

获得的报酬还算丰厚。

相比之下，在芦潮港近海捕鱼的渔民，

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吴文初

是芦潮港万舟渔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

诉记者，芦潮港不少渔民，捕了几年鱼，连

渔船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

“近年来，芦潮港附近海域的水产资源

明显减少，渔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为了捕

鱼，渔民一般要开到 50甚至 60海里之外。

鲳鱼、梭子蟹都越来越难抓了，不少渔民只

能依靠捕捞鳗苗维持。”吴文初说道。

上世纪80年代初，老家祝桥的吴文初

来到芦潮港捕鱼。当时，他和其他 4个人

合作，驾驶一艘 11米长，只有 10匹马力的

渔船。

“我们每天早上2、3点钟就要出发，开

船 40分钟到 1个小时左右，路程差不多在

8 海里，到现在的滴水湖位置捕白虾。一

直要忙到上午 9、10点钟才返航。到码头

后，鱼贩子会直接到船上来收白虾。”

1988年，吴文初拉着 4个同伴合伙更

换了一条 17米长、50匹马力的新船，把捕

捞白虾的范围扩到了 40 海里外的海域。

三年后，他从同伴那里买下了渔船的所有

权，成为芦潮港首位单独拥有一条渔船的

渔民，还因此得名“吴老大”。

当时，在芦潮港，说起抓白虾，没有人

能比得过吴老大。他的一条渔船，每天平

均能够抓到100到200斤的白虾，最多的一

天甚至抓到过500多斤。“我摸到了白虾的

规律。”吴文初对此非常骄傲。

吴文初靠捕捞白虾发了家。然而，并

不是所有渔民都有吴文初这么好的运气。

“从某个方面来说，渔民大都是靠天吃饭

的，如果渔汛不好，或者是判断失误，很容

易血本无归。”他说道。

2005 年，在渔政部门支持下，吴文初

筹建了万舟渔业合作社，按照入社自愿、互

惠互利原则，吸收了 40户渔民成为社员。

这也是上海首家海洋渔业捕捞专业互助合

作组织。

如今，合作社内有 26艘标准化渔船。

按照“十二五”规划，到明年为止，芦潮港渔

民使用的渔船，都要更换成统一的标准化

渔船。

吴老大告诉记者：“标准化渔船 20米

长，4米宽，都是钢铁船，设备更加先进，有

雷达、卫星导航、鱼探器等，无论是安全、节

能、环保、增收方面都更有保障。”

尽管有了这么一个专业的合作社，渔

船也在更新，但芦潮港的渔民人数仍在不

断减少。填海造田、建造海上大桥等各种

原因，导致近海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让许

多渔民选择离开这个行业。

对他们来说，“上岸”似乎成为更好的

选择。而政府部门，也正想办法让渔民享

受开发建设的福利，根据每条船的马力、网

具、人员配备等具体情况，向他们提供相应

的补贴。吴文初告诉记者，去年，渔民退掉

的渔船近 130艘，差不多 1000位渔民退出

了近海捕捞业。

而对于选择坚持的渔民来说，除了资

源减少，还面临着其他困境。作为合作社

负责人，吴文初目前最烦恼的一个问题是

芦潮港码头的水闸外移工程。“很多渔民担

心，工程启动之后，他们的渔船究竟停靠在

哪里。”

浦东渔业谋求转型
作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浦东渔业从

近海走向远洋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减少近海船只，增加远洋生产，拉长产业
链，成为浦东渔业发展的理念和思路。

对于吴文初的这个问题，浦东新区农

委以及南汇新城镇相关部门都在探索解决

之道。而近海渔民逐渐“上岸”、远洋渔业

逐步启动，已经成为浦东新区在海洋渔业

方面转型发展的趋势。

浦东新区农委副主任唐龙辉介绍，根

据新区“十二五”规划，农业发展的目标是

打造都市现代化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发展，除了发展“名特优新稀”的农业产

品，还要让农业兼具旅游、观光、休闲的作

用，实现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三

个功能的统一。

“浦东海洋渔业捕捞面积不小，达到了

1000 多平方公里，不亚于浦东陆地面积。

然而，浦东的海洋渔业条件并不算太好，主

要集中在近海捕捞的芦潮港渔民，捕捞能

力有限，作业安全还存在隐患。”唐龙辉

说。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洋上的各种工

程，例如大桥、风力发电机建设等，也导致

近海环境遭到破坏，渔业资源急剧减少，近

海捕捞业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而浦东新区作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

近海渔业走向远洋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浦

东新区将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远

洋渔业目标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突破，开

创新局面。

“从海洋渔业的角度来说，新区当前的

主要发展理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渔

船质量、减少渔船数量；二是增加远洋生

产，减少近海作业；三是增加三产岗位，减

少近海岗位。”唐龙辉介绍说。

他告诉记者，浦东东滩围垦计划，涉及

面积22万亩，给近海捕捞业造成了巨大影

响。根据市里安排，上海市政府委托浦东

新区政府安置涉及的渔民，同时管理禁捕

区。

“新区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指挥部，负

责渔民退船事宜。2013年，退出近海捕捞

的渔船达到了128艘，今年按照计划，还将

有60艘渔船退出。最终保留的近海渔船，

将统一是标准化渔船，目前已经有了 26
艘，通过2到3年的时间，最终保留50艘标

准化渔船。”

近海渔船逐步减少，远洋渔船则要增

加，同时，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也是浦东新

区渔业转型的关键。

周金官透露：“根据公司设想，一方面

还要继续增加远洋渔船，扩大船队规模，另

一方面还要借助芦潮港建设国家一级渔港

的项目，在芦潮港地区建冷库和加工厂，拉

长产业链。”

这一思路，契合了浦东新区在渔业转

型方面的思路。唐龙辉介绍说，对于那些

“上岸”的芦潮港渔民来说，新区政府也在

充分考虑他们今后的发展道路。“和顺渔业

在芦潮港码头的冷库和加工厂建成后，可

以给‘上岸’的渔民提供三产岗位，解决一

部分渔民的工作问题。”

而另一部分渔民也有其他的发展途

径，例如返回农田。“浦东的渔民，大多不是

纯渔民，很多人以前就是种田人，”唐龙辉

说，随着政府对农田补贴政策的加大，渔民

“上岸”种田，收入或许更有保障。

从小木船
到远洋轮

——转型中的浦东海洋渔业

三艘远洋渔船是目前国内最新型的鱿鱼钓船。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船上供船长、大副休息的单间。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驾驶室配备了各种先进的设备。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近海渔船将全部更换为标准化渔船。 □本报记者 章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