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 

 

农业部通告〔2017〕6号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和 2017年中央 1号文

件“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等要求，切实保护长江水

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经

商沿江各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从 2018年 1月 1日起率先在长江上游珍稀

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包括水生动植物自然保

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逐步施行全面禁捕。 

现将拟率先全面禁捕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予以通告。通告发布

后新建立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均施行全面禁捕。 

 

附件：率先全面禁捕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 

 

农业部 

2017年 11月 5日 

 

附件 

率先全面禁捕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 

 

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 
序号 保护区名称 省（市） 行政区域 



1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云南省、

贵州省、

四川省、

重庆市 

云南省昭通市，贵州省毕节市、

遵义市，四川省宜宾市、泸州市，

重庆市永川区、江津区、九龙坡

区 

2 秦州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省 天水市 

3 陕西略阳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陕西省 汉中市 

4 
陕西太白湑水河珍稀水生生物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陕西省 宝鸡市 

5 
陕西丹凤武关河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陕西省 商洛市 

6 诺水河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 巴中市 

7 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省 张家界市 

8 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9 洪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0 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咸宁市 

11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 铜陵市、池州市、芜湖市 

12 牛栏江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 云南省 曲靖市 

13 金沙江绥江段珍稀特有鱼类县级自然保护区 云南省 昭通市绥江县 

14 康县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省 陇南市 

15 文县白龙江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省 陇南市 

16 汉王山东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 广元市 

17 周公河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 眉山市、雅安市 

18 天全河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 雅安市 

19 宝兴河珍稀鱼类市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 雅安市 

20 色曲河州级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21 乌江-长溪河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市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22 三黛沟县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3 合川大口鲶县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市 合川区 

24 七眼泉市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省 张家界市 

25 华容集城长江故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26 岳阳东洞庭湖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27 黄盖湖中华鲟、胭脂鱼县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临湘市 

28 西洞庭湖水生野生动植物县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汉寿县 

29 竹溪万江河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30 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宜昌市 

31 梁子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鄂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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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33 咸宁市西凉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咸宁市 

34 孝感市老灌湖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35 天门市橄榄蛏蚌市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天门市 

36 清江中上游水生野生动物市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37 三峡库区恩施州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38 西陕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河南省 三门峡市 

39 潦河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省 宜春市 

40 铜鼓棘胸蛙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省 宜春市 

41 井冈山市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省 吉安市 

42 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省 
南昌市、上饶市、九江市、鹰潭

市 

43 鄱阳湖鲤鲫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省 
南昌市、上饶市、九江市、鹰潭

市 

44 鄱阳湖银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省 南昌市、上饶市、鹰潭市 

45 巢湖渔业生态市级保护区 安徽省 合肥市 

46 岳西县大鲵市级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47 安庆市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48 黄山大鲵市级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 黄山市 

49 宁国市黄缘闭壳龟县级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 宣城市宁国市 

50 金寨县大鲵县级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金寨县 

51 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省 南京市 

52 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省 镇江市 

53 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上海市 上海市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序号 保护区名称 省（市） 行政区域 

1 滇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云南省 昆明市 

2 白水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云南省 昭通市 

3 程海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云南省 丽江市 

4 白水江重口裂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甘肃省 陇南市 

5 永宁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甘肃省 陇南市 

6 
嘉陵江两当段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甘肃省 陇南市 

7 甘肃宕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甘肃省 陇南市 

8 白龙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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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太平河闵孝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0 马蹄河鲶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1 松桃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2 龙川河泉水鱼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3 印江河泉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4 谢桥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5 锦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6 龙底江黄颡鱼大口鲇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7 乌江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8 潕阳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铜仁市 

19 翁密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20 清水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21 六冲河裂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毕节市 

22 油杉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毕节市 

23 芙蓉江大口鲶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遵义市 

24 芙蓉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遵义市 

25 马颈河中华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遵义市 

26 龙江河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黔东南州 

27 龙江河裂鳆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黔东南州 

28 舞阳河黄平段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黔东南州 

29 仪陇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南充市 

30 李家河鲫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南充市 

31 构溪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南充市 

32 蒙溪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内江市 

33 龙潭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达州市 

34 
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四川省 广元市 

35 清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元市 

36 硬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元市 

37 西河剑阁段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元市 

38 插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元市 

39 焦家河重口裂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巴中市 

40 大通江河岩原鲤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巴中市 

41 恩阳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巴中市 

42 通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巴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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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平通河裂腹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绵阳市 

44 梓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绵阳市 

45 凯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绵阳市 

46 郪江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遂宁市、德阳市 

47 
嘉陵江岩原鲤中华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四川省 广安市 

48 大洪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安市 

49 渠江黄颡鱼白白甲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安市 

50 
渠江岳池段长薄鳅大鳍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四川省 广安市 

51 后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达州市 

52 巴河岩原鲤华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达州市 

53 岷江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眉山市、乐山市 

54 濑溪河翘嘴鲌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泸州市 

55 消水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南充市 

56 嘉陵江南部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南充市 

57 
镇溪河南方鲇翘嘴鱼白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四川省 自贡市 

58 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达州市 

59 嘉陵江合川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重庆市 合川区 

60 长江重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重庆市 
巴南区、南岸区、江北区、

渝北区、长寿区、涪陵区 

61 浏阳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长沙市 

62 
汨罗江平江段斑鳜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63 东洞庭湖鲤鲫黄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64 洞庭湖口铜鱼短颌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65 
南洞庭湖大口鲶青虾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66 汨罗江河口段鲶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67 东洞庭湖中国圆田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岳阳市 

68 
湘江潇水双牌段光倒刺鲃拟尖头鲌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永州市 

69 湘江刺鲃厚唇鱼华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永州市 

70 澧水源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张家界市 

71 
沅水辰溪段鲌类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怀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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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沅水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怀化市 

73 耒水斑鳢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郴州市 

74 
北江武水河临武段黄颡鱼黄尾鲴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郴州市 

75 
浙水资兴段大刺鳅条纹二须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湖南省 郴州市 

76 
洣水茶陵段中华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株洲市 

77 湘江株洲段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株洲市 

78 澧水石门段黄尾密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 

79 
沅水桃源段黄颡鱼黄尾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 

80 
沅水桃花源段鲂大鳍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常德市 

81 沅水鼎城段褶纹冠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 

82 
沅水武陵段青虾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常德市 

83 
资水新邵段沙塘鳢黄尾鲴国家级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湖南省 邵阳市 

84 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娄底市 

85 
资江油溪河拟尖头鲌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湖南省 娄底市 

86 资水益阳段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益阳市 

87 
南洞庭湖银鱼三角帆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益阳市 

88 南洞庭湖草龟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益阳市 

89 湘江湘潭段野鲤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湘潭市 

90 湘江衡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衡阳市 

91 
永顺司城河吻鮈大眼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92 
龙山洗车河大鳍鱯吻鮈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93 酉水湘西段翘嘴红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94 安乡杨家河段短河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 

95 虎渡河安乡段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 

96 
澧水洪道熊家河段大口鲇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湖南省 常德市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329865-5565039.html&q=%E6%B0%B8%E5%85%B4%E5%8E%BF%E5%B1%9E%E4%BA%8E%E4%BB%80%E4%B9%88%E5%B8%82&ts=1509009341&t=0fd2d1a81828cc221016f6577199194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2360869-2496539.html&q=%E6%A0%AA%E6%B4%B2%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481&t=39bea3f166229d9deba344deeb850cb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67078-5782208.html&q=%E7%9F%B3%E9%97%A8%E5%8E%BF%E5%B1%9E%E4%BA%8E%E4%BB%80%E4%B9%88%E5%B8%82&ts=1509009372&t=5b928e14205d7e73e7bf547d2b05cfe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67078-5782208.html&q=%E9%BC%8E%E5%9F%8E%E5%8C%BA%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276&t=77f57c9412337c71e52777118f5c7ac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67078-5782208.html&q=%E6%AD%A6%E9%99%B5%E5%8C%BA%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316&t=7d4681cb445f7ade5c5800895e383c9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95650-5808251.html&q=%E6%96%B0%E9%82%B5%E5%8E%BF%E5%B1%9E%E4%BA%8E%E4%BB%80%E4%B9%88%E5%B8%82&ts=1509009778&t=a30c38764b0d53744bc7f4f8f3992da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385526-5621974.html&q=%E6%96%B0%E5%8C%96%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291&t=93e490cf35886153727840ad3500ce5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385526-5621974.html&q=%E6%96%B0%E5%8C%96%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334&t=eee9c9d37cf0b2df6a95dbd41b3c299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74601-5789019.html&q=%E5%8D%97%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384&t=b133a0a541eb460aad8ec589f614f45
http://www.so.com/link?m=a83WgASd5POK2VPX93G5B6RsfWtCk5r1CNjcadkFIlCGmXYYWoouGhNbRDAaX9SAuGnHpl9CQvSKnaGE+TNDMQjM6+EAfSIQ4wU8rm9bD3AteM6bm2BwhXSAmnQmjtmscDLWCYYwaOPgqB4bAGRbDfEie7OMPK68W3xpsidnlD+qBzaLKeHZfP4kyBbDETE4HKnRc1K9ysBBpBUe8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67078-5782208.html&q=%E5%AE%89%E4%B9%A1%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531&t=001d0d6fedb3bd04e73b8bae24da29d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67078-5782208.html&q=%E5%AE%89%E4%B9%A1%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531&t=001d0d6fedb3bd04e73b8bae24da29d
http://www.so.com/link?url=http://baike.so.com/doc/5567078-5782208.html&q=%E5%AE%89%E4%B9%A1%E5%8E%BF%E5%B1%9E%E4%BA%8E%E5%93%AA%E4%B8%AA%E5%B8%82&ts=1509011531&t=001d0d6fedb3bd04e73b8bae24da29d


97 武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武汉市 

98 鲁湖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武汉市 

99 梁子湖武昌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武汉市、鄂州市 

100 花马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鄂州市 

101 圣水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102 
堵河龙背湾段多鳞白甲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103 丹江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104 堵河黄龙滩水域鳜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105 
丹江口库区武当山水域王家河鲌类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106 汉江郧县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十堰市 

107 琵琶湖细鳞斜颌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随州市 

108 
溠水河黑屋湾段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北省 随州市 

109 
先觉庙漂水支流细鳞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北省 随州市 

110 
府河支流徐家河水域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湖北省 随州市 

111 大富水河斑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2 汉江汉川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3 汉北河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4 涢水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5 府河细鳞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6 观音湖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7 野猪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8 王母湖团头鲂短颌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19 龙潭湖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20 龙赛湖细鳞鲴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21 姚河泥鳅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孝感市 

122 西凉湖鳜鱼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咸宁市 

123 皤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咸宁市 

124 富水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咸宁市 

125 长江监利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26 杨柴湖沙塘鳢刺鳅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27 淤泥湖团头鲂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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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洪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29 庙湖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0 牛浪湖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1 崇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2 南海湖短颌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3 洈水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4 王家大湖绢丝丽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5 金家湖花鱼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6 红旗胡泥鳅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7 东港湖黄鳝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138 长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荆门市 

139 汉江钟祥段鳡鳤鯮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门市 

140 
汉江沙洋段长吻鮠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门市 

141 钱河鲶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门市 

142 惠亭水库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门市 

143 南湖黄颡鱼乌鳢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门市 

144 沙滩河中华刺鳅乌鳢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门市、宜昌市、襄阳市 

145 
清江宜都段中华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湖北省 宜昌市 

146 清江白甲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宜昌市 

147 沮漳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宜昌市 

148 汉江襄阳段长春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襄阳市 

149 保安湖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石市 

150 猪婆湖花鱼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石市 

151 长江黄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石市、黄冈市 

152 太白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冈市 

153 策湖黄颡鱼乌鳢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冈市 

154 赤东湖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冈市 

155 望天湖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冈市 

156 天堂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冈市 

157 金沙湖鲂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黄冈市 

158 上津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石首市 

159 胭脂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石首市 

160 玉泉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神农架林区 

161 五湖黄鳝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仙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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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汉江潜江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潜江市、天门市 

163 咸丰忠建河大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64 丹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河南省 南阳市 

165 鸭河口水库蒙古红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河南省 南阳市 

166 鄱阳湖鳜鱼翘嘴红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南昌市、上饶市 

167 万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上饶市 

168 信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上饶市 

169 定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宜春市 

170 
袁河上游特有鱼类（棘胸蛙）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江西省 宜春市 

171 萍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萍乡市 

172 芦溪棘胸蛙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萍乡市 

173 
德安县博阳河翘嘴鲌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74 修水源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75 修河下游三角帆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76 长江江西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77 八里江段长吻鮠鲶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78 庐山西海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79 太泊湖彭泽鲫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九江市 

180 赣江源斑鳢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赣州市 

181 琴江细鳞斜颌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赣州市 

182 濊水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赣州市 

183 东江源平胸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赣州市 

184 桃江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赣州市 

185 上犹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赣州市 

186 抚河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抚州市 

187 宜黄棘胸蛙大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抚州市 

188 泸溪河大鳍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鹰潭市 

189 昌江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景德镇市 

190 赣江峡江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吉安市 

191 阊江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黄山市 

192 黄姑河光唇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黄山市 

193 
新安江歙县段尖头鱥光唇鱼宽鳍鱲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黄山市 

194 长江河宽鳍马口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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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城西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 

196 万佛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 

197 城东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 

198 漫水河蒙古红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 

199 武昌湖中华鳖黄鳝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0 泊湖秀丽白虾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1 
长江安庆江段长吻鮠大口鲶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2 破罡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3 花亭湖黄尾密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4 嬉子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5 长江安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06 淮河荆涂峡鲤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蚌埠市 

207 怀洪新河太湖新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蚌埠市 

208 焦岗湖芡实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淮南市 

209 淮河淮南段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淮南市 

210 登源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宣城市 

211 青龙湖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宣城市 

212 徽水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宣城市 

213 秋浦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池州市 

214 黄湓河鰕虎鱼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池州市 

215 龙窝湖细鳞斜颌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芜湖市 

216 池河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滁州市 

217 淮河阜阳段橄榄蛏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阜阳市 

218 故黄河砀山段黄河鲤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宿州市 

219 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南京市 

220 
长江大胜关长吻鮠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江苏省 南京市 

221 阳澄湖中华绒螯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苏州市 

222 
太湖银鱼翘嘴红鲌秀丽白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江苏省 苏州市 

223 太湖青虾中华绒螯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苏州市 

224 长漾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苏州市 

225 淀山湖河蚬翘嘴红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苏州市 

226 太湖梅鲚河蚬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 

227 宜兴团氿东氿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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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长荡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常州市 

229 滆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常州市 

230 滆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常州市 

231 白马湖泥鳅沙塘鳢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淮安市 

232 洪泽湖青虾河蚬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淮安市 

233 洪泽湖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淮安市 

234 高邮湖大银鱼湖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淮安市、扬州市 

235 洪泽湖虾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淮安市、宿迁市 

236 宝应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扬州市 

237 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扬州市 

238 射阳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扬州市 

239 邵伯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扬州市 

240 高邮湖河蚬秀丽白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扬州市 

241 洪泽湖秀丽白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宿迁市 

242 洪泽湖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宿迁市 

243 骆马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宿迁市 

244 骆马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宿迁市、徐州市 

245 
长江扬中段暗纹东方鲀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江苏省 镇江市 

246 
长江靖江段中华绒螯蟹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江苏省 泰州市 

247 金沙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盐城市 

248 长江如皋段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南通市 

249 高邮湖青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淮安市、扬州市 

250 洪泽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苏省 宿迁市泗阳县 

251 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江

苏省、上海

市 

安徽省安庆市，江苏省南

通市，上海市 

252 漾弓江流域小裂腹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云南省 大理市 

253 黎明河硬刺裸鲤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云南省 丽江市 

254 复兴河裂腹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贵州省 遵义市 

255 琼江翘嘴红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遂宁市 

256 东河上游特有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广元 

257 嘉陵江南充段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南充 

258 龙溪河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泸州 

259 雅砻江鲈鲤长丝裂腹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260 阿拉沟高原冷水性鱼类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261 渠水靖州段埋头鲤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怀化 

262 上犹江汝城段香螺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郴州 

263 
松虎洪道安乡段瓦氏黄颡鱼赤眼鳟省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湖南省 常德 

264 宣恩白水河大鲵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65 牛山湖团头鲂细鳞鲴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武汉市 

266 白斧池鳜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267 中湖翘嘴鮊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湖北省 荆州市 

268 丰溪河花鱼骨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上饶市 

269 萍乡红鲫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萍乡市 

270 信江翘嘴红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上饶市 

271 信江源黄颡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江西省 上饶市 

272 白荡湖翘嘴红鮊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铜陵市 

273 黄湖中华绒螯蟹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安庆市 

274 旌德县平胸龟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宣城市 

275 
淮河蚌埠段四大家鱼长春鳊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安徽省 蚌埠市 

276 城东湖芡实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六安市 

277 
夹溪河瘤拟黑螺放逸短沟蜷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安徽省 黄山市 

278 芡河鳜鱼青虾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亳州市 

279 芡河湖大银鱼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安徽省 蚌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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