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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2016 年 7 月 11－15 日，罗马 

渔 业 海 上 安 全  

 

 

内容提要 

本文件对粮农组织近期在渔业海上安全方面为支持落实《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行为守则》）所开展的活动加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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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粮农组织《行为守则》在第 6.17 条中明确表述了“安全”原则，强调“各国

应确保渔业设施、设备和所有渔业活动能够提供安全、健康和公平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且能达到相关国际组织通过的国际上商定的标准”。第 8.1.5 条进一步阐述了

“安全”原则，要求各国“确保每个从事渔业作业的人都应达到健康和安全标准，

且该标准不应低于相关国际协定有关工作和服务条件的最低要求”。第 8.4.1 条提及

渔业作业时要求“各国应确保从事渔业生产的同时合理保障人身安全”。 

2. 渔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每年死亡人数达到 2.4 万以上 1

（相当于每年每 10 万渔民中有近 80 人死亡）。渔委在 2014 年会议上强调了渔业

领域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并欢迎粮农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国际海

事组织（海事组织）在这方面建立的有效合作。许多成员强调了海上安全、强迫

劳动以及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活动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成员提到了劳

工组织第 188 号公约和 1993 年《托雷莫利诺斯议定书》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

2012 年开普敦协定（《开普敦协定》）。  

II. 改进渔业海上安全的最佳做法 

3. 根据渔委建议，粮农组织秘书处编制了改进渔业领域海上安全最佳做法的

技术准则。除渔船外，这些准则 2还提到从事水产养殖的船舶作业。准则主要供

海事、劳工和渔业管理部门，产业以及渔业协会和代表使用。准则旨在提高对众

多海上安全问题的认识并就一系列必须解决的广泛问题提供指导，以便采取有效

和综合方式解决安全问题。  

III. 渔业资源管理措施对渔业作业安全的影响  

4. 2001年，粮农组织发布了题为“海上安全是渔业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件3，

指出应将海上安全纳入各国总体渔业管理。此外，粮农组织与研究人员签订合同，

委托他们编制全世界 16 个国家渔业管理与安全国别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

分析、结论和建议载于题为“国际商业渔业管理制度安全研究：案例报告合集”的

粮农组织第1073号渔业及水产养殖通函4。该出版物是第一份在全球层面对渔业资源

管理措施对渔业作业安全影响开展实证综述的文件。该文件还就如何帮助提升渔业

安全给渔业管理人员提供了实用准则。  

                         
1 劳工组织。1999 年。渔业安全与健康三边会议，1999 年 12 月 13－17 日，日内瓦。  

2 粮农组织。渔业作业。1. 改进渔业领域海上安全的最佳做法。《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第 1 号，

增补 3。罗马。  

3 粮农组织第 966 号渔业通函。  

4 见文件 COFI/2016/SBD.2。  

http://www.fao.org/3/a-i5552e.pdf
http://www.fao.org/3/a-i4740e.pdf
http://www.fao.org/3/a-i4740e.pdf
http://www.fao.org/docrep/003/x9656e/x9656e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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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关于 1977 年《国际渔船安全托雷莫利诺斯公约》的 

1993 年《托雷莫利诺斯议定书》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  

2012 年开普敦协定（《开普敦协定》）  

5. 《开普敦协定》于 2012 年获得通过；如核准国家数量不少于 22 个且核准

国家船长不少于 24 米的公海作业渔船数量不低于 3 600 艘，则《开普敦协定》

将在核准后的 12 个月生效。截至 2016 年 4 月 19 日，仅有拥有 694 艘渔船的 5 个

国家（刚果、丹麦、冰岛、荷兰和挪威）核准了《开普敦协定》。  

6. 2015 年 12 月，海事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针对 2012 年《开普敦协定》

的生效和实施，通过了第 A.1107（29）号决议并： 

 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尽早接受《开普敦协定》；  

 请在成为《开普敦协定》缔约方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政府将具体情况告知

海事组织，以便考虑在此方面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提供必要技术援助；  

 请海事安全委员会审查《开普敦协定》生效相关情况，并根据审查结果

采取适当行动；  

 请海事组织秘书长采取可能需要的任何此类的其他措施，从而帮助成员国

成为缔约方并落实《开普敦协定》。  

7. 除改进渔业领域海上安全外，预计《开普敦协定》还将成为打击非法、

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有效工具；因为，《开普敦协定》约束范围内的渔船将

遵守港口国管控规定。  

8. 2012 年通过《开普敦协定》后，粮农组织同意了海事组织的要求，帮助

海事组织召开关于落实《开普敦协定》的区域研讨会。截至目前，上述研讨会已

在摩洛哥、秘鲁、伯利兹和印度尼西亚召开。 

9. 粮农组织 /海事组织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有关事项联合特设

工作组（联合工作组）5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16－18 日在英国伦敦海事组织

总部召开。会议对接受 2012 年《开普敦协定》的缓慢进展深表关切并建议：  

(a) 海事组织秘书处与粮农组织秘书处合作，进一步考虑组织国际活动，特别

是邀请拥有大规模渔船船队的国家参与，重点在技术和决策层面审议 2012 年

《开普敦协定》生效以及为海事组织能力建设提供支持相关事宜；  

(b) 粮农组织和海事组织秘书处、各自成员国及区域组织分享有关加入 2012 年

《开普敦协定》进程的信息，这可能有助于推动该文书的生效；  

(c) 海事组织和粮农组织请成员国酌情利用《守则》第 B 部分、自愿准则及

安全建议的实施准则。就 2012 年《开普敦协定》而言，这些文书十分有益。  

                         
5 还可见文件 COFI/2016/SBD.8－粮农组织 /海事组织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有关事项联合特设

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报告。  

http://www.fao.org/fi/oldsite/eims_search/1_dett.asp?calling=simple_s_result&lang=en&pub_id=314998
http://www.fao.org/fi/oldsite/eims_search/1_dett.asp?calling=simple_s_result&lang=en&pub_id=31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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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995 年渔船船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10. 《1995 年渔船船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公约》）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生效，规定了船长 24 米及以上海运船舶船员的发证和最低培训要求。近期，

海事组织开始对《公约》开展全面审查并预期在 2018 年完成审查。上述联合工作

组在第三次会议上建议，海事组织根据对《公约》附件开展审查的结果，与粮农

组织和劳工组织合作，对“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海事组织渔船船员培训和发证指导

文件”进行审查。  

VI. 劳工组织 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 

11. 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于 2007 年在劳工组织第九十六届

国际劳工大会上获得通过。《渔业工作公约》旨在确保渔民享有体面的船上工作

条件，满足以下方面的最低要求：船上工作、服务环境、食宿、职业安全和健康

保护、医疗卫生及社会保护。国际劳工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港口国管控的决议，

决议要求劳工组织就此问题向粮农组织和其他方面寻求技术专家意见。  

12. 《渔业工作公约》将在 10 个成员国（其中 8 个为沿海国家）核准后的

12个月生效。截至 2016年 4月 19日，7个国家（阿根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刚果、法国、摩洛哥、挪威和南非）核准了《渔业工作公约》。  

13. 劳工组织对《渔业工作公约》核准的缓慢进展表示关切，并组织了相关

活动，探讨落实《渔业工作公约》所面临的挑战。粮农组织参加了 2013 年在

日内瓦召开的劳工组织全球对话论坛，论坛强调了该渔业对于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以及解决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问题的重要性。论坛还请劳工组织总干事

继续拓展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渔业政策和计划的

协调性，推动第 188 号《渔业工作公约》的核准和有效落实。  

14. 2015 年 9 月，劳工组织召开了通过“为落实 2007 年《渔业工作公约》

（第 188 号）的船旗国准则”的专家会议，粮农组织与会。会议通过的“准则”

特别提及了 2014 年《船旗国表现自愿准则》；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海事组织关于

《守则》第B 部分、自愿准则及安全建议的实施准则；以及粮农组织关于改进渔业

领域海上安全最佳做法的技术准则。 

VII. 渔民安全网 

15. 粮农组织通过全球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渔业海上安全项目（GCP/GLO/200/MUL）6，

建立了“渔民安全网”。目前，该网站是提供高质量海上安全材料的主要门户，重点

提供渔民和渔船相关材料。该网站由粮农组织主办，由部分专家组（包括劳工组织

和海事组织专家）管理，网址如下：www.fao.org/fishery/safety-for-fishermen。 

                         
6 该项目得到了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海事组织和瑞典海事局的支持。  

http://www.ilo.org/sector/Resources/codes-of-practice-and-guidelines/WCMS_428592/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org/sector/Resources/codes-of-practice-and-guidelines/WCMS_428592/lang--en/index.htm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1905a0ab-0396-460c-aeb5-1badf6ca83ba/
http://www.fao.org/fi/oldsite/eims_search/1_dett.asp?calling=simple_s_result&lang=en&pub_id=314998
http://www.fao.org/fi/oldsite/eims_search/1_dett.asp?calling=simple_s_result&lang=en&pub_id=314998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a1b72478-f598-43f0-81c6-98f957d7bf4d/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a1b72478-f598-43f0-81c6-98f957d7bf4d/
http://www.fao.org/fishery/safety-for-fisher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