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有助于 5, 6, 8, 10, 13 & 15

 Ì 1 此为粮安委第（41）届会议最终报告摘录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作用

1  欢迎粮食安全和营养

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

组）关于“发展可持续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促进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报告，

认为其结论为粮安委建议

提供了重要参考。

2  承认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对粮食安全和营养所做的

贡献，是蛋白质和必需营

养素的主要来源，同时也

提供了收入和生计来源。

3  承认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的可持续发展是促进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基本条件。

4  建议利益相关者采取以

下行动应对发展、政策、

管理和实施方面的挑战，

以保持并加强可持续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对营养和粮

食安全的贡献：

粮安委: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在2014年第41届会议上批准了以下有关发
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的建议。1.

核心重点：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政策建议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314/CFS41/CFS41_Final_Report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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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在粮食安全和营养

背景下解决产能过剩和过

度捕捞问题而开展的各项

工作。

 ĵ支持并推动采取各项举

措尽量减少鱼类丢弃物和

鱼品价值链各环节的收获

后损失和浪费。

 ĵ加强国际统计工作并支

持开展研究，不断完善鱼

类生产和消费对营养所产

生影响的相关知识。

 ĵ承认地方和土著捕鱼社

区的知识，鼓励在粮食安

全和营养方面将其加以应

用。

B  推动实施可持续渔业和
水产养殖政策和管理以及制
定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促进
粮食安全和营养

 ĵ推动实施联合国粮农

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

则》，提高渔业对粮食安

全的贡献。

 ĵ收集信息和数据，不断

完善关于气候变化对渔业

收获和养殖影响的知识，

并监测气候变化给渔业资

源带来的影响。

 ĵ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渔

业和水产养殖政策中的主

流内容，在制定气候变化

政策时酌情包含关于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的考量。

A  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战
略、政策和计划中赋予鱼类
应有的地位

 ĵ将鱼类作为粮食安全和

营养战略、政策和计划中

显而易见且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特别是推动把鱼

类作为良好蛋白质和微量

营养素的来源。

 ĵ鼓励鱼类消费，尤其鼓

励孕期和哺乳期妇女、儿

童（通过学校供膳计划等

方式）和老人消费鱼品。

 ĵ推动食品安全成为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

 ĵ支持根据里约+20会议

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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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ĵ推动发展和落实南南合

作与南北合作，鼓励水产

养殖经验的分享和借鉴。

D  承认小规模渔业的贡献

 ĵ承认小规模渔业对实现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具体贡

献。

 ĵ在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方面，促进并支持实施《

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

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

自愿准则》。

 ĵ确定和推广旨在应对

土地利用型农业影响的相

关政策、计划和活动，包

括对沿海和内陆水域污染

物、沉淀物和营养素的管

理。

C  抓住机遇，应对水产养
殖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ĵ推动和支持研究、创新

和发展举措，在适当考虑

提高饲料利用率和控制疫

病的同时，提高可持续水

产养殖业对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贡献。

©FAO/Ines Gons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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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ĵ在设计和实施与渔业相

关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及计

划时，考虑到小规模渔业

的要求，包括在制定投资

方案时酌情加以考虑。

 ĵ支持地方组织促进将小

规模渔业纳入决策进程。

E  加强鱼品市场及贸易对
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ĵ促进将粮食安全和营养

纳入鱼品贸易相关政策和

机制目标。

 ĵ努力发展、推动和促进

有利于实现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鱼类贸易，同时避免

造成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

垒。

 ĵ努力避免可能给小规

模渔业和小规模水产养殖

业带来负面影响的贸易措

施。

 ĵ促进鱼品价值链实现公

平回报，鼓励鱼类生产者

和消费者在充分考虑食品

安全的同时，彼此间建立

直接的贸易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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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律享有充足食物权的

所有决定。

 ĵ在考虑《国家粮食安

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

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

则》的同时，促进保护粮

食不安全人群、渔业社区

以及土著和部落居民的现

有权利和对相关地点的持

续权属。

 ĵ考虑影响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以及相关社区的政

策、干预和投资对实现粮

食安全和营养的影响。

 ĵ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发

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以实

现：

 k对其现有的水生资源进行可
持续管理；

 k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
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行为；

F  改善社会保护和劳工权
利

 ĵ努力改善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的工作条件，包括

保证海上安全，推动体面

工作，消除强迫劳动和童

工，改善社会保障系统。

 ĵ想方设法将捕鱼和劳动

相关法规的执行工作纳入

进来。

G  充分解决渔业和水产养
殖业的性别问题

 ĵ高度重视通过充分规

划、立法、承认或分配权

利与资源、以及宣传妇女

对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所

做的贡献，为从事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的妇女提供支

持。

 ĵ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鼓励妇女在政策、投资、

项目及捕鱼和入渔权利体

系拥有参与权和获取权。

 ĵ推广针对女性的培训，

收集按性别分列的相关数

据。

 ĵ承认女性渔民在近海和

内陆渔业收获方面的工作

和贡献，保证在这一背景

下她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H  将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
的关切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
业相关的政策与计划

 ĵ促进实施《国家粮食安

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

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

则》，并认识到第8.3条就

有关集体使用和管理的土

地、渔业和森林的特殊相

关性。

 ĵ鼓励渔业社区和渔工参

与影响其生计和其根据各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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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促进和支持实施《粮食安全
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
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k推动获得资金和市场，尤其
是帮助小规模渔业和小规模水
产养殖业；

 k加强渔民和养殖户协会建
设；

由此提高鱼类对实现粮食

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ĵ采取适当行动，在适

用时根据各国法律和相关

国际文书，防止、制止和

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

制捕鱼行为，同时认识到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

鱼行为给地方和国家粮食

安全与营养带来的负面影

响。

I  此外粮安委请粮农组织：

 ĵ发挥牵头作用，改进鱼

类资源评估工具，鼓励采

取可持续渔业管理办法，

推动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

展，以提高鱼类对粮食安

全和营养的贡献。

 ĵ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

尤其是鼓励小规模渔业的

有效参与，并将渔业和水

产养殖议题纳入主要的全

球计划和倡议中，同时适

当考虑粮食安全、营养和

减贫，以期协助促进完善

渔业相关政策。

 ĵ在农业、粮食安全和营

养相关所有文件中，明确

指出鱼类资源、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在抗击饥饿，保

证所有人享有营养食物方

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FAO/ Tony Karumba

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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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委请所有成员、与会者、利益相关方和渔委 ：

 o 提高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重要

性的认识，尤其是在举办“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和

编制2015年后发展议程时，还要向国际组织和机构宣

传高专组关于“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促进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报告和粮安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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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是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和政府间平台，所有利益相关方

都能藉此共同努力，确保人人获得粮食安全和营养 

 Ĉ fao.org/cfs/zh

 � cfs@fao.org

政策建议是粮安委《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促进粮食安全
和营养

http://www.fao.org/cfs/cfs-home/zh/
http://www.fao.org/3/a-i3844c.pdf
http://www.fao.org/3/a-i3844c.pdf
http://www.fao.org/3/a-i3844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