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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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和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相关文书实施进展 

 

内容提要 

本文汇总介绍自上一次向 2014 年召开的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做相关报告以来，

粮农组织各成员、区域渔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实施 1995 年《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守则》）及其相关文书方面的相关进展情况。文件还在已获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确定的全球框架内，回顾双年度旗舰出版物《世界

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为各部门决策层工作提供支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特别

是为粮农组织工作提供的支持，同时介绍《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

主要内容，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当前状况、近期趋势以及未来前景。 

建议渔委采取的行动 

提请渔委： 

 强调粮农组织在报告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方面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

同时就渔委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此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提出建议； 

 强调《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相关性并就其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框架内所应发挥的作用以及该出版物应如何进一步改进提出建议； 

 注意到《守则》实施方面的进展，并就如何解决在《守则》各项内容和实施

方面发现的不足和局限提出建议；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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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问卷答复率创出新高，并鼓励成员遵守自身在相关文书答复方面的

义务； 

 就如何继续扩宽和加深《守则》的实施提出指导意见； 

 就如何扩大利用通过《守则》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提出建议，包括用于

有关其它进程、特别评估和研究报告以及具体技术报告； 

 就对文件内容的审核以及进一步加强网上调查和相关数据管理及数据处理

工具提出建议； 

 注意到有关渔业部门海上安全方面的进展，包括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及国际海事组织开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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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部分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1.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通常选择在渔委会前完成和发布。由于最近

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同时预计媒体对《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所

包含相关数据将表示出高度关注，因此该出版物原定时间安排出现了一些调整。 

2. 包含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获得通过，其

中若干目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高度相关；因此呼吁采取新方法和组合手段，使

各项政策、计划、伙伴关系和投资形成合力，以实现共同目标。 

3. 本文件旨在：(i) 讨论出版物《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为各部门决策者

提供支持，尤其是在《2030 年议程》所设定的全球新框架内，为粮农组织工作提

供支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ii) 介绍《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所包含

的主要内容，涉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当前状况、近期趋势和未来前景。 

4.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将促使各方全面、客观、从全球视角出发审视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尤其是该部门的新问题。《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是这份两年度出版物自 1994 年首次发布以来推出的第 12 期。 

出版物《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作用和影响 

5.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以及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其它产品在

科学政策之间关联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已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作为案例得到

讨论。 1 

6. 该项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以粮农组织评价办公室就粮农组织各出版物开

展的一次较大范围的评价为基础，目的是评估粮农组织出版物《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预期成效。 2这次评估在收集有关该出版物的相

关性、质量和有效性的相关实证时，采用了以下工具：(i) 书面材料审查；(ii) 与

关键受访人开展访谈； 3 (iii) 用户（读者）调查； 4 (iv) 网络和网络计量分析。 

  

                         
1 Ababouch, L.、Taconet, M.、Plummer, J.、Garibaldi, L.和 Vannuccini, S.。2016。“在科学和政策之间架起

桥梁，促进各方对渔业知识的了解：联合国粮农组织案例分析”。收录于：B.H. MacDonald、S.S. Soomai、
E.M. De Santo 和 P.G. Wells 编。《加强科学、信息和政策之间的关联，促进有效开展沿海和海洋管理》，

第 389－417 页。美国博卡拉顿，CRC 出版社，Taylor & Francis 集团。共 474 页。  
2 粮农组织。2015。“评价粮农组织对粮食及农业知识做出的贡献”[网上]。附件 2.7，第 93－111 页。评价

办公室。主题评价系列。罗马。[引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www.fao.org/evaluation/oed-documents-and-reports/en/ 
3 通过与粮农组织工作人员的磋商，从 12 个国家共选取了约 200 名受访人参与用户调查。由各国常驻粮农

组织代表处负责分发问卷的一次成员国调查共收到来自 38 个国家政府的答复。  
4 基于对 252 份已完成问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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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网上流量看，粮农组织文件数据库相关数据表明，《2014 年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每月平均浏览量为 21 247 次（2014 年 7 月－2016 年 4 月），有数

据的最近一个月（2016 年 4 月）的浏览量为 19 338 次。 

8. 评估发现，决策层将《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视为了解全球趋势和统计

数据的一个关键来源，同时也是了解渔业相关话题和内容的知识源，可为决策和

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该出版物的一项主要作用是将全球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数据

进行相互关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有助于促进部门统计数据逐年改善，而这些

数据反过来又能为多项分析工具和研究活动再利用。在计划管理人员中，约 64%的

受调查人表示该出版物在部门战略或计划的制定/改进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为中到大。 

9. 评估还发现，民间社会、媒体单位和作为伙伴方的国际组织经常在各类研

讨会、科研论文和媒体文章中引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的内容。 

10. 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本部门层面和不

同用户群中的利用和采纳情况看起来相当不错，实证表明，采纳率在决策者、计

划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学术界中尤为突出。 

11. 除了从最近开展的这次正式评估中获得的证据外，我们还可以引用美国膳食

指南咨询委员会（DGAC）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证实《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在科学与政策相结合这一点上具备的相关性和产生的影响。该委员会在 2015 年提交

给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的报告 5中称，“最后，就问题 4：世界是否有能力生产

足够富有营养的海产品，本委员会采用了粮农组织《2012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

状况》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是有关此话题的最新、最全面的资料，……”。 

《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部分关键内容 

12. 2014 年全球捕捞渔业总产量为 9 340 万吨，其中 8 150 万吨来自海洋水域，

1 190 万吨来自内陆水域。鳀鱼自 1998 年来首次失去捕捞量位居首位的地位，位居

阿拉斯加狭鳕之后。四大高价值物种（金枪鱼、龙虾、对虾和头足类）于 2014 年

创出捕捞量新高。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的总捕捞量接近 770 万吨。 

13. 2014 年的一项里程牌式事件是水产养殖业对食用水产品供应量的贡献率首

次超过野生捕捞水产品。中国在这一增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其水产养殖产量占

世界总量的 60%以上；而世界其它地区（不包括中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在食用水

产品总供应量中所占比例自 1995 年来也已至少上升了一倍。 

  
                         
5 膳食指南咨询委员会（DGAC）。2015。《膳食指南咨询委员会 2015 年科学报告。提交给卫生与人类服务

部部长及农业部长的咨询报告》[网上]。[引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www.health.gov/dietaryguidelines/2015-
scientific-report/PDFs/Scientific-Report-of-the-2015-Dietary-Guidelines-Advisory-Committ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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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过去 50 年来，食用水产品的全球供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1961－2013
年间年均增幅为 3.2%。世界人均表观水产品消费量已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9.9 公

斤增加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4.4 公斤，再提高到 2013 年的 19.7 公斤，初步估计

2014 年和 2015 年将进一步提高到 20 公斤以上。 

15. 2013 年，水产品在全球人口动物蛋白摄入量中占比约 17%，在所有蛋白质

总摄入量中占比 6.7%。此外，对 31 亿多人口而言，水产品在其日均动物蛋白摄入

量中占比接近 20%。 

16. 2014 年水产养殖总产量达到 7 380 万吨，估计首次销售价值为 1 602 亿美元，

其中包括 4 980 万吨有鳍鱼（992 亿美元）、1 610 万吨贝类（190 亿美元）、690 万吨

甲壳类（362 亿美元）和 730 万吨包括两栖类在内的其它水产品（37 亿美元）。 

17. 据估计，2014 年共有 5 660 万人在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初级部门就业，其中

36%为全职就业，23%为兼职，其余为临时性就业或情况不明。2014 年全球在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就业的人口中，84%位于亚洲，随后是非洲（10%）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4%）。在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的 1 800 万人中，94%位于亚洲。2014 年，女性在

直接从事初级生产的人数中占比 19%，但如果将二级产业（如加工、贸易）考虑

在内，女性在劳动力总量中则约占半数。 

18. 2014 年世界渔船总数估计约为 460 万艘。亚洲的渔船总数最多，共计 350 万艘，

占全球渔船总数的 75%，随后是非洲（15%）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6%）。从全球看，

2014 年报告的渔船中有 64%属机动船，其中 80%位于亚洲。2014 年，世界机动渔船

总数中约有 85%长度不足 12 米。在海上作业的长度超过 24 米的渔船数量 2014 年

估计约为 6.4 万艘。 

19. 据粮农组织对受评估的商品化水产种群的分析，处于生物学可持续状态的

水产种群所占比例已从 1974 年的 90%降至 2013 年的 68.6%。因此，估计有 31.4%
的种群处于生物学不可持续状态，遭到过度捕捞。在 2013 年受评估的种群中，

58.1%为已完全开发，10.5%为低度开发。 

20. 直接供人食用的水产品在世界水产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近几十年来已大幅上升，

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67%升至 2014 年的 87%，即超过 1.46 亿吨。其余 2 100 万吨

为非食用产品，其中 76%用于加工鱼粉和鱼油。 

21. 2014 年，直接供人食用的水产品中有 46%（6 700 万吨）采用生鲜或冷藏的

方式。冷冻是食用水产品的主要加工方式，2014 年在经加工的食用水产品中占比

55%，在水产品总产量中占比 26%。 

22. 发展中国家 1976 年的出口量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37%，但到 2014 年其出口值

所占比例已升至 54%，出口量（活重）所占比例已升至 60%。2014 年，发展中国家的

水产品出口值为800亿美元，水产品出口创汇净值（出口减去进口）达到4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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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治理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1）《巴黎

协定》的影响。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 169 项具体目标将在今后 15 年为各

国政府、国际机构、民间社会和其它机构提供行动框架，以努力实现消除极端贫

困和饥饿这一远大目标。 

24. 粮农组织的“蓝色增长倡议”帮助各国制定和实施与可持续捕捞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生计和粮食系统以及水生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经济增长等相关的全新

的全球议程。它将推动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渔业及水产养殖生态方法

（EAF/EAA）。在反映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它将瞄准多个脆弱的

沿海渔业社区，因为那里的生态系统已开始面临因污染、生境退化、过度捕捞和

破坏性做法带来的压力。 

25. 过去 20 年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已成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可持续

发展的全球参考工具。2014 年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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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小规模渔业治理和发展相关原则和方针达成的一项全球

共识，以加强粮食安全和营养。 

26. 《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港口国

措施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将成为在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行为的行动中

迈出的重要一步。 

27. “公海/非国家司法管辖区（ABNJ）”计划旨在推动在非国家司法管辖区内

开展渔业资源高效、可持续管理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实现国际上业已达成的

全球目标。这一为期五年的创新性计划始于 2014 年，由全球环境基金供资，由粮

农组织在与其它三家全球环境基金执行单位和多个伙伴方密切合作下，负责计划

的协调工作。 

28. 《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提及的若干问题包括：蓝色增长的

数据需求；提高对内陆渔业的估值；减少拖网捕鱼中的兼捕和丢弃物；通过渔民

组织和集体行动实现可持续渔业；促进体面劳动；水产养殖和气候变化。 

29. 特别研究要点包括：水生外来入侵物种；实现负责任内陆渔业的十大步骤；

营养：从承诺到行动；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抗灾能力；权属和使用权治理。 

30. 《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展望”一节以结合组织－粮农组

织《农业展望》中有关水产品的章节为基础，介绍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今后十年最

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它还简要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粮农组织的“蓝色增

长倡议”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未来发展中将要发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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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二部分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相关文书的实施进展 

引 言 

31. 粮农组织 1995 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 4 条指出，粮农组织将向粮农

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报告《守则》的实施情况。本报告是秘书处为渔委编写

的第十份报告，分别纳入三份文件，即本文件（COFI/2016/2）第二部分以及文件

COFI/2016/Inf.7 和 COFI/2016/SBD.1。报告所含信息由各成员、区域渔业机构、非

政府组织及秘书处共同提供。 

32. 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渔委对粮农组织就《守则》实施情况设计一份网上

调查问卷 6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各成员、区域渔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问卷

的答复率出现大幅上升表示欢迎。应渔委 2014 年提出的要求，秘书处进一步开发

了网上系统，同时改进了相关数据处理工具和简便性，还按照全球渔业和水产养

殖业最新进展以及问卷填写方提出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审查。另外，还采用同一

信息技术平台，开发出了提交给水产养殖和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的有关水产养殖和

鱼品贸易的辅助问卷网络版，形式与有关《守则》的主问卷保持一致。 

33. 鉴于各成员对小规模渔业的重视，《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也已获得通过，

因此在问卷中新增了五项有关小规模渔业的结构性问题。此外，在由区域渔业机构

填写的问卷中，新增了五项简介性结构性问题，侧重这些机构的设置、功能和宗旨。 

34. 共有 115 个成员 7（占粮农组织成员 8总数 58%）对针对 2016 年报告的问卷 9

做出了答复，创出有史以来答复率新高，比 2014年上一次报告的答复率提高 20%。

在今年答复问卷的成员中，其中 6 个成员以往从未提交过答复，另外 9 个成员已

十年以上未提交过答复。答复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亚洲（15 个国家提交答复，增幅

50%）、欧洲（33 个国家提交答复，增幅 50%）、拉丁美洲及加勒比（25 个国家

提交答复，增幅 47%），而近东区域的答复率与 2014年相比则出现了 45%的降幅，

其它区域的答复率与 2014 年基本持平。 

  

                         
6 http://www.fao.org/fishery/topic/166326/en 
7 欧盟代表其成员答复，但问题 18.2、18.3、19、20、32 和 42 除外，这些问题涉及将渔业纳入沿海地区管理、

公海作业渔船的挂旗和/或授权以及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的获取。s 
8 本报告中，“成员”是指答复了调查问卷的粮农组织成员，成员答复在报告编写过程中给予了考虑。  
9 问卷通过《守则》问卷信息系统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用电子邮件发送给粮农组织各成员、区域渔业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在 201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6 年 2 月 9 日之间共发送了 4 次“注册”提醒和 6 次“提交”提

醒。2015 年 12 月 14 日再次发送一份通知，将截止日期延长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随后于 2016 年 2 月 3 日

再次发送通知，将截止日期延长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  

http://www.fao.org/fishery/topic/16632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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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区域渔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答复率与 2014 年基本持平，共有 25 家区域渔

业机构 10和 10 家国际组织 11完成了网上电子问卷。 

36. 本文根据粮农组织各成员、区域渔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交的问卷答复，

介绍《守则》实施进展方面的主要发现。对答复信息的详细分析，即有关《守则》

在各国层面的相关活动和应用以及各区域渔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的分

析，均已在情况说明补充文件 COFI/2016/Inf.7 中做了介绍。总结各成员答复情况

的统计表格也已公布在渔委网站 12上，同时纳入文件 COFI/2016/SBD.1 作为背景

文件提交给渔委，可与情况说明文件配套审读。 

粮农组织支持《守则》实施的行动 

37. 粮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为《守则》的实施提供支持，包括通过正常计划和

实地计划活动。粮农组织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来支持《守则》的实施，包括

为深化《守则》的实施而召开的区域和国家研讨会、目前正在开展的技术准则编写、

部分准则的翻译工作以及协助各国制定国家行动计划等工作。为支持各项《国际

行动计划》、自愿准则和战略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得以实施，粮农组织还制定了几项

计划，旨在帮助成员国提高自身能力，按照这些辅助性文书的规定，发展和管理

本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其中包括通过区域性机制和合作来完成此项工作。 

38. 2015 年，粮农组织出台了有关加强渔业部门海上安全的技术准则， 13使该系

列技术准则的总数达到 29 项。 

39. 粮农组织和西班牙农业、食品及环境部以及西班牙水产品批发商、进口商、

生产商和出口商协会（Conxemar）于 2015 年 10 月 8－9 日在西班牙维戈举办了一

次海产品展览会，以此纪念《守则》发布 20 周年。约 600 名来自渔业部门、政府

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支持性机构（研发、认证、行

业咨询等）的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活动的相关话题包括：(i) 《负责任渔业行为

                         
10 ACAP、亚洲太平洋渔业委员会（APFIC）、中亚和高加索区域渔业及水产养殖委员会（CACFish）、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南部蓝鳍金枪鱼保护委员会（CCSBT）、阿根廷－乌拉圭海疆

联合技术委员会（CTMFM）、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FCWC）、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FCM）、

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ATTC）、国际保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 ICCAT）、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 ICES）、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IOTC）、国际太平洋比目鱼委员会（ IPHC）、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

（NAFO）、北大西洋鲑鱼保护组织（NASCO）、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C）、北太平洋溯河性鱼

类委员会（NPAFC）、中美洲渔业组织（OSPESCA）、区域渔业委员会（RECOFI）、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

（SEAFDEC）、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SEAFO）、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SPC）、南太平洋区域性渔业管理

组织（SPRFMO）、西非区域渔业委员会（SRFC）以及西部中大西洋渔业委员会（WECAFC）。  
11 CIPS、欧洲水产养殖者联合会（FEAP）、绿色环球亚太国际（GGAP）、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国际支持渔业工人协会（ICSF）、海洋管理委员会（MSC）、东欧水产养殖中心网（NACEE）、促进负责

任金枪鱼渔业组织（OPRT）、专利合作条约（PCT）和世界劳工组织（WFTU）。  
12 www.fao.org/cofi/cofi2012/64143 
13 《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第 1 号增补 3》  

http://www.fao.org/cofi/cofi2012/64143www.fao.org/cofi/cofi2012/6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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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ii) 为未来捕鱼－2035 年；(iii) 消费者和企业、贸易和挑战；(iv) 渔业

管理和捕鱼权； (v)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现状与前景； (vi) 可持续性和

认证；(vii) 蓝色增长。 

各成员在《守则》实施方面的进展总结  

总体进展 

40. 几乎所有成员均报告已出台渔业政策，近三分之二完全符合《守则》要求。

半数以上成员已具备完全符合《守则》要求的国家渔业法规，其余成员正计划对

本国法规进行调整，使之符合《守则》相关条款。很多成员已确立渔业管理计划并

得到实施。海洋渔业和内陆渔业中最常见的管理措施均与禁止破坏性捕鱼方法有关。 

41. 四分之三的成员已开始实施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多数已采取适当管理措施，

并设立生态、社会经济和治理目标，很多还确立了监测和评价机制。半数以上成员

已确定渔业管理目标参考点，其中几个成员报告称某些种群正接近参考点，三分

之一以上成员报告称有些种群已超越参考点。几个成员报告称除了目标参考点之外，

还采用其它指标来管理渔业。在超越参考点后，最常用的补救办法是限制捕捞努

力量，增加科研活动，加强监测、监控和监督（MCS）。 

42. 多数成员已采取措施对渔业活动开展监管，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主要是通

过加强监测、监控和监督计划，在专属经济区外则主要通过强制性认证计划。兼

捕和丢弃物现象依然在几个成员的渔业活动中发生。半数以上成员已制定兼捕和

丢弃物监测计划，几乎所有成员都已采取管理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不可持续的

兼捕和丢弃物现象。很多成员已部分或完全实施了船舶监测系统（VMS），其它

成员则计划在未来实施该系统。 

43. 水产养殖业已在多数国家得到发展，但仅半数成员具备完善、有利的政策、

立法和体制框架。多数成员已通过相关守则或法规来推动水产养殖活动，很多情

况下私有部门也已在这一方面开展工作。几个成员已开始通过相关程序实施环境

评估，监测水产养殖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外来物种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在这

方面各国依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多数成员已采取措施推动负责任水产养殖

活动，以便为农村社区、生产者组织和水产养殖户提供支持。 

44. 不到三分之一的成员（有海岸线的国家）已确立了有关沿海地区综合管理

的完善、有利的政策、立法和体制框架，约半数已部分制定相关框架。据报告，

沿海地区最常见的冲突是渔具冲突以及沿海渔业和工业化渔业之间的冲突，但很

多成员已确立了冲突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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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仅半数成员具备完善、有利、有效的水产品食品安全和质量保障制度。多

数成员报告称捕捞后损失和浪费是一个问题，但几乎所有成员都已采取适当措施

将之降至最低水平。提高兼捕利用率的措施也已得到广泛应用。四分之三以上的

成员报告称，加工商已能追溯自己采购的水产品的源头，但仅三分之一的成员表

示消费者也能追溯产品源头。虽然加工和买卖非法捕捞水产品仍是个普遍问题，

但多数成员已采取应对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渔业监管和监督、海关和边境管

制，实施国家行动计划来预防、遏制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行为。 

46. 总体而言，成员国渔船捕捞的目标种群中，约有半数种群状况的相关估计

数字已被掌握。很多国家也能及时、完整、可靠地收集有关捕捞量和捕捞努力量的

统计数据，尽管约半数成员缺乏足够的合格人员负责生成可持续渔业管理所需要的

数据。历史数据、港口和卸货点抽样调查以及常规数据收集是各成员在制定渔业

管理计划时最常用的数据来源。几乎所有成员都报告称数据缺乏，主要是与种群

状况相关的数据缺乏，这已对渔业资源管理构成障碍。半数以上成员报告称，自己

会定期对海洋环境状况进行监测，并通过研究来评估和预测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影响。 

47. 不到三分之一的成员已制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以便按照《捕捞能力管

理国际行动计划》来管理捕捞能力，但尚未完成捕捞能力评估。很多成员给渔船

挂旗和/或许可渔船在公海作业，大多数成员已向粮农组织提交了有关此类渔船的

相关记录。多数情况下，一旦发现捕捞能力过剩，成员会采取措施防止过剩能力

进一步扩大，主要通过限制准入和冻结许可证和/或渔船数量等办法，同时还采取

措施减少过剩能力，防止能力过剩问题带来进一步负面影响。 

48. 各成员多年来一直在加大对鲨鱼种群评估的重视，多数已针对鲨鱼养护和

管理出台了国家行动计划。各成员还高度重视评估渔业对海鸟的影响，几个成员

已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努力减少意外捕获海鸟的现象，并正在酌情采取减缓措施。 

49.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被很多成员视为一个问题，半数以上成员已开

始实施国家行动计划来打击此类行为，几乎所有成员都已采取相关措施，包括加

强对沿海国家的监管，开展监测、监控和监督工作，确立立法框架。 

50. 约半数成员正在实施旨在改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现状和趋势的相关计

划和战略，主要通过改进数据收集、分析和分发工作。 

51. 各成员一致对主要约束性国际文书表示赞赏，具体包括 1993 年粮农组织的

《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1995 年的《联合国鱼类种群

协定》和 2009 年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表明，部分

成员对自身与这些协定之间的关系存在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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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渔业 

52. 小规模渔业几乎存在于所有国家，无论从数量和价值上看，在总产量中均

占比一半以上。渔业部门中的劳动者约有三分之二从事小规模渔业活动，其中 70%

直接从事捕鱼活动，不到四分之一从事捕捞后活动，一部分从事其他相关活动。 

53. 虽然有关参与小规模渔业人们的性别分布情况的信息相对比较缺乏，但可以

推算出所有区域在该行业实现全职就业的男性所占比例较高，但捕捞后活动除外，

在三个区域中，在捕捞后活动方面实现全职就业的女性所占比例较高。 

54. 约半数成员对小规模渔业做了法律界定，但很多成员只对此做了非正式界定。

有几个成员计划通过多利益相关方磋商对相关定义进行重新审议，还有几个成员则

计划通过类似的程序引入此项定义。已经对小规模渔业做了界定的多数国家都在

收集有关该行业的相关数据。很多国家还已制定出专门针对小规模渔业的相关规定、

政策、法律、计划或战略。 

55. 几乎所有成员都通过具体举措实施《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准则内容主要

包括为资源管理相关活动以及渔业组织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开发提供支持，

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就业和体面工作。各成员在实施此类举措时遇到的最突出的

局限因素就是缺少资金资源和合格的人力资源。让小规模渔民和渔工参与渔业管理

决策过程的做法已在此类举措的实施过程中被各国普通采纳。多数国家已确立相

关机制，鼓励小规模渔民和渔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很多机制中还包括促进

女性积极参与。 

局限因素和建议对策  

56. 多数成员在实施《守则》时面临一些局限因素，主要涉及预算和人力资源

不足。各成员为克服这些局限因素提出的主要对策包括获得更多资金，提供培训，

提高认识，加强科研、统计工作，更好地获取信息。有关《守则》实施的技术准

则已在各成员中广为分发，尤其是有关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水产养殖业发展、渔业

管理、鲨鱼养护和管理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技术准则。 

区域渔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区域渔业机构 

57. 对问卷做了答复的区域渔业机构所拥有的签约方数量为 2 至 50 个不等，平均

为 15 个。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区域渔业机构拥有 6 个非签约合作方/非成员国家，半数

以上的区域渔业机构拥有观察员，平均数量为 12 个。渔业管理是这些区域渔业机构

最常见的首要使命，随后是科学/研究职能。多数区域渔业机构既涵盖专属经济区，

也涵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其中一些机构除了以上一种或两种区域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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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内陆水域。做出答复的区域渔业机构中有四分之三报告称已于 2010 年至 2015 年

间采纳了约束性措施、非约束性措施或二者兼而有之。 

58. 在制定管理计划来保障海洋捕捞渔业所涉及的活水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时，

主要措施包括确保捕捞水平与渔业资源相匹配，同时要保护濒危物种。对内陆捕

捞渔业而言，管理计划中最常见的内容包括禁止采用破坏性捕鱼方法，解决水生

生境和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保障小规模渔民的利益和权利。 

59. 很多区域渔业机构报告称，已采取措施确保在自身主管范围内只允许开展

遵守已定渔业管理计划的捕鱼行动。多数区域渔业机构在渔业资源管理过程中采

用了谨慎的方法。在过去两年中，几乎所有答复方均已采取措施或加强措施来限

制兼捕和丢弃现象。各区域渔业机构在渔业管理过程中最常用的信息来源是历史

数据，接下来是港口/卸货点抽样调查和常规数据收集工作以及粮农组织和/或其他

组织的统计数据。 

60. 三分之二的区域渔业机构报告称，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水产品种中至少半数

具备可靠的估计数据。在那些已经确立专门目标参考点的区域渔业机构中，大多

数报告称至少有一项或多项参考点已被接近或超越。当参考点被超越后，限制捕

捞努力量是最常见的补救措施。捕捞量和捕捞努力量相关指标是代替参考点的最

受欢迎的做法。 

61. 三分之二以上的区域渔业机构已针对在整个船队或船队的一部分中实施船

舶监测系统提出了具体要求，通常各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要求。 

62. 很多区域渔业机构已在不同领域通过不同方式做出努力，帮助实施《捕捞

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减少延绳钓渔

业意外捕获海鸟的国际行动计划》和《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国际行动

计划》。几个区域渔业机构已采取行动加强和开发创新方法来预防、遏制和消除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同时在信息交流方面开展合作，制定宣传计划，完

成《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国际行动计划》中规定的其它活动。约半数

区域渔业机构已针对鲨鱼养护和管理以及意外捕获海鸟的影响开展了评估。对捕

捞能力开展评估的区域渔业机构为数较少。很多区域渔业机构还开展科研活动，

以更好地提供最佳科学依据以及有关捕捞渔业现状和趋势的相关信息，从而为渔

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提供支持。 

63. 答复问卷的区域渔业机构中仅有约四分之一与水产养殖有关。虽然报告称

相关区域渔业机构的成员已就水产养殖良好规范制定了相关程序，但所有机构均

称需要进一步改进此项工作，尤其是在立法框架和机构技术能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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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64. 非政府组织认为，《守则》在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可持续性方面的最重

要目标是加大力度保护活水生资源、其生存环境以及沿海地区。它们还高度评价

《守则》是一项好工具，有助于为实施渔业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及发展相关政策

制定原则和标准。在《守则》及相关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中提出的八项

实质性主题中，非政府组织认为最重要的三项是渔业管理、捕鱼作业和贸易。 

65. 非政府组织认为，《守则》实施面临的主要局限因素与政策和/或立法框架

不完善以及体制薄弱有关。它们提出的对策包括改善体制和组织结构，加大培训

力度，提高认识，使政策和法律框架与《守则》接轨等。答复了问卷的非政府组

织认为，要想提高大家对《守则》的认知度和了解，最有效的方法是组织和/或举

办国家、国际研讨会，推广以《守则》为基础的标准。 

66. 在非政府组织看来，国家和/或区域渔业机构现有的海洋渔业管理计划中，

最常见的措施是确保捕捞水平与渔业资源现状相匹配，解决濒危物种保护问题，

禁止破坏性捕捞方法和做法，而前两项是内陆渔业管理中最常见的措施。 

67. 半数以上非政府组织认为各国已确立足够程序来推动各方在水产养殖活动

中采纳良好规范。但它们认为仍需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在加强机构技术能力、提

高评估频率和/或范围、降低评估成本等方面。 

68. 多数非政府组织已参与相关活动，协助实施《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

《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国际行动

计划》。几乎半数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已参与相关活动，协助支持《减少延绳钓渔业

意外捕获海鸟的国际行动计划》。就《改进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的战略》，

部分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它们已在科研方面做出贡献，以便为渔业资源的养护、管理

和可持续利用更好地提供科学依据。 

网上调查问卷和数据库 

69. 有关《守则》的网上问卷以及有关水产养殖和贸易的辅助性网上问卷收到

了较高答复率，这有利于对《守则》的实施情况开展更全面、更可靠的分析。自

2014 年以来提交上来的大量信息已妥善保存在数据库中，但信息用途至今仍仅限

于编写提交给渔委的本份报告及相关文件。考虑到所收集的数据和信息具有定期

全球覆盖性和广泛性，渔委可考虑扩大数据库的用途，如用于报告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相关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爱知目标”的部分指标需要《守则》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这些数据还可用于特

别评估和研究项目以及有关专门话题的定制报告，但要适当考虑保密性问题，渔

委可就此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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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考虑到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持续发展，建议定期对问卷进行审议，包括

酌情新增内容。此外，还应进一步改进网上应用程序和相关数据管理和数据处理

工具，以提高简便性，加强数据质量监控，同时扩大其功能。 

渔业部门海上安全  

71. 渔业部门海上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 2014 年召开的渔委会议上得到强调，会上

渔委对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开展的有效合作

表示欢迎。很多成员强调了海上安全与强迫劳动及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活

动之间的联系。它们就此提到了国际劳工组织第 188 号公约和有关执行 1993 年

《托里莫利诺斯议定书》相关条款的 2012 年《开普敦协定》。 

72. 自第三十一届渔委会议以来，粮农组织已参与的与海上安全相关的主要活动

包括：发布关于加强渔业部门海上安全的最佳操作规范；渔业资源管理措施对捕捞

作业安全的影响；关于《开普敦协定》核准和实施的区域研讨会；粮农组织/国际

海事组织有关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务的联合特设工作组第三次会议；

全面修订《1995 年国际渔船船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STCW-F）；推动

国际劳工组织《捕鱼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核准和有效实施的相关活动；更新

Safety-for-fishermen 网站。粮农组织在渔业部门海上安全方面为支持《守则》实施

而开展的相关活动综述参见文件 COFI/2016/In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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