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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理论、模式和评价方法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探讨了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
要理论：从绿色发展和绿色产业角度探讨了其内涵问题，强调界定应更加包容，阐述了绿色发展理论框架。在简
述国内8种主要绿色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其共性、各自特点和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湖州为例提出实现的
保障条件。借鉴其他产业和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方法，提出评价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状况的两种思路：基于评价指
标体系的定性定量分析和基于模型技术的绿色发展效率分析，构建了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的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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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ory, Model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Aqua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CAO Jianhua, SANG Feier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qua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s theories, model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he
main theories of aqua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s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green industry.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deﬁnition should be wi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elaborated. After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eight successful green development models in China, the commonalities,
respective features and problem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fulfillment conditions are summarized by taking
Huzhou as an example. Drawing on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other industries and regions, two ways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the aqua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have been proposed: the ﬁrst one 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 second one is green development eﬃciency analysis based on model
technology. A three-level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has been proposed.
Key words: aqua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industry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历经曲折，

的政策。1988 年我国水产品养殖产量达到 639 万吨
（调整

逐步解决了水产品短缺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取得了巨大

后产量）
，占总产量的 52.2%，实现了
“以养为主”的历史

成就。
《2020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 年水产

性转变。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水产品市场发生根本性

品养殖产量达到 5 079.07 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例从

转变，出现结构性供给过剩，渔业资源衰退和水环境问

1954 年 的 16.8% 增 长 到 2019 年 的 78.4%。2019 年 渔 业

题日益突显，人们对安全质优水产品的需求上升。此后

总产值达 12 934.49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从

水产养殖业发展政策逐渐从关注数量增长转向关注质量

1978 年的 1.6% 上升到 10% 以上，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

提升。2013 年国务院发表
《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

[1]

作出了

展的若干意见》
，要求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

巨大贡献。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达到 11.4

发展。2016 年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

千克，是 1952 年的 4.2 倍，改善了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

指导意见》中指出，要
“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

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和鱼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水产养殖业发展的推动力，始终与缓解捕捞业带来

富裕渔民，大力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响应党

的资源压力及满足人们的食品需求密切相关。1986 年颁

的十九大
“乡村振兴”战略中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号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正式确定了
“以养殖为主”

召，2019 年十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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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水产

进行专项细化梳理和总结的研究增多。如
《中国稻渔综合

养殖生产全过程，推行生态养殖绿色发展制度”
。2020 年

[5]
种养产业发展报告
（2019）
》 就对稻鱼综合种养的发展规

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继续要求
“推进水产健康养殖”
。

模、现状、产业融合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这项专题报告已持续两年。二是偏重技术研究。如张振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东等 [6] 对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的技术原理进行了总结，

之间的矛盾”
，表现在渔业上，就是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

指出其存在吸污率偏低，净、养水区面积过小，配套不

和优质水产品的需求与渔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

足和品种筛选难等问题。朱泽闻等 [7] 总结了集装箱养殖

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就是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的两种技术。饶伟等 [8] 从工艺和关键技术角度指出国内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理念在水产养殖业中的

鱼菜共生系统的问题。陈志海等 [9] 描述了深水网箱养殖

落实和生态文明时代水产养殖业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

各模块的构成与设计。这种现象说明各种新兴绿色养殖

发展的必然选择。相对于不断强化的水产养殖业绿色发

方式的技术还有待完善，也提示技术推广工作时还要更

展政策和较快发展的绿色水产养殖业，相关的理论和评

细致。同时，应该意识到经济可行性的研究要提上日程。

价方法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亟须进一步厘清理论依据，

从评价方法看，目前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方

总结分析实践发展模式，积极开展评估方法研究，为水

法研究还没有起步。但是在水产养殖业之外，学者们正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

在不断探索绿色发展评价方法。有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

1 相关文献综述

两个方面展开 ：一个方向是关于绿色发展水平的定性与
定量分析。崔元锋等

从理论上看，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水产养殖
业绿色发展的定义和内涵。卢昌彩 [2] 认为，水产养殖业

[10]

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3 个方面分别建立绿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子系统
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赋权。张乃明等 [11] 基于资源节约、环

绿色发展是以水域生态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为约束，凭借

境友好、乡村发展、产品安全等 4 个角度选择 10 个指标

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形成具有资源利

建立了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奉梅 [12] 则选择

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和产品质量安全的

了生产基地、生产过程和产品品牌等 3 个评价角度。另

[3]

将其定义为以人类水

一个方向是关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和评估，主要以

产养殖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为目标，通过技术和体制

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王兵和侯冰清 [13] 运用 DEA-

创新实现的环境友好、技术高效、产品安全、渔民增收、

Global-Malmquist 模型测算了全国及各地区的全要素绿色

消费者满意等的新机制。这些定义都强调了生态效益和产

效率、全要素绿色生产率等指标。杜莉和马遥遥 [14] 基于

品安全的目标、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技术进步和制

数据包络法，构建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和绿色发

度创新的驱动力，以及产业链全方位的绿色发展。但是存

展绩效 3 个指标量化国家层面的分析。黄磊和吴传清 [15]

在以下问题 ：从目标看，有的定义没有强调产业盈利性，

采用 SBM 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评估分析城

忽视了经济可持续性，有的却给出了除生态和经济效益之

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在现有研究中，越来越多的

外过多的目标，带来实现和评价的困惑。从推动力看，似

学者开始运用动态综合评价方法评价绿色发展相关问

乎将技术和制度创新视作了硬约束，这样似乎排除了一些

（PSR）模型，构
题。王晓君等 [16] 利用压力—状态—响应

天然的或传统的绿色发展模式，比如大水面放养、低碳渔

建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靖培星等 [17]

业、净水养殖渔业等，这并不合理。

基于区间直觉模糊动态规划模型，构建了资源利用、产地

新型发展模式。岳冬冬和王鲁民

从发展模式的研究看，早期研究主要在识别和总结
养殖业绿色发展模式，如操建华

[4]

基于案例研究探讨了

多种绿色养殖方式的特点和支持政策。当前，
池塘工程化、

环境、生态系统和绿色供给 4 个方面的指标体系。这些研
究对构建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评价方法体系是有价值的。
总体上看，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略显薄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稻渔综合种养，大水面生态渔业，碳

弱，模式探索还需深入和拓展，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研

汇渔业和深远海养殖业等绿色发展模式已经获得社会认

究尚待起步。本文将借鉴绿色发展相关概念、理论和评

可，在农业农村部 2020 年一号文件中被明确要求大力发

价方法，探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和理论框架，

展。由于其中很多模式都是应实践需求而产生的新兴产业

总结比较当前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模式、共性、

类型，期望了解各种模式如何实施的实践需求迅速上升，

优缺点、存在的问题和运行支持条件，提出评价思路并

使得当前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对每种模式的发展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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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好、资源节约、生态良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集合体，

2.1 主要概念的界定

广义上纳入了绿色化的产业，即在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
中达到相关绿色标准的企业集合体。

2.1.1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有不同表述，如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等。
“绿色经济”一词首现于皮尔斯 1989 年的《绿色经济的
蓝图》。200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绿色
发 展 ”， 强 调 经 济 发 展 与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统 一。2008
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倡导“绿色经济”和“绿色新
政”，提出到 2030 年实现从褐色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型。
201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迈向绿色增
长》的报告中，提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
部分，聚焦通过积极的绿色化提升全球和国家层面的福
祉。从内涵上看，OECD 将绿色增长的内涵分为促进增
长与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两个方面。UNEP 认为
绿色经济是一种可以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
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的经济。李周

[18]

认为绿

色发展是以满足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的要求为基
础，以清洁能源为动力，以资产绿化为保障，以兼顾人
类福祉与生态福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

具体运用到绿色水产养殖业的概念界定上，首先考
虑的因素应该是产业目标。水产养殖业的“绿色”性用环
境（生态）友好和资源节约 2 个维度，或环境友好、资源
节约、生态健康 3 个维度衡量比较合适。符合其中一项
或多项目标，就可以被认为是绿色的水产养殖业。同时，
应区分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以产业为落脚点。绿色
水产养殖业是对水产养殖业进一步发展的更高要求，水
产养殖业绿色化是水产养殖业走向绿色发展的过程。

2.2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理论框架
2.2.1 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是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绿
色”强调的是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发展”则强调
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的是一种不
降低资源和生态环境品质的经济和社会等人类福利的增
长。这种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是契合的，在很大程度上
是相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的“黑色发展”提出的。工业文明
时代，人类走了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

正如前述，当前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定义存在目
标上的过少或过多、驱动力规定得过严等问题。水产养
殖业有自身的特点，有些品种如贝类等的养殖，以及有
些养殖方式如大水面天然放养等，具有天然的环境友好
性，下定义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一行业特点。同时，定义

低效率的“黑色”发展道路，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
矛盾冲突加剧，生态危机频发。绿色发展就是要摒弃“黑
色发展”方式，通过“绿色”改造，实现生态文明。具有
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低物耗以及高效优质的特征。
2.2.2 发展目标

应该以目标为导向，尽可能宽泛和包容。只要发展方式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目标就是增进生态福祉和人

能够可持续地增进人类福祉和生态福祉，就可以认定为

类福祉。具体来说，就是追求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产

绿色发展，而不一定是方方面面、各个环节都实现绿色化。

品安全、产业增长和社会进步等。需要明确的是，在这

从驱动力看，我们应该鼓励技术和制度创新，但也要包

些目标中，经济发展依然是核心，只是必须以生态优先

容传统的生态养殖方式和技术。附加的条件越多，排除

为前提，兼顾社会发展。之所以将生态福祉前置，是为

的发展方式就越多，评定产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的难度也

了强调发展的“绿色”性，并与传统的水产养殖业相区别。

越大。从这一点看，
国际组织的定义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2.2.3 发生机制

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定义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是以

绿色发展理论探讨的是如何将资源和生态环境因素

水域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以人类福祉

变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以资源节约、环境和生态友

和生态福祉的可持续提高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方式。

好的方式获得经济高质量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

2.1.2 绿色水产养殖业

将资源、生态环境因素视作外生变量来追求经济福利最

“绿色产业”的概念随着实践发展在不断演进。绿色

大化，经济产出常伴随资源和环境代价。在绿色发展方

产业的最初定义主要与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相关。随着实

式下，资源和环境因素必须内化在水产养殖业的生产过

践进展，绿色资源开发相关的产业也被纳入绿色产业范

程中，以投入、生产方式、管理方式或产品的形式体现

畴。由此衍生出的综合性看法是，将环保产业看作狭义

在水产品的成本当中。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产业就必须

的绿色产业，而所有服务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产业

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尽可能实现与资源、环

[19]

基于产业政

境因素脱钩的经济增长。如稻鱼综合种养通过制度创新

策考虑，将绿色产业在狭义上定义为提供有利于环境友

将污染问题内生化，工厂化循环水、网箱养殖等则深刻

被认为是广义的绿色产业

。裴庆冰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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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工程化、智能化的集约技术。当前中国的水产养殖

据水处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陆基推水集装箱式养殖和

业正在绿色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朝着设施化、智能化与

工业化循环水集装箱式养殖平台两种模式。前者是利用

生态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池塘和集装箱形成的循环水处理系统在集装箱养鱼。池

2.2.4 实现路径

塘里的鱼被集中养殖到集装箱中，养殖尾水经固液分离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和阶段性目标，

后释放到池塘中降解，池塘中的水经过臭氧杀菌后再进

可以通过环境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等的治理思路

入集装箱中进行流水养殖。工业化循环水集装箱式养殖

来实现。环境经济研究的是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以环境

的特点是全程封闭水处理和智能化调控生产全程。（6）

污染及其治理和恢复为主要内容。在水产养殖业中，主

大水面生态渔业，推行的是低密度养殖的“人放天养”方

要运用在确定责任主体、防治养殖水质污染、养殖尾水

式。（7）深水网箱养殖，是指在水深 15 米以上的沿海开

达标排放以及维护并恢复水生态环境等问题上，因此可

放性水域设置大型网箱来养殖。1998 年以来，我国一

以被纳入绿色发展思路中。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

直在借鉴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技术开发研制深水网箱系

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

统，HDPE 圆形深水网箱、钢制平台式网箱和抗风浪金

特征。对水产养殖业而言，就是将生产链和生态链循环

属网箱等 3 种类型的国产化制作技术较成熟，大型深水

有机统一起来构建生态健康的水产养殖业。所以，构建

网箱有待观察。（8）通过其他尾水治理提升养殖业绿色

循环经济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生态经济

化的模式，如湖州的“三池两坝一渠一湿地”治理模式等。

关注生态系统的服务和价值，期待通过构建生态系统和

各地普遍采用配套沉淀净化池、水生动植物共生和农田

经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

灌溉等方式处理尾水。此外，盐碱水养殖正在兴起。河

和谐发展。其理论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支撑，比如探讨

北沧州、江苏大丰、甘肃景泰等地区先后建立盐碱地渔

如何选择、搭配养殖品种来构建一个生态友好的生产系

农综合利用示范区，通过“以渔降盐、以渔治碱、种养

统，以及指导大水面养殖的合理规划等。这些理论为养

结合”的模式，挖掘盐碱地资源潜力，缓解土地盐碱化

殖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实现的思路和路径。

3 国内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模式与特点
3.1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要模式
至今为止，实践中主要的绿色发展模式包括 8 种 ：

程度，并开拓养殖空间，发展前景可期。

3.2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主要模式的特点比较
这几种模式的共同点是，都能够减少水产品养殖活
动产生的自体污水或向外部环境排放的污水。根据其原
理和技术还可以进一步分为 3 大类 ：第一类是天然的绿

（1）池塘立体生态养殖，通过池塘技术改造和不同营养

色水产养殖业，如池塘立体生态养殖和大水面生态渔业；

层级的水产养殖品种搭配，实现生态高效的立体混养模

第二类是通过产业间合作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农业模

式。如虾、蟹、鳜等的生态高效混养。（2）鱼菜共生，

式，如稻渔综合种养和鱼菜共生等 ；第三类是通过技术

通过融合水产养殖与水耕栽培技术，实现鱼类养殖与水

和管理方式改进实现绿色化的水产养殖业，如池塘工程

培蔬菜互利共生的新型循环养殖模式。主要有直接漂浮

化循环水养殖、集装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和其他尾水

法、养殖水体与种植系统分离、养殖水体直接与基质培

治理模式等。3 种模式都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特

的灌溉系统连接、水生蔬菜系统等模式。（3）稻渔综合

点，也有共同的问题 ：一是大部分模式都存在投资、运

种养，通过构建稻渔共生互促系统，实现水稻种植和渔

行成本及经济效益不是很清晰的问题 ；二是都存在需要

业生产互利的一种综合技术，是目前我国广泛推广的一

优质优价的问题。创建绿色品牌对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种生态养殖方式，已经逐渐从稻—鱼的单一模式发展成

非常重要，从差异看，具体表现如表 1 所示。

稻—鱼、稻—蟹、稻—虾、稻—龟鳖、稻—贝、稻—蛙

一是原理不同。有的是根据生态经济原理构建，如

等多种模式。（4）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俗称“跑道鱼”

池塘立体养殖、稻渔综合种养、鱼菜共生等 ；有的是利

养殖，是指通过工程化改造，将已有的传统池塘分割成

用高科技的水处理技术来实现水的循环利用，如池塘工

小水体养殖区和大水体净化区两部分。小水体区域借助

程化循环水养殖和集装箱养殖 ；有的则是在水容量范围

增氧和推水设备模拟出常年流水环境，开展多品种高密

内养殖，对环境污染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大水面生态

度养殖。大水体区域放养滤食性鱼类和种植水生植物，

渔业和深水网箱养殖。

净化水体及促进大小水体水循环。（5）集装箱养殖，是
一种新兴的集中连片、立体、集约的水产养殖模式。根

二是适宜的地点不同。稻渔综合种养要求有水稻田。
鱼菜共生、池塘立体生态养殖、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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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模式的比较
模式

适宜地点

池塘立体生态养殖

池塘

原理

稻渔综合种养

水稻田

鱼菜共生

池塘为主

池塘工程化循环水
养殖

池塘

集装箱养殖

池塘和集装箱

工业化循环水集装
箱养殖

集装箱

大水面生态渔业

大水面

自然消纳

深水网箱养殖

水深 15 米以上的
沿海开放性水域

自然消纳

其他尾水治理模式

任何水域

利用湿地、沉淀净化
池、植物吸附或污水
处理技术等

优点

问题和风险

水生生物生态学
充分利用水体的养殖空间
产量低
稻渔共生互促的生态 化肥、饲料和农药减量，甲烷和 CO2 耕地保护，要精通种、养两种技术
农业或循环经济
减排，稻鱼品质均可提升，经济增效
及其配合，优质优价问题
易受环境、种植品种配比和系统工
鱼菜共生互惠的生态
节水并减少水处理费用
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难集约化，
农业或循环经济
经济效益待提高
池塘循环水养殖技术、 集约化，产量提高，物耗、人工和管
启动成本高，饲料质量要求高，养
生物净水技术和高效 理成本降低，养殖尾水“零排放”或达
殖和管理技术要求高，不能停电
集污技术
标排放
箱体与池塘一体化的 集约化、智能化，能够调控水体、降
投资较大，技术要求高（水质调控和
循环系统
低疾病发生率，可降低养殖自身污染
尾水处理、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的适
全程封闭水处理，集
节地节水，对环境依赖小，智能化管控，应性等问题），运行成本、产业体系
装箱体内可控温、水、
建设、支持政策、优质优价等问题
养殖全程可控和质量安全可控
苗、料、菌、藻
水产品优质，无污染

优质优价问题

集约化程度高，养殖容量较大，有较
投资大，技术要求高，自然风险大，
强的抗风浪、抗海流能力，在拓展养
运行成本高，经济效益待定
殖海域等方面有优势

和其他尾水治理模式主要适用于池塘。集装箱养殖主要

尾水达标排放

额外的水面和土地

五是存在问题不同。池塘生态立体养殖产量较低，

适用于池塘，也可以单独存在，对地点要求低。大水面

经济效益不高。稻渔综合种养要求水域与耕地达到一定

生态养殖和深水网箱要求有特定水域。

配比，推广时一旦把握不好就可能侵占耕地，需要格外

三是技术和资金要求不同。显然，深水网箱对工程

重视在保护现有水稻田面积的基础上审慎发展水产养殖

和智能化控制技术要求最高，投资最大。集装箱和工程

业。此外就是优质优价的实现问题。鱼菜共生系统是新

化循环水养殖也是集约技术，对工程、养殖和管理的技

兴模式，国内偏重于鱼菜共生技术的实现。池塘工程化

术要求也比较高，投资也较大。渔综合种养和鱼菜共生

循环水养殖和集装箱养殖需要较大投资，对电力供应、

的要求是养殖者要精通两类产业的种、养殖，能够比较

工程技术、养殖和管理技术要求高，不具备条件匆忙实

好地把握不同生物间的生长规律并做到完美对接。相对

施可能适得其反。大水面生态渔业由于养殖密度低，产

而言，池塘立体生态养殖和大水面生态渔业的技术要求

量较低。深水网箱养殖仍在试点阶段，技术上和经济上

较低。

的可行性还有待观察。

四是优点不同。稻渔综合种养和鱼菜共生模式在处理

3.3 实现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条件分析——基于湖

尾水的同时，可以促进化肥和饲料减量，基本不用农药，

州案例

因此无论稻米、菜还是水产品都是绿色生态产品。而且

中国绿色水产养殖业正在蓬勃发展。据统计，2019

有研究表明，稻渔综合种养还能够促进甲烷和 CO2 减排，
提升经济效益

[21]

。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模式集池塘循

年我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已经达到 3 500 多万亩（1 亩
=1/15 公顷），已成为渔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扶贫

环流水养殖技术、生物净水技术和高效集污技术于一体，

的重要手段。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已有 10 多个省份

与传统池塘养殖模式相比，产量提高，成本降低，可以实

建成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的流水养殖槽 2 000 多条，

现养殖周期内的养殖尾水
“零排放”
或达标排放。集装箱养

覆盖池塘近 4 万亩 [6]。集装箱养殖 2015 年开始在河南

殖对环境依赖性较小，具有节地节水、生态环保、质量安

试点应用，现已在全国 21 个省份推广应用箱体 1 300 多

全、智能、集约等特点，为传统池塘养殖区提高产能提供

个 [7]。深水网箱养殖在我国海南临高、广东湛江、福建

了新模式。在日益严格的生态环保要求下，水产养殖水域

宁德、浙江舟山等地区均有较快的发展。尾水处理技术

面积正在不断缩减，因此，集装箱养殖对发挥现有养殖水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和运用。湖州是全国渔业绿色发展做

域潜力值得探索。大水面生态渔业在和休闲渔业发展相结

得最好的地区之一，通过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呈现出可

合方面有独特优势。深水网箱养殖模式因其养殖容量较大，

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以湖州为例，良好的水产养殖业

在拓展养殖海域和增加养殖效益等方面优势明显。

绿色发展需要如下支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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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机构。湖州连续
多年出台多项现代渔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

撑，评估方式的不同增加了比较的困难，更不用谈进一
步的指标赋权和动态性研究。

明确区域内发展重点，推广标准化生态养殖绿色发展模

但是，目前有关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估方法还是有启

式。并特别发布《湖州市大力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

示意义的。从思路上看，至少提示我们有两个构建指标

案（2019—2021 年）》指导相关工作。为推动实施，湖州

体系的路径 ：一是基于构建指标体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自上而下设置了相关组织和工作机构。

这种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基于绿色发展期待实现的目

（2）
养殖尾水治理长效运维体系。养殖业绿色发展面

标，也可以基于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产业发展链条，还

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尾水排放。湖州以
“禁、限、转、治”

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二是基于模型技术的绿色发展效

分类推进全域治理，并出台
《湖州市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实

率评价。运用数据包络法等模型技术探讨全要素绿色发

施方案》明确主体责任、治理模式、验收考核、运行管

展绩效。

护等要求。针对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治理标准和工艺问题，

从政策角度看，基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显然更具

出台
《湖州市淡水池塘养殖尾水排放要求》
和
《湖州市淡水

有可行性。本文将循着这一思路构建水产养殖业绿色方

池塘养殖尾水处理工艺》
，并提出高于部委的排放标准。

法评价体系。总体上，第一层次的指标从产业发展目标

（3）政策和资金保障。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在政策

入手。根据定义，目标是提高生态福祉和人类福祉。在

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若没有资金支持，

生态福祉方面，将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作为第二层次。

要么流于形式，要么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湖州 2018

在人类福祉方面，将产品的绿色化水平、产业的经济效

年成立强农基金和乡村振兴基金，总规模达 4 亿元，重

益和社会效益作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从产业链角度选

点支持渔业绿色发展。出台《湖州市支持渔业绿色发展

择。具体指标选择要注意代表性和综合性，还应具备可

十条政策意见》对渔业平台、示范园区、稻渔综合种养

操作、好比较的特点。根据这种思路，构建水产养殖业

和种业发展等方向进行重点支持

[22]

。市、区、县各级财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政都有专项资金扶持渔业绿色发展。
（4）严格的监督检查。湖州将渔业绿色发展工作纳

表2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目标层
二级指标
指标

三级指标

入区县综合考核、部门年度考核和“三农”考核评价体系，

是否有尾水处理设施

以清单制的形式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责任人，并保持

尾水处理率

考核常态化。并通过定期推出《渔业绿色发展专题简报》

生态
福祉

推动落实。

单位水域面积鱼药相对减量比例
单位水域面积水质改良剂相对减量比例

（5）同时强调提质和增效。鼓励产业融合发展、实
施渔业品牌战略、注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从企业角
度看，做得最好的企业通常会更加重视产学研融合及渔
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更注重绿色生态型等生产模

资源节约

水产养
殖业绿
色发展
水平

随着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其发展水平就提上了日程，但是目

单位水域面积苗种相对减量比例
单位水域面积饲料相对减量比例
绿色生态品牌数量

产品的绿色
化水平

式和实用技术的集成创新与推广。

4 水产养殖绿色发展评价方法探讨

疫苗接种率

环境友好

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数量
绿色产品产量或其在总产量中的比例
绿色产品销售量或其市场占有量

人类
福祉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前尚未见到相关研究。运用在农业及其他领域开展的绿
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在水产养殖业里还没有看到运

亩均增收
养殖户人均增收
容纳的就业量
消费者满意度

该指标体系既可以用于单个水产养殖企业的评价，

用的案例。原因之一可能是当前评估指标体系所需要的

也可以用于某个区域水产养殖业发展绿色化水平的评

数据在水产养殖业中不易获取，尤其是资源、环境和生

价，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调整。从制度完善角度

态等方面的数据。其次是与绿色养殖模式的多样化相关。

看，要实现水产养殖业绿色评价，还要加强水产养殖业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模式，每一种具

生态资源数据的采集、统计与检测体系建设，为评价提

体的发展模式可以有不同的评估方法，且对于不同的模

供可靠的数据基础与支持。

式是否具有适用性、是否适合推广也需要相应的数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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