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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
015年9月，联合国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和平与繁荣

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各国通过《2030年议程》，展示出采取大力度变革

措施的决心，让我们的世界走上一条更具可持续性和抵御能力的道路。

然而，五年已经过去，我们所取得的进展不一，剩下的时间已不足十年。尽

管已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但显然为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从速度和规模看都未达到要求。因此，在 2019 年 9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社会各界动员起来，通过“行动十年”加快提出可

持续解决方案，去应对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从贫困和不平等

到气候变化和填补资金缺口等。

因此，2020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选择“可持续发展在行动”

作为主题，是一个必要且及时的决定。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可为实现所有可

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言，则有核心贡献。粮农组织作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十项进展指标中四项的托管机构，有义务加快保障海洋

健康和生产力的全球势头，这一势头还将在第二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得到进

一步推动。 

2020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继续展示渔业和水产养殖在提供

粮食、营养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指出我们未来面

临的重要挑战，尽管多个领域已取得进展。例如，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当渔

业得到良好管理时，种群水平就会一直稳定在目标值以上，或不断得到恢复，

这将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世界各地愿意采取有力行动的渔业管理人员和各国政

府的信心。但报告还指出，一些国家和区域尚未取得足够的进展，无法扭转种

群过度捕捞的全球趋势，说明在渔业管理不到位或不够有效的地方，鱼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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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状况不佳或正在恶化。这种进展不一的状况迫切要求突出了各国渔业部门

积极分析渔业资源现状和需求，借鉴和学习成功的政策和措施。报告呼吁建立

新的机制，为可持续渔业和生态系统相关政策和管理规定的有效实施提供支

持，作为在全球范围内保障渔业可持续性的唯一解决方案。 

粮农组织是一家专门为抗击饥饿和贫困而设立的技术机构。然而，随着

世界人口总数逐渐接近100 亿，我们发现自2015 年以来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

人口总数一直在不断增加。虽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并无神丹妙药，但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采用创新型解决方案去生产更多食物，确保人民能够获得食物，并改

善营养状况。捕捞渔业依然重要，但水产养殖也已在全球粮食安全中展现出

关键作用，其产量自1970 年以来以每年7.5%的速度持续增长。水产养殖不仅

具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而且随着生产集约化发展，还必将面临巨大的环境挑

战，要求出台新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战略。此类战略应充分将饲料、遗传育

种、生物安全和疾病防治、数字创新等方面的技术发展与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商

业发展相结合，优先考虑在人口增长将对粮食系统构成最大挑战的非洲及其

他区域进一步发展水产养殖。

粮农组织“手拉手倡议”是一个理想框架，可在蓝色增长背景下将渔业和

水产养殖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相结合。“手拉手倡议”旨在通过在捐赠方

与受援方之间牵线搭桥，利用现有优质数据和信息，加快实现粮食系统转型。

这一倡议以实证为基础，由国家牵头和主导，优先考虑那些最缺乏基础设施、

国家能力和国际支持，同时技能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高效合作及伙伴关系能带

来特殊惠益的国家。例如，气候变化对海洋捕捞渔业的影响预计在非洲和亚

洲的热带地区更为显著，气温上升预计将导致生产力下降。在这些区域对渔业

和水产养殖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满足它们各自的粮食、贸易和生计需求，

就能带来我们需要的颠覆性变革，让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能获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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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里，有一部分是认识到多数粮食系统都会对环

境产生影响，但我们必须掌握好权衡取舍，在减轻其对基础性生态系统的影响

的同时，更好地保障粮食和营养安全。鱼和渔产品不仅仅被视为地球上最健康

的食物之一，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它们必须在国家、区域、

全球层面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中得到更多重视，为粮食系统变革做出贡献，为

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提供保障。

对粮农组织而言，2020 年是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粮农组织作为

联合国历史最悠久的常设专门机构成立第七十五周年，还是粮农组织《负责任

渔业行为守则》通过第二十五周年。《守则》已成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相关

政策制定的指导性蓝图，但目前还不是庆祝的时候。这些周年庆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存在的意义，号召我们采取行动，开启改革，为快速变化的世界寻求解决

旧问题和新问题的创新、变革方案。就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暴发，成为粮农组织自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疫情带来

的深刻社会经济后果将使我们抗击饥饿和贫困的任务变得更加艰难，更具挑

战性。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之一，本报告所提供的

基线信息业已发挥作用，帮助粮农组织采取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有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是唯一一份全球渔业综合信息出版物，多

年来一直在提供有关这一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部门的技术指导和事实信息。

报告的内容之一是强调指出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出现的主要趋势和格局，并

探究需要研究的未来新领域，以便对水生资源进行长远的可持续管理。我们希

望本报告将比往期报告产生更广泛、更积极的影响，为助力应对 21世纪的各

项挑战做出宝贵贡献。n

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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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

可持续发展”，以及其他与渔业和

水产养殖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此，实施科学的渔业和水产养殖

业管理政策，加上可预见和透明的

国际鱼品利用和贸易制度，被广泛

接受为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最

低实质性标准。为支持循证工作，

本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介绍了经更新和审定的统计数据，

分析了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以及

加快国际努力从而实现可持续渔业

和水产养殖这一目标所需的方法。 

据估计，2018 年全球鱼类 1 产

量已达 1.79 亿吨左右（表 12 和图

1），总产量中1.56亿吨供人类消费，

相当于人均每年供应约20.5千克。

水产养殖占总产量的 46% 和供人

类消费的鱼类的 52%。 

1 除非另行说明，本出版物中“鱼类”系指鱼类、甲壳类、

软体类和其他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

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 

2 在本出版物各表中，数字取整到千位，相加可能不等于

合计数。

本
《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

产养殖状况》第1部分“世

界回顾”展示了粮农组织

渔业和水产养殖官方统计数据。

注：在编写期间（2020年3月），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

行已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全

球经济以及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在

内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部门产生了严

重影响。粮农组织正在密切监测疫情，

以评估疫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

消费和贸易的整体影响。

概述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守	

则》）通过二十五年来，负责任利用

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的重要性现

已得到广泛承认和优先考虑。《守 

则》为制定国际文书、政策和计划

提供依据，从而为全球、各区域和

各国的负责任管理工作提供支持。

从 2015 年起，已整合并优先考虑这

些工作，尤其旨在以协调一致的方

第1部分
世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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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渔业产量

2018年，全球捕捞渔业总产量

达到历史最高点9640万吨，比前三

年的平均值高出5.4%（表 1）。2018

年的产量增长主要来自海洋捕捞渔

业，其产量在2018年增长至8440万 

吨。捕捞量排名前七的国家（中国、

印度尼西亚、秘鲁、印度、俄罗斯联邦、

美国、越南）在全球捕捞总量中占比

接近50%。

2018 年渔获量增长中贡献

最大的是秘鲁和智利的秘鲁鳀

（Engraulis ringens），而前几年

这一物种渔获量一直处于低位。

2018 年秘鲁鳀渔获量超过 700万

吨，是渔获量最大的物种。阿拉斯

加鳕（Theragra chalcogramma）

渔获量为 340万吨，排名第二，

鲣 鱼（Katsuwonus pelamis）为

320万吨，连续第九年排名第三。

第 1 部分

水产养殖 – 海洋水域捕捞渔业 – 海洋水域 水产养殖 – 内陆水域捕捞渔业 – 内陆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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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和凯门鳄、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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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鳍鱼类在海洋捕捞总量中占比

约 85%，主要以中上层小型鱼类为

主，其次是鳕形目以及金枪鱼和

类金枪鱼。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的

渔获量继续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

2018 年超过 790万吨，为历史最

高点，主要原因是西部和中部大西

洋渔获量增加。

全球内陆水域渔获量每年保

持稳定增长，在 2018 年达到1200

万吨以上的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内

表 1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贸易量 1

1986–1995 1996–2005 2006–2015 2016 2017 2018

年均

（百万吨鲜重）

产量

捕捞

内陆 6.4 8.3 10.6 11.4 11.9 12.0

海洋 80.5 83.0 79.3 78.3 81.2 84.4

捕捞总计 86.9 91.4 89.8 89.6 93.1 96.4

水产养殖

内陆 8.6 19.8 36.8 48.0 49.6 51.3

海洋 6.3 14.4 22.8 28.5 30.0 30.8

水产养殖总计 14.9 34.2 59.7 76.5 79.5 82.1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总计 101.8 125.6 149.5 166.1 172.7 178.5

利用量2

人类消费 71.8 98.5 129.2 148.2 152.9 156.4

非食品用途 29.9 27.1 20.3 17.9 19.7 22.2

人口（十亿）3 5.4 6.2 7.0 7.5 7.5 7.6

人均表观消费量（千克） 13.4 15.9 18.4 19.9 20.3 20.5

贸易量

鱼品出口量 34.9 46.7 56.7 59.5 64.9 67.1

出口在总产量中的比例 34.3% 37.2% 37.9% 35.8% 37.6% 37.6%

鱼品出口额（十亿美元） 37.0 59.6 117.1 142.6 156.0 164.1
1 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和凯门鳄、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总计数经四舍五入处理，可能有一定出入。
2 2014–2018 年利用量数据为初步估算值。
3 人口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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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90-2018 年世界水生动物和藻类养殖产量

陆渔业产量的持续增长趋势可能

具有误导性，因为渔获量增长的部

分原因是国家层面的报告和评估工

作有所改进。2018 年，16 个国家的

产量在内陆捕捞总量中合计占比超

过 80%，而对海洋捕捞量而言，25

国产量合计占比超过 80%。

水产养殖产量

2018 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再

次创下历史新高，鲜重达到 1.145

亿吨（图 8），渔场交货价销售总

额为 2636 亿美元。总产量中包含

8210万吨水生动物、3240万吨水

生藻类和 2.6万吨装饰用海贝和珍

珠。2018年水生动物养殖主要为有

鳍鱼类（5430万吨），在世界水产

养殖中，投饵型水产养殖产量（5700

万吨）已超过不投饵型水产养殖子

部门。

养殖水生动物的全球总产量

在 2001–2018 年间年均增长 5.3% 

（图9），而2017年仅增长4%，2018

年增长 3.2%。造成近年增速下降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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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藻类 – 所有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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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为海水养殖）

有鳍鱼类 – 海洋和沿海水产养殖

有鳍鱼类 – 内陆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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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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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最大水产养殖生产国中国的

增速放缓。

2018 年，内陆水产养殖共生

产了5130万吨水生动物，在全球

养殖食用鱼类产量中占比 62.5%，

2000 年这一数字为 57.9%。2018

年海水养殖和沿海养殖共生产了

3080万吨（1065亿美元）水生动物。

尽管有鳍鱼类的海水养殖技术已

经取得发展，海水养殖和沿海养殖

目前生产的软体类仍多于有鳍鱼类

和甲壳类。 

亚洲在养殖水生动物全球总

产量中占主导地位，过去约二十年

的占比为 89%。主要生产国中，埃

及、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

拉国和挪威在过去二十年里已不

同程度地巩固了各自在区域或世界

产量中所占的份额。

渔民和养殖户

2018 年，估计共有 5951万人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从事

工作（表 12），其中妇女占14%。其

中约有 2053万人受雇于水产养殖

部门，3898万人受雇于渔业部门，

比 2016 年略有增长。 

总体而言，亚洲的渔业和水

产养殖工人最多（占全球总数的

85%）。从全球来看，在全部劳动人

口中，水产养殖从业妇女占比（19%）

大于渔业（12%）。总体而言，妇女在

鱼类价值链各环节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商业和手工渔业提供了劳动力。

一旦掌握适当的技术和资金，妇女

还能成为小型创业者，特别是在家

庭农舍经营中。很多作者和非政府

组织报告称，如果同时考虑水产品

第一和第二产业，每两个水产品工

人中就有一个是妇女。性别问题研

究和方法的数量成倍增加，并已表

明分派给妇女的往往是极不稳定的

角色或者资格要求较低的低薪或

无薪职位（多见于第二产业），以及

妇女如何在该部门被低估或完全不

被认可。

捕捞船队状况

2018 年，从小型无甲板非机动

船只到大型工业化船舶，全球渔船

总数估计为456万艘，比 2016 年减

少了2.8%。亚洲船队规模继续居首，

共有310万艘，占全球总数的68%。 

全球机动渔船总数仍稳定在

286万左右，占船只总数的 63%。总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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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稳定并未体现各区域的趋势，

其中，欧洲和中国分别于 2000 年

和 2013 年起着力减小船队规模。

2018 年，全球已知船长分类的机

动渔船中约有 82% 属于全长 12 米

以下一类，其中大多数无甲板，并

且各区域均以小型渔船为主。在世

界范围内，粮农组织估计约有6.78

万艘渔船全长超过 24 米。

尽管全球以小型渔船为主，对

其数量的估算很有可能不太准确，

因为与工业船舶不同，小型渔船往

往无需遵守许可和登记要求。内陆

表 12 全球渔民和养殖户就业情况，按区域分列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8

（千人）

渔业和水产养殖

非洲 2812 3348 3925 4483 5067 5407

美洲 2072 2239 2254 2898 3193 2843

亚洲 31632 40434 44716 49427 49969 50385

欧洲 476 783 658 648 453 402

大洋洲 466 459 466 473 479 473

合计 37456 47263 52019 57930 59161 59509

渔业

非洲 2743 3247 3736 4228 4712 5021

美洲 1793 1982 2013 2562 2816 2455

亚洲 24205 28079 29890 31517 30436 30768

欧洲 378 679 558 530 338 272

大洋洲 460 451 458 467 469 460

合计 29579 34439 36655 39305 38771 38976

水产养殖

非洲 69 100 189 255 355 386

美洲 279 257 241 336 377 388

亚洲 7426 12355 14826 17910 19533 19617

欧洲 98 104 100 118 115 129

大洋洲 6 8 8 6 10 12

合计 7878 12825 15364 18625 20390 20533

注：某些区域和全球合计数依情况进行了调整，这是由于粮农组织开展了详尽的工作，修订历史数据并改进估算方法。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 13 |

水域渔船的信息和报告不足的问题

特别严重，这类渔船往往完全没有

在国家或地方登记簿上进行登记。

渔业资源状况

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

种群占比已由1974 年的 90% 下降

至 2017 年的 65.8%（图19）。从上

岸量来看，目前 78.7% 的上岸量来

自于生物可持续种群。2017年，在

已评估种群总数中，未充分捕捞的

种群占比为 6.2%，在最大产量上可

持续捕捞的种群占比为 59.6%，自

1989 年以来出现了回升，部分反映

出管理措施得到了更好实施。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2017

年状况表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

目标 14.4（到 2020 年终止海洋渔

业过度捕捞）实现无望。

总体而言，集约管理渔业的平

均捕捞压力下降，种群生物量回升，

| 13 |

图 19 1974-2017 年世界海洋鱼类种群状况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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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种群达到了生物可持续水平，

而管理不善的渔业部门则状况堪

忧。由于各区域进度不一，当前亟

需推广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运用

成功的政策和措施，着重建立起可

有效落实各项政策规范的机制。

鱼品利用和加工 

2018 年，鱼类总产量 1.79 亿

吨中约 88%（超过 1.56 亿吨）供

人类直接消费（图23），其余12%（约

2200万吨）用于非食品用途（图2）。

2018 年，鲜活或冷藏鱼品在供人类

直接消费的鱼类中占比最高（44%）。 

全球渔业产量中很大一部分

被加工成鱼粉和鱼油，但这一部分

的占比正在逐年下降。鱼粉和鱼油

仍被视为养殖鱼类饲料中最有营

养、最易消化的成分，然而，鱼粉和

鱼油在水产养殖配合饲料中的添

加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就人类直接

消费而言，鱼油是长链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最重要来源，对维持一系列

关键功能至关重要。 

图 2 世界鱼类利用量和表观消费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和凯门鳄、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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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鱼粉和鱼油（估计

为25–35%）由鱼类加工的副产品制

成，而在以前，这类副产品往往被

丢弃或用作直接饲料，如鱼贮料或

发酵料。包括海藻和水生植物在内，

其他水生生物都是可望出成果的实

验和试点项目对象，旨在应用于医

药、化妆品、水处理和食品行业，以

及用作生物燃料。

据估测，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每年的损失或浪费高达全球渔获

物的 35%。有效减少鱼品损失和浪

费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建立监管

框架，加强能力建设，完善服务和

基础设施，以及打造销售渠道。减

少鱼品损失和浪费有助于减缓鱼类

种群面临的压力，改进资源可持续

性，加强粮食安全。 

鱼类消费

1961–2017年，食用鱼类消费

总量年均增长率 3为3.1%，高于人口

增长率（1.6%）。就人均来看，食用

鱼类人均消费量由1961年的9.0千

克（鲜重当量）增至 2017年的 20.3

千克（图26）。初步测算结果表明，

3 “食用鱼类”是指供人消费的鱼类，因此不包括非食用鱼

类。“消费量”是指表观消费量，即可供消费的平均食品

量，出于一些原因（例如家庭浪费）并不等于食品摄入量。

2018年鱼类人均消费量为20.5千克

（图2）。消费的扩大不但为产量增

加带动，也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

如技术进步；全球收入水平提高；

损失和浪费的减少；以及消费者对

鱼类健康益处的认识不断提高。 

2017年，鱼类提供的热量平均

仅为 35卡/人 /天；但在已发展并

形成长期鱼类膳食偏好的国家（如

冰岛）以及缺乏其他蛋白食物的国

家（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鱼类

贡献的热量超过100 卡/人 /天。

鱼类对饮食的贡献更加突出，能够

提供优质动物蛋白、多不饱和脂肪

酸，以及对健康多样饮食非常重要

的微量营养素。2017年，鱼类在全

球动物蛋白消费总量中占比约为

17%，在所有蛋白中约占7%。此外，

约 33亿人口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

量中有近 20% 来自鱼类。

在区域和大洲层面上，人均鱼

类消费量最低的是非洲，2014 年

峰值水平为10.5千克，2017年下滑

至9.9 千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

些国家鱼类消费量低下的是很多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人口增长

快于食用鱼类供应增长；受捕捞渔

业资源压力影响，鱼类产量止步不

前；以及水产养殖部门发展不力。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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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层面，自2016 年起，水

产养殖便成了供人类消费的鱼类的

主要来源。2018 年，养殖鱼类消费

占比达到53%。从长期来看，预计还

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水产养殖为

很多之前无法或很难获取相关物种

的区域和国家扩大了鱼类供应，通

常价格也更低廉，进而改善了营养

和粮食安全状况。 

鱼类贸易及产品

2018 年，国际贸易的鱼类多

达 6700万吨（鲜重当量），相当于

全球捕捞和养殖鱼类总量的 38%

左右。同年，221个国家和领土报

告了鱼类贸易活动。2018 年出口总

额为1640 亿美元，占农产品（不含 

林产品）出口总额近 11%。1976–

图 26 2015-2017 年人均鱼类表观消费量

注：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边界尚未最终确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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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2018年主要鱼和鱼产品出口国与进口国， 
按金额计算

注：出口额通常以离岸价为准，进口额以成本、保险加运费为准。因此，全球层面的进口额应高于出口额。然
而，2011年起情况出现了变化，目前正在努力了解出现这一反常趋势的原因。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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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鱼和鱼产品全球出口额名

义价值年均增长率为 8%，实际价

值年均增长率为 4%。2019 年现有

测算结果表明，贸易总额和贸易总

量相比上一年都降低了约2%。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暴发为

2020年主要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

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不仅是鱼类生产大国，自

2002 年起还一直保持着鱼和鱼产

品主要出口国的地位。自2004年起，

挪威成为第二大出口国，目前越南

排在其后（图 29）。发达市场仍主

导着鱼类进口，主要为欧盟 4 和其

后的美国和日本，但发展中国家作

为鱼和鱼产品生产国与消费国的

重要性也在稳步提升。2018 年，发

展中国家鱼类进口额在全球总额中

的占比为 31%，进口量（鲜重）占比 

为49%。 

2018 年，超过 90%的鱼和鱼产

品贸易量（鲜重当量）为加工产品（即

不包括鲜活整鱼），其中冷冻产品

占比最高。供人类消费的产品约占

出口总量的78%。n

4 此处欧盟为欧盟27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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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可持续发展在行动

第
2 部分“可持续发展在行

动”关注有关渔业和水产

养殖可持续性的一系列

主题。以下是这一部分中关于《守则》

和确保可持续性各节的精简版本。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二十五周年

《守则》是怎样支持采纳
可持续做法的？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守 

则》）由粮农组织成员国在1995 年

一致通过；这份根本性文件确立了

全球认同的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利

用原则和标准，包括建立区域机制，

开展区域合作，以确保水生生物资

源可持续利用同环境和谐共生。 

《守则》推动促进渔业资源

养护和管理、渔业及相关生态系

统的研究以及鱼类和鱼类产品贸

易方面的技术和资金合作，并推

动渔业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优

先关注资源依赖型社区的营养需

要，呼吁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及其 

生境。 

《守则》范围覆盖全球，面向

粮农组织成员和非成员；渔业机 

构；分区域、区域和全球组织，包括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涉及渔业和水

产养殖治理及管理开发的所有人，

如渔民、鱼类和鱼类产品加工及营

销人员，以及渔业相关水生环境的

其他使用者。《守则》为自愿性质；

然而，部分内容是基于国际法的相

关规定。 

过去二十五年间，粮农组织以及

很多其他组织和机构一直在努力推

动《守则》及其辅助文书的实施。这

些辅助文书（包括约50个国际和技

术准则、4个国际行动计划和3个策

略）旨在支持国际社会应对新出现的 

挑战。 

《守则》及其文书确立了全球

范围的渔业政策、法律和管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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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将可持续、负责任发展渔业

和水产养殖的主要原则融入其

中。《守则》也为将养护和环境考

虑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提供

了重要的助推力量，激励了渔业

和水产养殖生态方法的开发。此

外，《守则》还为应对渔业部门新

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所需的指导，

如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海洋退

化、社会责任、生物多样性养护

以及气候变化。鉴于此，《守则》

是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2030 年议程》）中国际渔

业和水产养殖工作的基石。

实现可持续性道路上的进
展	—	《守则》问卷揭示
了什么

按照《守则》第 4 条规定，渔

业委员会（渔委）的职责之一是每

两年向粮农组织报告《守则》的实

施情况（图 40）。完成此项任务主

要通过发放粮农组织有关《负责任

渔业行为守则》及其相关文书实施

情况的问卷。粮农组织每两年向所

有成员国、区域渔业机构和部分非

政府组织发放问卷，并在各方回复

的信息基础上编写一份进展报告，

提交渔委讨论。迄今为止，粮农组

织已编写了11份此类报告。 

2014 年，《守则》问卷完成了

数字化，方便参与者更为简洁地回

答问题，便于报告《守则》的实施进

展和相关发展变化。 

在区域和全球层面，问卷收到

的答复表明，无论海洋渔业还是内

陆渔业，渔业管理水平都在不断提

升。过去十年中的另一积极趋势是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已成为更受欢

迎的渔业管理系统。四分之三的成

员国报告称已采用渔业生态系统方

法，其中多数国家报告称已采取适

当的管理行动，并设立了生态目标、

社会经济目标和治理目标。 

自2000 年代中期开始，各成

员国一直对加强对小规模渔业治理

的指导表示出关注，特别是自2009

年以来对海上安全表示出关注。问

卷收到的答复还表明，目前有助于

小规模渔民和渔业工人为决策过

程做出贡献的机制正在不断涌现，

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机制中包含促

进妇女积极参与的内容。 

问卷表明，2011–2018 年，水

产养殖在各国议程上的重要性不

断凸显。到 2012 年，98% 的成员国

报告称该国已开展水产养殖，但仅

有40%的国家具备相关法律和制度



框架。2018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刚

刚超过半数，说明一些国家仍有必

要通过法律框架加强对水产养殖

经济活动的管理，并从中获益。此 

外，已经采取措施推动负责任水产养

殖措施的成员国也在确保为农村社

区、生产者组织和养殖户提供支持。 

2012 年，77%的成员国报告称，

已基本在国内针对鱼和渔产品实施

了全面、有效的食品安全和质量保

证体系。此外，超过四分之三的成

员国报告称加工商能够追溯其采购

到的鱼品的产地。 

就《守则》的实施而言，多数成

员国报告称面临预算和人力资源不

足等制约因素。要解决此类问题，

各成员国强调有必要获得更多资金

和人力资源，培训和提高认识，以

及改进科研和统计工作。 

总体而言，问卷已被证明是各

成员国和区域渔业机构报告《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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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成员国对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相关文
书实施情况的问卷答复情况，按地区分组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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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实施情况的一项重要工具。此

外，近年来，问卷本身也不断适应

新问题，并就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做出报告。 

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
续性

可持续性、权属、获取和
使用者权利

在海洋和内陆渔业中，可持续

资源利用与稳定的权属、使用者和

获取权利之间的关系得到广泛承

认。另外，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认识 

到，从长期来看，环境可持续性与

沿海和内陆渔业社区的社会经济可

持续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

也依赖于后者的可持续性。很多人

（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都

有赖于能够稳定、公平地获取和管

理渔业及水产资源，这些资源能够

提供生计所需以及营养丰富的食物，

支撑着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是

促进经济公平增长与增强社会凝聚

力的核心要素。 

若设计得当，权属和使用者权

利制度可以保障传统使用者及依赖

于此的社区的活动，确立资源的专

属获取权利，创造条件避免过度捕

捞。这样，捕捞就会成为一项长期

的活动，资源使用者会对该部门的

未来负责，在管理资源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然而，由于权利分散且有 

限，对该部门内部和外部的各利益

相关方都十分宝贵，这可能会导致

该部门受到各种投资力量的压力，

这些投资方的目标往往区别于本地

水生资源传统使用者及赖以谋生社

区的目标。 

承认和分配权属、使用者和获

取权利的不同模式会伴有不同的社

会、经济及环境考量。随着水生资

源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自然资源

养护政策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充分认识这一点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权属制度模糊不清或执行不力的

情况下，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之间

对资源的竞争会因而加剧。 

确保适当权属制度的一个根

本条件是参与开发实施进程的所

有利益相关方都拥有必要的能力，

在负责任治理中做到各司其职。国

家渔业管理部门应了解不同的权属

方案及相应的权衡考虑。同样重要

的是要能够通过参与性方式同利

益相关方进行磋商，以便找出并落

实最适当的权属和使用者权利制

度。权属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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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决于资源使用者的集体参与

和集体所有。 

《2030 年议程》承诺不让任何

人掉队，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4.b 特别提出要让小规模手工作业

渔民拥有获取海洋资源和进入市场

的权利。此种获取权利需要有保障

的水生资源权属和使用者权利作为

支撑，将此作为推动以渔业和水产

养殖为生的社区（包括男性和女性）

社会文化福祉、生计和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增加关于权属和使用者权

利的知识是保障可持续发展、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在全

球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沿海和水

域空间的获取、利用和管理方面亦

是如此。同样，这些权属和权利与

陆地、水以及森林权属和权利之间

的相互关系也要深入了解。 n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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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前景及新出现的问题

第
3部分“前景及新出现的

问题”概述了捕捞渔业新

愿景及其他前瞻性的内

容。以下是这一部分的精简版本，

内容包含粮农组织对目前至 2030

年间的预测。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

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

19）大流行已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对全球经济以及包括渔业和水

产养殖在内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部门

产生了严重影响。以下预测以假设为

基础，即：生产、消费和贸易短期将

遭到严重破坏，但将于2020 年底或

2021年初恢复。

生产

鱼类总产量（不包括水生植

物）有望从 2018 年的 1.79 亿吨增

至 2030 年的 2.04 亿吨。水产养殖

产量预计将在 2030 年达到1.09 亿

吨，较 2018 年增长 32%（2600 万

吨）。然而，水产养殖的年均增长

率会从 2007–2018 年间的 4.6% 放

缓至 2019–2030 年间的 2.3%。中国

今后十年的政策已随“十三五”规

划（2016–2020 年）启动，水产养殖

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型预计将

会继续。 

亚洲将继续主导水产养殖，

并将负责 2030 年以前增产部分的

89%以上。非洲预计将成为该部门

增长最快的大洲（增长48%），产量

增长由近几年来形成的更大养殖能

力所驱动。 

2030 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大

多数（62%）将会是鲤科鱼类和巴沙

鱼等淡水物种。虾、鲑鱼和鳟鱼等

较高价值物种的产量预计也将继

续增加。 

捕捞渔业产量预计维持在高

位，2030年将达到9600万吨左右。

影响捕捞渔业持续生产的因素包

括：1）种群得到恢复的捕捞区域渔

获量增加；2）少数国家水域渔获量

增加，这些国家渔业资源未充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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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3）改进渔获利用。今后十年，

捕捞渔业产量中用于生产鱼粉和鱼

油的比例将小幅下降。

价格

按名义价值计算，渔业和水产

养殖部门的价格预计将长期上涨至

2030 年。这一趋势由一系列因素造

成：需求侧因素包括收入提高、人

口增长和肉价上涨；在供应侧，稳

定的捕捞渔业生产，水产养殖产量

增速放缓，以及投入品（饲料、能

源和油料）成本上涨很有可能发挥

作用。养殖鱼类平均价格涨幅将超

过捕捞鱼类涨幅。然而，按实际价

值计算（按通货膨胀率调整），预测

期内所有平均价格预计都将出现小

幅下跌，但仍然相对较高。 

消费

供人类消费的鱼类产量占比有

望继续提高，到2030年达到89%左 

图 56 水产养殖日益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来自捕捞渔业

来自水产养殖

全球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

全球食用鱼类表观消费量

捕捞

水产养殖

2018 203052% 48% 59% 41%

2018 54%46% 2030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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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占比提高的背后是一些主要因素

的综合作用：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创

造的旺盛需求，鱼类生产扩张，捕捞

后方法改进，以及分销渠道扩大了鱼

品的商业化。需求也将受饮食趋势变

化的刺激。2030年，全球食用鱼类消

费量预计较2018年增长18%。 

人均方面，2030 年全球人均鱼

类消费量预计将达到21.5千克，高

于 2018 年的人均 20.5 千克。2030 

年，预计约59% 供人类消费的鱼类

将来自水产养殖（图56）。 

非洲人均鱼类消费量预计到

2030 年将以每年 0.2% 的速度小幅

下降，从 2018 年的 10.0 千克降至

2030 年的 9.8千克。预计的非洲人

均鱼类消费量下降将引起粮食安全

方面的关切。

贸易

预计 2030 年鱼类总产量中将

有 36% 左右用于出口。从数量上

看，预测期内，世界供人类消费的

鱼类贸易量预计将增长 9%，并于

2030年超过5400万吨鲜重当量。

总体而言，出口量年均增长率预计

将从 2007–2018 年间的 2%下降至

2019–2030 年间的1%，部分原因如 

下：1）产量增长放缓；2）一些生

产和出口大国国内需求趋于旺盛；

3）相当高的鱼类价格。水产养殖

将促进提高供人类消费的渔业商

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预计鱼类

出口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亚洲。到

2030 年，亚洲约占出口量新增部分

的 73%。 

主要预测成果摘要	

	} 世界鱼类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

预计都将出现增长，但增速逐渐

放缓。
	} 中国的捕捞渔业产量下降，但其

他地区若能妥善管理渔业资源，

实现增产，预计世界捕捞产量仍

将适度增长。
	}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增长，预计将

能填补供需差距，但增速下降。
	} 名义价格全线上涨；实际价格下 

跌，但仍保持在高水平。
	} 各区域食用鱼类供应都将增加，

然而非洲人均鱼类消费量预计将

出现下降，引起粮食安全方面的

关切。
	} 鱼和鱼产品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低

于此前的十年。
	} 中国即将实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

全新改革和政策预计将在全球层

面产生显著影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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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对可持续性给予了特别关注，这反映出多项具

体考虑。首先，2020 年是《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守则》）通过的第二十五周年。第二，

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要在 2020 年完成。第三，粮农组织于2019 年末主办了国际渔业

可持续性研讨会。第四，粮农组织关于水产养殖可持续增长和价值链社会可持续性的几项

准则也将在 2020 年完成。	

本书第1部分保留了以往版本的格式，其余部分的结构已做了调整。第 2 部分首先用一

小节篇幅专门纪念《守则》通过二十五周年。这部分还集中关注新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与粮

农组织作为“托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4及其相关指标有关的问题。此外，第 2 部分

还涵盖了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性的多个方面，所讨论的话题范围广泛，从数据和信息系统

到海洋污染、产品合法性、使用者权利和气候变化适应。第 3 部分是本书的最后部分，涵盖

了预测和新出现的问题，如新技术和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最后简要介绍了实现捕捞渔业新

愿景所需要采取的步骤。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旨在向广大受众，包括决策者、管理者、科研人员、利益相

关方和所有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感兴趣的人，提供客观、可靠和最新的信息。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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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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