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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们，

非常高兴为你们带来第三期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

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周，众多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员国将会齐聚维戈（西班牙），参
加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员会（COFI：FT）第十七届会议。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是水产品国际贸易磋商的多边框架，与此同时也
探讨生产和消费的相关方面。它已成为讨论鱼类和渔业产品贸易相关问题的最重要
的全球性论坛。 该分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

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将会出席会议，讨论当前水产品贸易的相关问题，包括近期趋势
和模式。 分会第十七届会议议程包涵渔业贸易涉及的广泛话题，如数据统计、全球
治理、市场信息传播、质量和安全、小规模渔民、产品合法性、生物多样性、可追
溯性等。

此外，会议还将讨论当下热点问题，如渔业服务贸易的潜力，和粮农组织收到的关
于制定对社会负责任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指导性意见的请求。

本届会议期间，供各粮农组织成员国讨论的指导性工作文件将很快上传至http://
www.fao.org/about/meetings/cofi-sub-committee-on-fish-trade/en/。这些文件提供了有
用的信息和分析材料 - 请不要忘记查看！

希望本期报告为您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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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发布施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通告

-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19”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 农业农村部发文规范金枪鱼作业，渔船未注册不得进行生产

- 长江流域进入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

- 农业农村部发布加强远洋渔业安全管理的通知

- 国际渔业可持续性专题研讨会

- 第二届国际冷水鱼产业发展论坛暨三文鱼分会年会将在青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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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FISH市场报告可从GLOBEFISH官网上查阅：www.fao.org/in-action/globefish.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者方式（电子、机械、影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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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发布施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通告

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施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渔船进出港报告通过进出渔港报告系统进行。出港报告

内容包括：拟出港时间、配员情况、安全通导、救生、消防等安全装备配备情况、携带网具情况等。进港报

告内容包括：拟进渔港、拟进港时间、配员情况、渔获品种和数量等。渔船提交进出港报告信息后，将收到

系统校验的反馈信息。渔船因天气或应急等特殊原因不能按照规定程序报告的，应当在进出港后 24 小时内

补办报告手续。该制度于 8 月 1 日起施行。

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19”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农业农村部 3 月 8 日印发通知，决定开展“中国渔政亮剑 2019”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包括海洋伏季休渔、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违规渔具渔法清理整治、内陆大江大河（湖）禁

渔期、渤海综合治理、打击电鱼活动、边境交界水域、渔业安全生产、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等 10 个专项执法行动。

农业农村部发文规范金枪鱼作业，渔船未注册不得进行生产

近期，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遵守金枪鱼国际管理措施的通知》，要求渔船须通过船旗国

政府或其授权机构在相关委员会秘书处注册，未注册渔船不得在公约区生产，渔船相关数据发生变更时也须

及时向相关委员会秘书处登记备案。渔船须认真填写《金枪鱼渔业捕捞日志》，并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上

年度每艘渔船的捕捞日志提交中国远洋渔业数据中心。

长江流域进入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

3 月 1 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会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南京启动 2019 年长江流域

禁渔期同步执法行动。3 月 1 日 0 时起，长江、珠江、淮河、钱塘江、闽江以及海南内陆水域进入为期 4 个

月的禁渔期。今年是长江流域刀鲚、凤鲚、中华绒螯取消专项特许捕捞的第一年。

农业农村部发布加强远洋渔业安全管理的通知

3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远洋渔业安全管理的通知》，《通知》旨在加强远洋渔业企业

和远洋渔船的管理，强化对企业负责人和船员教育培训，敦促企业严格遵守农业农村部及入渔国法律法规，

合法合规生产，严谨越线捕捞，严防引发涉外事件。确保所属渔船在公海生产时与毗邻国专属经济区界限保

持 3 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严禁越线生产。遇到他国持法船要求登临检查时，渔船应停船配合。遇对方执法不

当行为，应以适当方式获取证据，并向渔业主管部门报告，争取通过外交或司法途径妥善处理。渔船在他国

专属经济区通航时，应遵守相关国家规定和国际有关“无害航行”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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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witnes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hina’s aquatic product imports  

In 2018, China’s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reached 9.54 million tones, totaling 37.19 billion US 
dollars, with an increase year on year of 3.3 percent and 14.4 percent respectively. These amounts demonstrate 
record levels for both the total volume and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The annual trade surplus in 2018 was 
7.47 billion USD, narrowing by 2.34 billion USD year on year. The 2018 export volume of aquatic products was 
4.32 million tones, a decrease year on year of 0.4 percent. This volume was valued at 22.33 billion USD, with 
a growth of 5.6 percent in 2018 compared with 2017. In 2018, China imported 5.22 million tons of aquatic 
products with a total value of 14.87 billion USD. The total import amount increased by 6.6 percent and the total 
value increased by 31 percent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2017.

Jiangxi Province plans to release 210 million fish seeds this year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Poyang Lake, Jiangxi Province 
plans to release four major economic fish species as well as protected species this year. Amongst others, these 
species include the giant salamander and the Chinese high fin banded shark, totaling approximately 210 million 
fish seeds. At the same time, Jiangxi has also gradually expanded releasing areas from Poyang Lake and the 
Yangtze River to other small river basins in the province to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fishery stocks.  

China’s aquatic product prices ar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steady growth in 2019  

The 2018-2019 National Aquatic Product Market Information Working Conference and Aquatic Product 
Marke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Consultation Meeting was held in Xiamen on 2 April 2019. On average, prices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in 2018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2017. This was due to the joint influence 
of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ishery supply-side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consumer consumption. 
Overall, the aquatic product market showed a positive trend of growth in both quality and price. Despite many 
uncertainties in 2019, experts predict that the fundamentals of fishery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operation will 
be stable and consumer demand will only continue to grow. Thus, the prices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rise steadily in the near-future.  

The third China International Crayfish Industry Conference convened  

In 2018, the total economic output of crayfish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reach 350 billion RMB.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farmed crayfish in China may exceed 1 600 000 tones. The third China International Crayfish 
Industry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12 March 2019, in Jingzhou, Hubei Province. More than 1 000 
peopl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domestic delegates and experts as well as gues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uring the conference, discussions were held regarding farming 
methods, feed and breeding, processing,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ends. In addition, the experts and guests 
performed analysis on future marke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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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海南文昌及广东西部气温整体在20℃及以上，罗非鱼长速快，发病少，商品鱼存塘
量充足。3月份，罗非鱼整体鱼价同比去年低0.2元/克左右，但多数养殖户对今年罗非鱼行情
看好。

去年巴沙鱼整体表现不佳，鱼价低于1元/克还无人收购，作为替代罗非鱼养殖品种可能性降
低；另外，据最新消息表明，美国将推迟对中国2000亿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目前中国冷
冻罗非鱼片出口美国的税率仍然维持在10%，这对美国进口商及中国加工企业来说都是好消
息。

从订单反映情况来看，当前市场偏爱中小规格鱼，产区兴起主养“300g”热，即把鱼养到6
两规格出头就出鱼，然后又放苗，一年养多批鱼，统级鱼报价8元/千克左右，利润可观。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罗非鱼
Oreochromis spp.

罗非鱼
单位：元/千克

备注：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9

期 3/2019 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

2月中旬后，全国黄颡鱼主产区行情持续回暖，到3月底产区均价已较年后上涨1-1.2元/千
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各产区黄颡鱼存塘量减少，年后存塘鱼陆续被消化导致供应量
有限，而随着气温回暖，华中、西南地区的餐饮市场黄颡鱼消费量提高，需求量增加 导致黄
颡鱼价格上涨；二是由于去年黄颡鱼行情一般，今年年初放苗量有所减少，有养殖户选择转
养其他品种，因此今年后市供应量也会相应减少，而流通商为尽可能收到优质鱼将适当提高
价格。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黄颡鱼
Tachysurus fulvid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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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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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华中、华东地区多地草鱼发病严重，较往年发病时间提早了一个月左右，部分区
域，如无锡常熟、湖南常德等地损失惨重，经业内专家诊断，已确诊为细菌感染引起的疾
病，经用药指导，上述产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鱼价方面，4月初全国草鱼行情出现逐步回暖，草鱼流通量逐步提升，鱼价上行趋势明显，
浙江金华回涨1元/千克，随着存塘量减少，预计5月份草鱼价格将回归正常价格。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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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
单位：元/千克

备注：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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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广东佛山地区0.4千克/尾加州鲈价格约为19.6元/千克，比上个月同期上涨了2元/千
克，整体上出鱼积极性一般。由于气温回升，加州鲈进入产卵的阶段，有养殖户认为鲈鱼产
卵后体重减轻，卖鱼不划算，依然惜售等价；也有一部分养殖户为投放鱼苗而清塘出鱼，还
有一小部分养殖户的存塘鱼发生鱼病，他们选择陆续出鱼。经销商表示，随着气温回升，近
期节日或拉动鲈鱼消费量，加上各加州鲈产区存鱼量逐渐减少，全国加州鲈行情有望出现集
体回涨。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加州鲈
Micropterus salmoni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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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作者统计 ，主产区出塘均价

加州鲈
单位：元/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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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1-2月份的低迷行情，3月开始，广东乌鳢价格出现回暖，销量也明显增加，4月初，乌
鳢塘头价已经较2月份整体上涨了约1.2-1.4元/千克。但行情仍然低迷，养殖户仍处于亏本状
态。

近一个月来，广东地区已有孵化场开始鱼苗生产，但因为养殖户对今年养殖行情不看好，鱼
苗价格不足去年同期的30%；很多养殖户因为还有较大存塘量，投苗量较少，预计随着孵化
高峰期来临，后期鱼苗价格还将下滑，苗场遭遇近几年里最惨行情。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乌鳢
Channa spp.

0

10

20

30

备注：

乌鳢
单位：元/千克

作者统计 ，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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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至4月份，石斑鱼价格低位徘徊。3月中旬因供应量短缺，石斑鱼价格出现短期反
弹，持续时间只有几天，鱼价随后回落。从近两个月的情况来看，4月份石斑鱼价格大幅
度上涨的可能性小，业内人士预计海南省0.5-0.8千克的石斑鱼在5月份之前，价格会稳定在
47-50元/千克。受禁渔期（5月1日-8月15日）影响，海水鱼捕捞供应量减少，而市场需求恒
定，预计未来几个月鱼价会上涨。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虎龙杂交斑（珍珠龙胆）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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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Epinephelus lanceolatus♂，主产区出塘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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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开始，随着冬棚虾销售接近尾声，南美白对虾塘头价反弹，截至3月20日已持续4周上
涨。对比上月同期，涨幅普遍接近10元/千克，虾价迎来上涨势头。湛江、阳江地区存塘量
相对充足。而北方工厂化养殖的对虾货源减少，大规格虾紧缺，北方流通商为抢夺南方大规
格虾源提高收购价。4月初，多地价格开始回落，但清明节假期后，虾价再次飙升，4月整月
价格稳中有涨。

南美白对虾
Penaeus vanna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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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作者统计，主产区出塘均价

南美白对虾
单位：元/千克



15

期 3/2019 中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报告

2月中旬后，随着消费热度的降低各地鲫鱼行情整体出现小幅回落，华中地区塘头最低价跌
破6元/千克。至4月初，各地鲫鱼价格开始回暖，部分地区鲫鱼价格出现小幅上涨。从广州
和湖北的最新价格走势来看，上涨幅度不明显，且江苏淮安地区的鲫鱼塘头价依然没有好
转。随着气温的回升，鲫鱼发病逐渐增多，4月初是鲫鱼产卵的高峰期，即便产卵后鲫鱼的
体重减轻，多数养殖户还是会选择卖掉一部分鱼以减小高存塘的压力。随着存塘量的降低，
预计鲫鱼行情会进入缓慢回升的阶段。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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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到3月，受节日消费拉动，大菱鲆价格持续上涨，3月20日左右，价格开始回落。4月初，
规格为0.5-0.7千克/尾价格在56元/千克左右，相比3月同期涨跌幅度不大。由于环保限养等
原因，2019年大菱鲆养殖存鱼量或降至近年来最低，跟前几年相比，市场消费需求量增幅不
大，鱼价的波动受每月的供应量影响。每年4月份为南方网箱养殖大菱鲆集中上市时间，鱼
价会出现阶段性下滑，但是网箱鱼销售完毕后，鱼价将逐渐恢复。

©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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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Biology Laboratory Xiamen University

2月，全国大部分水产养殖品种行情低迷，鳜鱼也不例外。一方面，市场需求量大幅缩减；
另一方面广东、江苏等主产区存塘量大，导致整体供大于求，价格持续下行。

3月下旬开始，市场上偏小鱼规格（0.3-0.6千克/尾）货源紧缺，供不应求，带动全国鳜鱼价
格整体上涨了2元/kg；4月初，受清明节影响，市场需求量增加，加上鳜鱼已经产卵减重，
养殖户惜售，广东鳜鱼统货再次上涨了2元/kg。预计4-5月份鳜鱼价格还有一定上涨空间。

与去年同期（2018年3月）66-78元/kg的塘头价相比，今年0.8-1kg/尾及以上规格塘头价跌至
40元/kg，0.4-0.75kg/尾的鳜鱼塘头价约为58元/kg，且不同规格差价非常大，流通商收鱼风险
加大，养殖户利润缩减；但与2017年同期52元/kg的价格差别不大。根据往年行情，清明节
后，鳜鱼价格将会一路上行。

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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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批发市场水产品价格行情

本月共监测29个品种,38个品种规格,共计196个样本。在所监测品种中，15个规格品种环比呈
上跌态势，占监测比重的39.47%，20个规格品种环比基本持平，占监测比重的52.63%，仅有3
个规格品种环比呈上涨态势，占监测比重的7.9%。三月份，水产品价格行情总体呈现出明显
的回落调整的态势，环比2月份下行明显，3月份，市场供应开始明显回升，而市场需求则延
续2月下旬以来的持续回落态势，消费动力明显不足，价格行情趋弱。其中淡水产品由于天
气回暖出塘量稳定，供应量保持高位，价格行情持续回落，部分产品价格持续低位运行，海
水产品由于市场需求比较稳定，价格行情走势平稳，但较上月回落明显，名特优类产品进入
调整期，价格稳中有降。4月份，天气逐渐转暖，利于渔业生产作业，水产品市场需求开始
回升，市场供需将趋于稳定，出现较大浮动的可能性较低；淡水产品价格将继续低位运行，
海水产品价格趋于稳定。但随着休渔期的临近，市场供需结构开始出现变化，价格调整的预
期出现，部分捕捞类产品价格将出现上涨的态势，但养殖和冰鲜类水产品将迅速补充市场缺
口。总体来看，4月份水产品价格行情将以平稳为主，小幅调整为辅的态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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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渔业可持续性专题研讨会

加强科学政策联系”将于2019年11月19日至21日在意大利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本次研
讨会的目标是，基于改善当今的全球性成果的可持续性原则，寻求路径以加强科学和政治在
渔业生产、管理和贸易的影响。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将在2020年7月举行的第34届粮农组
织渔业委员会（COFI）上进行介绍。有关国际渔业可持续性专题讨论会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sustainable-fisheries-symposium/en

近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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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冷水鱼产业发展论坛暨三文鱼分会年会将在青岛举办

 
冷水鱼产业是中国水产养殖产业中的重要部分，为推动冷水鱼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届国际
冷水鱼产业发展论坛暨国家冷水性鱼类产业体系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会、三文鱼分会年会”
将于2019年10月28日-29日在青岛举行。
 
会议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主办，爱乐水产承
办，邀请来自10多个国家的25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冷水鱼养殖产量、饲料营养、疾病控
制、工业化养殖系统和设备以及RAS等。同时，会议将聚焦中国的三文鱼和鲟鱼产业如何应
对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市场复杂的局面。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LD-WATER FISH
AQUACULTURE TECHNOLOGY SEMINA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ld-water fish industry and to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since the 1st cold-water fish seminar successfully held two years ago,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ld Fish Aquaculture Technology Seminar will be held on October 29th, 
2019 in Qingdao, jointly held by China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Alliance 

(CAPPMA), Heilongjiang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itute (HRFRI), and Aller Aqua.

冷水鱼产业是中国水产养殖产业中的重要部分，为推动冷水鱼产业健康发展，由中国水
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主办的、爱乐水产承办的 “

第二届国际冷水鱼产业发展论坛暨国家冷水性鱼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会、三文鱼
分会年会”将于2019年10月29日在青岛举行。

ALLER AQUA QINGDAO  
INVITES YOU TO

HOST AND ORGANIZERS

OCTOBER 29TH 2019

LET’S GROW TOGETHER

近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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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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