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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为全球数百万人提供食物，生计和经济利

益。2016年全球水产品（不包括藻类）总产量估

计值为1.71亿吨，人均鱼品名义消费量约20.3千

克/人，占到全球动物蛋白供应的17%。多年来，捕

捞渔业是人类水产品消费的主要来源，但2014年，

水产养殖对人类水产品消费贡献首次超过了捕捞。

水产品价值链上的许多不同活动为各国和许多当地社区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机会和

经济利益。截止到2016年，约有5960万人从事捕捞和水产养殖业，直接和间接创

造了2亿多个就业机会。

此外，国际贸易与水产品生产非常相关——它将经济活动从当地环境转移到全球

主流市场。水产品是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2017年世界上超过35％的水产

品进入国际贸易，全球总出口额达到1520亿美元。其中近60％的水产品来自发展

中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收入净额（水产品的出口额-进口额）为370亿美元，高

于大多数其他农产品的净收入总和。

鉴于此，发布相关市场数据，包括品种和价格信息，是减少信息差距和促进国际

贸易的的关键因素。减少信息不对称也将允许不同规模和模式的生产者参与相关

贸易，促进包容性水产品贸易流通。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这与水产养殖与捕捞的历史

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中国在水产品贸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中

国可食用水产品总计6680万吨，其中4920万吨（74％）来自水产养殖，1760万吨

（26％）来自捕捞。自2002年以来，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

《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价格》报告关注主要品种和价格信息以及行业新闻和政策

更新，将改善中国这一重要市场目前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通过这一新出版物，粮农组织，特别是GLOBEFISH项目组，重申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在全球和主要市场提供最新的水产品营销和贸易信息以协助水产品价值链上

的所有参与者。

《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将提供人们全面了解中国（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

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水产品市场的渠道。

有关全球水产品市场的更广泛和可靠的分析，请查看我们的旗舰出版物

《GLOBEFISH Highlights》，网址为http://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en/ ，

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诸如《欧洲价格报告》等出版物以及定期发布的关于特定主题

的 “GLOBEFISH Research Program” 。

我们希望本出版物能够为市场带来更多资讯，协助水产品领域的经营者和研究人

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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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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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存储在检索系统中或者传播FAO/GLOBEFISH《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如有需求使用本材料，应当将使用目的和范围写信寄至GLOBE-

FISH-渔业及水产养殖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00153，意大利罗马。

《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是与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CAPPMA）合作编写。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成立于1994年，隶属农业农村部，是由

全国范围内从事水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企业以及为水产业服务的相关机构和渔业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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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政策通报

农业农村部拟停止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启动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

2018年11月20日，农村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改革座谈会。会

上决定，停止无公害农产品（含水产品）认证工作，启动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

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十一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2018年11月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知，公布了12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第11批）的面积范围和功

能分区，通知强调，保护区的性质、范围和功能分区不得随意调整或改变，确需调整或改变的，应按程序报

农业农村部批准。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

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长江水

生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工作。将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纳入长江流域地方人民政府绩效及河长制、湖长

制考核体系，根据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要求定期考核验收，形成长江共同保护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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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农业农村部通报全国水产养殖重点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发布工作

2018年11月21日，农业农村部通报，全国1,172个水产养殖重点县（区、市）已完成规划编制工作，规划编

制完成率为76％；487个水产养殖重点县（区、市）已完成规划发布，规划发布完成率32％。农业农村部要

求各省抓紧开展规划编制和发布工作，确保2018年年底前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任务。

2018年中国水产品市场与贸易形势分析会商会举办

11月22日，2018年中国水产品市场与贸易形势分析会商会在海南海口召开。会议认为，国内水产品批发市

场整体呈现价格上涨的走势，国际贸易方面，尽管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前三季度水产进出口仍保持较快增

长，预计全年水产品外贸稳中有升。

中国将创建178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2018年10月25日，农业农村部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会

上表示，我国将重点推进“一带多区”（近海和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海洋牧场建设，到2025年，在

中国创建178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到2035年，基本实现海洋渔业现代化。

中科院大水面生态净水渔业研究中心落户千岛湖

2018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净水渔业研究中心正式落户千岛湖。中心的成立将

有效地发挥千岛湖保水渔业生态功能，形成千岛湖保水渔业产业技术模式，带动千岛湖餐饮业和旅游新业态

的发展，推进千岛湖高标准保护、高水平转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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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
Oreochromis spp.

与第三季度相比，第四季度罗非鱼整体行情趋于

低位平稳运行。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随着

气温下降，全国各地淡水鱼出鱼量增加，鱼价基

本呈下行趋势；另一方面，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

影响，11月中旬之后，中国市场输美罗非鱼订单

急剧减少，加工厂收购量不大；此外，2018年包

括两广、海南等地不少加工厂开始有意识批量收

购巴沙鱼，特别是11月份后，上述市场对巴沙鱼

热潮高涨，罗非鱼收购量也因此受到影响而有所

缩减，对鱼价无利好。

一直以来，作为外销型养殖品种，罗非鱼对出口

市场依赖大，近两年中国政府及加工厂也在力推

内销市场，引导国内消费者加深对罗非鱼的饮食

好感。

Prices for yellow catfish fell sharply towards the end 
of 2018, with prices lowest in October. 
 
Freshwater cages were banned, resulting in farmers 
having to sell their stocks. The influx of fish saturated 
the market and depressed prices. 

The subsequent reduced supply of yellow catfish in 
the months after October has led to prices somewhat 
recovering, although they remain low. 

In Guangdong Province between the middle of 2018 
and December 2018 the price for average size fish 
(0.2-0.25 kg/pc) has increased by 0.2-0.4 yuan/kg, al-
though this increase is slight compared to the overall 
declin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8.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rice prior to Chinese New 
Year can be expected; in February 2018 the price for 
average size catfish (0.2-0.25 kg/pc) reached 23.6 
yuan/kg.

罗非鱼
单位：元/千克

备注：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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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颡鱼
Tachysurus fulvidraco

由于受此前中国多地大规模清拆网箱，黄颡鱼

价格陷入长期低迷。但随着网箱鱼陆续被消

化，黄颡鱼存塘量也不断减少，2018年自10月

以来鱼价出现一定回暖。

以广东地区为例，广东黄颡鱼主要供给湖南、

四川、江西地区，主流供货规格一般为0.2千

克/尾、0.25千克/尾，与年中相比12月中旬这

部分规格的黄颡鱼价格整体涨幅在0.2-0.4元/

千克。虽然涨幅有限，但是参考2018年年初鱼

价，预计2019年农历春节的来临会刺激黄颡鱼

价格出现明显上涨。2018年2月份，5两规格黄

颡鱼价格一度达到23.6元/千克。

黄颡鱼
单位：元/千克

备注：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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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12月中旬，广东中山地区1-1.5kg超市鲩价格9.2

元/kg，同比11月回涨了0.6元/kg。随着气温的

进一步下降，元旦的临近，市场对草鱼的消费需

求量将继续增加，草鱼行情将继续回暖。

11月中旬，草鱼行情出现了2018年最低位，部分

产区的鱼价甚至只有8.4元/kg。但从往年的行情

趋势分析，12月下旬草鱼行情将会回暖。主要原

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冷空气南下，华中华南等地

出鱼量下降；二是年底经销商对养殖户催饲料

款，迫使一部分养殖户提前在10-11月开始大量

卖鱼，12月份出鱼量开始减少；三是随着元旦等

节假日的到来，草鱼消费量将增加。尤其是临近

年底，市场对大规格草鱼的消费需求量增加比较

明显，加上去年大规格草鱼（2.5kg以上）养殖

量下降，大规格草鱼价格将继续回暖。

A temporary increase in demand at the beginning 
of winter drove the price of Chinese snakehead up 
dramatically in the months of November. 

Since then the price has dropped and remains low 
overall, with fluctuations of approximately 1 yuan/kg. 

Distributors and wholesalers attribute the sluggish 
prices to large inventories in China. 

The price for Chinese snakehead continued to de-
cline into October, and bottomed out at the begin-
ning of November.  

草鱼
单位：元/千克

备注：作者统计，1-1.5千克/尾，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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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鲈
Micropterus salmoniodes

12月中旬，广东佛山地区0.4kg规格的加州鲈价

格为19.6元/kg，比11月同期跌了1.4元/kg。虽

然目前佛山鱼价比去年同期低0.8元/kg左右，

价格未及养殖户卖鱼预期心理价位，但临近年

底，不少养殖户迫于资金压力而选择出售一部

分大规格的存塘鱼来缴纳饲料、塘租等费用，

剩下小规格的鱼继续回塘养殖。

目前鱼价的回落除了遵循往年的行情走势外，

也与2018年全国加州鲈养殖量及同期存塘量均

比去年增加有关。2018年7-8月最高价格仅为34

元/kg，比去年同期的鱼价少了7元/kg左右。

备注：作者统计 ，0.4千克/尾，主产区出塘均价

加州鲈
单位：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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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鳢
Channa spp.

接近年底，2018年初投苗的乌鳢已经陆续达到

上市规格，从11月以来，随着新鱼（2018年投

的苗）上市量加大，10月份以来广东乌鳢塘头

价持续下行，在立冬（11月7日）前跌入最低

谷；立冬过后，因消费市场出现短暂性需求增

大，受此拉动，鱼价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但此后再次下滑，并一直持稳至今，在1元/千

克左右上下浮动。

广东地区仍然是全国乌鳢供应主产区，但据流

通商和批发市场反映，受前期国内大规模拆网

箱影响，乌鳢市场流通量较小；同时，全国产

区乌鳢存量较大，后市鱼价上涨乏力。

备注：

乌鳢
单位：元/千克

作者统计 ，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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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Grouper
Epinephelusfuscoguttatus & Epinepheluslan-
ceolatus hybrid

In 2018, demand for hybrid grouper weighing less 
than 0.8 kg/pc was high, and as a result so were pric-
es. The preferred size for grouper varies from region 
to region, generally within the range of 0.5-1.5 kg/pc.  

Hybrid grouper is mainly farmed in the south-east 
provinces of Hainan, Guangdong and Fujian, but 
is a popular fish across the country. Demand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in north China caused prices 
for hybrid grouper to be 1-2 yuan/kg higher in these 
areas for most of 2018. After November there was 
a slump in prices in north China; whereas hybrid 
grouper had been fetching 66 yuan/kg this dropped 
to 56 yuan/kg. Low seasonal consumption in those 
areas and lower prices for large fish were all contrib-
uting factors.

虎龙杂交斑（珍珠龙胆）

国内珍珠龙胆的生产地主要集中在海南、广

东、福建地区，消费市场则遍布全国各地。

上市规格集中在0.5-1.5kg，不同区域有所

差异。纵观2018年，0.8kg以下珍珠龙胆的

需求量较大，市场价格也一路走俏。青岛和

北京地区的珍珠龙胆主要来源于南方，虽然

北方也有小部分养殖，但养殖量不大，通常

北方的售价会比南方增加1-2元/kg的运输费

用。11月22日以后，销往北方的珍珠龙胆规

格由0.8kg以上转为以1-1.5kg为主，售价由的

66元/kg变为56元/kg。

备注：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Epinephelus lanceolatus♂，主产区出塘均价

虎龙杂交斑
单位：元/千克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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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
Penaeus vannamei

以珠三角对虾行情为例，2018年上半年价格起

伏较大，呈一高一低走势。进入6月后，短时

间内价格受台风影响较大；11月-12月初，多

地对虾存塘量告罄，虾价稳中有涨。12月后受

寒潮影响，有不少肠炎、偷死病发生，病虾集

中上市，再加上山东工厂化第一茬冬棚虾集中

上市，市场上对虾供过于求，价格急速下跌。

对外贸易上，近期我国进口沙特6,000吨冷冻

虾，也可能会冲击部分中国市场。但随着春节

临近，节日消费可能会带动虾价上涨。

备注：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南美白对虾
单位：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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鲫鱼
Carassius gibelio

2018年中国国内鲫鱼消费市场保持相对稳定，

但是养殖量相比上年有明显增加，导致2018年

全年鲫鱼塘头价格一直比较低迷。江苏作为国

内鲫鱼养殖最为集中的地区，2018年10-11月份

当地鲫鱼受到出血病影响比较严重，期间鲫鱼

行情一度出现下滑，同时也拉动其他地区行情

出现整体下滑。随着11月底气温的逐渐降低，

鲫鱼出血病得到缓解，各地市场鲫鱼流通量逐

渐增加，整体行情开始出现好转。目前春节即

将临近，节日消费将带动鲫鱼整体需求量的上

升，预计近期鲫鱼行情会继续保持小幅上涨趋

势。

备注：

鲫鱼
单位：元/千克

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14 15

期 1/2019  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

大菱鲆
Scophthalmus maximus

2018年9-10月份双节期间商品鱼出鱼量较大，

从市场反馈看，节后市场消费需求量并未急剧

萎缩，鱼价相对平稳，12月开始水产市场档口

走鱼较慢，尤其是大标鱼（0.75-1千克）销售相

对困难，鱼价略微下跌，或因其它较高端水产

品种如鳜鱼、加州鲈鱼等集中上市，导致大菱

鲆市场消费空间短期变窄。

2019年开年，大菱鲆行情仍被看好。2018年11

月起，已经陆续有鱼苗运往南方进行网箱养

殖。初步调研统计，2018年运往福建用于网箱

养殖的鱼苗量较去年同期减少30%，预计将会集

中在2019年2-3月份上市。

备注：

大菱鲆
单位：元/千克

作者统计，0.5-0.7千克/尾 山东省，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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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鱼
Siniperca chuatsi

鳜鱼养殖集中在广东、湖北、江苏、江西、安徽

等省份，活鱼主要消费市场为北京、上海、天

津、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以庆典宴席和高档餐

厅为主，此外每年也有约500万kg冰鲜鳜鱼在安

徽等地被加工成臭鳜鱼，销往华中或华北。

每年的11-12月鳜鱼价格较低迷。但2018年11

月，全国各地鳜鱼价格一反常态，大幅上涨，

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苏、湖南、安徽

等省份标鳜（0.4-0.75kg）和统货分别涨了2-4

元/kg，涨幅之高历年罕见。12月，由于市场消

费乏力，鳜鱼价格逐渐回落至44元/kg。整体来

看，2018年鳜鱼全年均价高于2017年。预计2019

年1月，随着春节临近，节庆活动较多，鳜鱼价

格预计会缓慢回升。

备注：

鳜鱼
单位：元/千克

作者统计 统货 广东省，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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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共监测29个品种,38个品种规格,共计207个样本。在所监测品种中，4个规格品种环比呈上涨态势，

占监测比重的10.53%，8个规格品种环比基本持平，占监测比重的21.05%，26个规格品种环比呈下跌

态势，占监测比重的68.42%。11月份，水产品总体价格行情下行调整态势明显，由于正值海洋捕捞生

产旺季，海水产品市场货源充足，大量的海捕产品纷纷上市，市场交易旺盛，环比价格有所回落；但

随着新年的临近，加工原料及年节礼包生产进入进货期，海水产品进入加工环节的比重逐渐加大，水

产批发市场流通量有所减少，价格趋于稳定；11月份也是大宗淡水鱼出塘旺季，气温低存活率高，市

场供应量增加明显，环比价格普遍回调；由于消费比较平稳，所以总体价格行情调整态势明显。12月

份，随着新年的临近，水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将持续加大，市场价格行情将继续保持调整态势，预计12

月，海水产品环比平稳，同比价格稳中略涨；淡水产品价格环同比仍呈略降态势。

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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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名称 产品形式 规格
大宗均价

涨跌 批发市场
元/千克 美元/千克

带鱼 冰鲜 350-500克/条 62.93 9.04 ＋ 浙江舟山

36.20 5.20 － 浙江松门

59.53 8.55 ＋ 浙江象山

40.66 5.84 － 浙江温州

200-350克/条 26.77 3.85 － 浙江台州

20.67 2.97 － 浙江松门

31.00 4.45 ＋ 浙江舟山

100-200克/条 15.07 2.17 － 浙江象山

10.00 1.44 － 浙江台州

15.57 2.24 ＋ 浙江舟山

花鲈 鲜活 ≥500克/条 34.87 5.01 ＋ 山东青岛

32.74 4.70 ＋ 福建莆田

250-500克/条 30.00 4.31 － 安徽合肥

28.53 4.10 － 山东威海

20.00 2.87 － 福建厦门

29.88 4.29 － 浙江杭州

加州鲈 鲜活 ≥500克/条 35.47 5.10 － 北京岳各庄

31.20 4.48 － 江西九江

27.67 3.98 － 江西南昌

29.41 4.23 － 重庆涪陵

28.21 4.05 － 上海东方

鱿鱼 冰鲜 350-500克/条 54.00 7.76 － 上海江阳

36.00 5.17 － 广东汕头

200-350克/条 42.00 6.03 － 福建福州

31.00 4.45 － 福建厦门

鲤鱼 鲜活 500-1000克/条 11.51 1.65 － 北京岳各庄

12.13 1.74 ＋ 湖南长沙

11.34 1.63 － 福建泉州

13.60 1.95 － 四川内江

11.33 1.63 － 浙江慈溪

11.29 1.62 － 河北唐山

2018年十一月份国内主要水产品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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鲢鱼 鲜活 1000-1500克/条 5.52 0.79 － 安徽蚌埠

6.04 0.87 － 北京岳各庄

5.60 0.80 ＋ 南京众彩

5.58 0.80 － 山东临沂

5.10 0.73 － 江苏苏州

5.00 0.72 － 江西九江

4.85 0.70 － 湖北武汉

7.60 1.09 － 上海江阳

7.19 1.03 － 重庆涪陵

5.60 0.80 － 浙江杭州

草鱼 鲜活 1000-1500克/条 11.97 1.72 － 北京岳各庄

8.89 1.28 － 湖北武汉

10.36 1.49 － 江苏苏州

11.12 1.60 － 重庆涪陵

11.22 1.61 － 山东临沂

15.00 2.16 － 上海江阳

11.00 1.58 － 江西南昌

10.44 1.50 － 江苏南京

14.17 2.04 － 吉林长春

12.18 1.75 － 河北唐山

10.90 1.57 － 安徽蚌埠

11.25 1.62 － 浙江杭州

鳙鱼 鲜活 1000-1500克/条 10.44 1.50 ＋ 湖北武汉

13.51 1.94 － 湖南长沙

13.20 1.90 － 河北唐山

12.17 1.75 ＋ 吉林长春

13.11 1.88 － 山东临沂

10.04 1.44 ＋ 江苏苏州

11.14 1.60 － 江苏南京

15.00 2.16 － 上海江阳

15.00 2.16 － 江西南昌

水产品名称 产品形式 规格
大宗均价

涨跌 批发市场
元/千克 美元/千克

2018年十一月份国内主要水产品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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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1.79 － 江西九江

14.00 2.01 ＋ 四川内江

鲫鱼 鲜活 250-500克/条 12.37 1.78 － 北京岳各庄

10.86 1.56 － 湖北武汉

15.18 2.18 ＋ 江苏常州

12.33 1.77 － 安徽蚌埠

10.53 1.51 － 江苏苏州

11.18 1.61 － 南京众彩

13.00 1.87 － 湖南长沙

14.00 2.01 － 江西南昌

13.00 1.87 － 四川成都

13.61 1.96 － 山东临沂

15.03 2.16 － 上海江阳

12.18 1.75 － 浙江慈溪

15.03 2.16 ＋ 浙江杭州

梭子蟹 （公） >200克/只 82.04 11.79 － 河北唐山

93.57 13.44 － 山东威海

73.57 10.57 ＋ 上海江阳

60.00 8.62 － 浙江松门

98.00 14.08 ＋ 浙江舟山

51.58 7.41 － 浙江杭州

84.64 12.16 ＋ 浙江温州

（母） >200克/只 121.16 17.41 － 河北唐山

79.33 11.40 － 浙江松门

109.63 15.75 ＋ 浙江舟山

104.14 14.96 ＋ 浙江温州

牡蛎 牡蛎肉 27.58 3.96 － 福建莆田

14.00 2.01 － 杭州近江

带壳 14.00 2.01 － 福建福州

7.00 1.01 － 山东济南

10.00 1.44 ＋ 山东威海

2018年十一月份国内主要水产品价格行情

水产品名称 产品形式 规格
大宗均价

涨跌 批发市场
元/千克 美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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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贝 活 统货 70.73 10.16 － 北京岳各庄

58.00 8.33 － 湖南长沙

61.79 8.88 ＋ 福建泉州

54.48 7.83 － 上海东方

54.00 7.76 － 浙江杭州

文蛤 活 统货 15.00 2.16 － 北京岳各庄

17.28 2.48 － 上海东方

14.28 2.05 － 福建莆田

缢蛏 活 统货 28.00 4.02 － 福建厦门

22.18 3.19 － 福建莆田

25.00 3.59 － 上海江阳

26.00 3.74 － 浙江台州

24.33 3.50 － 浙江松门

22.00 3.16 － 浙江温州

条斑紫菜 干品 100.00 14.37 － 浙江松门

68.00 9.77 － 浙江瑞安

坛紫菜 干品 80.50 11.57 ＋ 浙江温州

大黄鱼 冰鲜 300-600克/条 36.20 5.20 － 福建厦门

38.00 5.46 － 福建福州

38.00 5.46 ≈ 浙江温州

38.41 5.52 － 上海东方

≥600克/条 40.00 5.75 ≈ 浙江温州

33.72 4.84 － 福建泉州

大菱鲆 鲜活 400-600克/条 60.00 8.62 ≈ 上海东方

48.00 6.90 － 江西南昌

53.20 7.64 － 湖南长沙

鳜鱼 鲜活 500-750克/条 55.60 7.99 － 湖北武汉

67.33 9.67 － 北京岳各庄

59.00 8.48 － 江苏常州

53.67 7.71 － 江苏苏州

74.76 10.74 － 福建泉州

水产品名称 产品形式 规格
大宗均价

涨跌 批发市场
元/千克 美元/千克

2018年十一月份国内主要水产品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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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0 10.63 ≈ 江西南昌

69.21 9.94 － 上海东方

66.40 9.54 ＋ 湖南长沙

乌鳢 鲜活 ≥250克/条 24.00 3.45 ≈ 江苏常州

19.34 2.78 － 江苏苏州

18.75 2.69 － 江苏南京

24.03 3.45 ＋ 吉林长春

18.29 2.63 ＋ 湖南长沙

21.69 3.12 － 江西九江

21.02 3.02 － 上海东方

黄鳝 活 条重≥100克 59.93 8.61 ≈ 安徽合肥

49.80 7.16 ≈ 北京岳各庄

47.20 6.78 － 湖北武汉

66.67 9.58 ＋ 四川成都

59.00 8.48 ≈ 江苏常州

45.20 6.49 ＋ 湖南长沙

40.53 5.82 ≈ 江西南昌

51.33 7.38 － 浙江杭州

71.67 10.30 － 上海江阳

鲍鱼 活 5厘米以下 130.00 18.68 ≈ 辽宁大连

119.33 17.15 ＋ 福建泉州

130.00 18.68 ≈ 上海江阳

116.67 16.76 － 浙江杭州

5厘米以上 129.93 18.67 － 福建莆田

148.00 21.26 ≈ 山东济南

淡水小龙虾 活 统货 55.63 7.99 － 湖北仙桃

60.67 8.72 － 湖南长沙

53.00 7.61 ≈ 安徽合肥

60.00 8.62 － 北京京深

68.00 9.77 － 江苏苏州

40.00 5.75 ≈ 江西九江

2018年十一月份国内主要水产品价格行情

水产品名称 产品形式 规格
大宗均价

涨跌 批发市场
元/千克 美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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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0 10.42 ＋ 上海江阳

中华绒鳌蟹 活 个重＜150克 74.00 10.63 ≈ 河北唐山

88.25 12.68 － 江苏苏州

90.00 12.93 － 江西九江

104.60 15.03 － 辽宁盘山

67.03 9.63 ＋ 上海东方

100.00 14.37 － 浙江杭州

个重≥150克 177.00 25.43 － 江苏苏州

160.00 22.99 － 上海江阳

59.33 8.52 － 浙江杭州

鳖 养殖 统货 55.00 7.90 ≈ 江苏常州

68.63 9.86 ＋ 江苏苏州

42.23 6.07 － 湖南长沙

44.67 6.42 ＋ 江西九江

95.00 13.65 ＋ 上海东方

51.00 7.33 － 浙江杭州

鳗鲡 鲜活 ≥500克/条 85.41 12.27 － 上海东方

79.17 11.38 ＋ 福建泉州

82.51 11.85 － 江苏苏州

斑点叉尾鮰 鲜活 500-1000克/条 18.00 2.59 ≈ 湖南长沙

17.00 2.44 － 重庆涪陵

25.00 3.59 ≈ 江苏常州

18.48 2.66 － 上海东方

罗非鱼 鲜活 250-500克/条 10.05 1.44 － 福建莆田

12.00 1.72 ≈ 福建泉州

12.00 1.72 ≈ 云南普洱

南美白对虾 鲜活 统货 53.33 7.66 ≈ 广西北海

58.13 8.35 ＋ 上海江阳

54.66 7.85 ＋ 浙江温州

51.83 7.45 ＋ 浙江杭州

86.00 12.36 ≈ 山东青岛

水产品名称 产品形式 规格
大宗均价

涨跌 批发市场
元/千克 美元/千克

2018年十一月份国内主要水产品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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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动

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和2019珠海（国际）水产品交易会将于2019年5月17日至18日在中国广东珠海举办。亚太水产
养殖展览会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水产养殖展览会。

FAO	GLOBEFISH已确认参展2019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欢迎参观我们的展台。

更多信息请前往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和2019珠海（国际）水产品交易会的官网：www.apa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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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FISH

产品，贸易和市场处(FIAM)

渔业及水产养殖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53意大利罗马

电话:+39065705	57227

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