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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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内容提要 

本文件概述了《2009 年粮农组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

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协定》）的状况与实施情况，以及粮农组织与协定

相关的能力发展工作。本文件还报告了《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的

制定工作进展，记述了粮农组织为估计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鱼严重

程度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并提出了关于这一主题今后工作的备选方案。本文件

还报告了粮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网络合作打击 IUU 捕鱼的情况，并说明了

宣布“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日”的理由。 

建议渔委采取的行动 

请渔委： 

 欢迎《2009 年粮农组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

国措施协定》（《协定》）的生效情况，敦促其他粮农组织成员成为《协定》

缔约方，请缔约方召开启动会议，随后由根据协定第 21 条所设立的特设

工作组召开会议。 

 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有效实施《协定》和补充文书方面的能力发展需要，并

鼓励成员支持粮农组织为《协定》所开展的全球能力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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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制定《全球记录》所取得的持续进展，以作为实施《协定》和其他

打击 IUU 捕鱼国际文书的支持性工具，尤其是在设立《全球记录》非正式

开放性技术和咨询工作小组（技术咨询工作小组）以及 3 个专门核心工作

小组后通过各小组工作取得的进展。 

 根据技术咨询工作小组的结论和咨询建议为《全球记录》提供进一步指导。 

 根据粮农组织的研究结论，为估计 IUU 捕鱼严重程度的后续行动提供指导。 

 审议粮农组织 /国际海事组织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项

特设联合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建议，并注意到其他国际论坛在打击 IUU 捕鱼

方面的发展情况。 

 批准关于宣布“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日”的提案，要求粮农

组织对相关活动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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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09 年粮农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的 
状况与实施情况 

1. 《2009 年粮农组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

协定》（《协定》）于 2009 年 11 月 22 日开放签署，为期一年。在此期间，23 个

国家和欧盟签署了这一文书。自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以来，共有 20 个成员国交存了

加入文书，《协定》缔约方总数达到 30 个 1，在第 25 份批准、加入、核准或接受

文书交存粮农组织总干事 30 天后，于 2016 年 6 月 5 日起生效。多个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已经开始或完成将各自港口控制计划和措施与《协定》规定对接的进程。 

2. 鉴于《协定》已经生效，缔约方可考虑召开启动会议，尤其可解决根据

《协定》第 21(6)条规定成立特设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应定期向缔约方报告并就

支持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援助的供资机制提出建议。2011 年通过一次技术会

议起草了该特设工作组的《职责范围》 2，并得到 2012 年渔委第十三届会议批准。

根据《职责范围》（第 10 段）规定，特设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应在《协定》生效后

90－120 天内召开。2011 年的技术会议还起草了供资机制的《职责范围》，但需

要由特设工作组审查通过。 

3. 在此基础上，渔业委员会不妨忆及《协定》要求粮农组织在其生效四年后

召开缔约方会议，以审查和评估《协定》有效性（第 24(2)条）。 

4. 在休会期间，粮农组织继续落实全球能力发展计划，推动遵守《协定》并

促进发展国家能力，通过五个区域研讨会实现《协定》实施惠益最大化 3。来自 80个

国家的 269 名参会人员参加了研讨会并从中受益，其中 63 名来自沿海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8 个区域渔业机构、13 个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盟合作召开了上

述研讨会。研讨会成果显示，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

需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质性加强渔业政策和立法框架、机构能力和协调、有效

开展监测、控制和监视的行动能力，以及执法和诉讼能力。过去两年间，粮农组

织收到了各国关于提供援助的多种要求，包括因未符合既定要求而受到进口国家

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贸易制裁的国家所提出的要求。 

5. 对此，粮农组织努力拓宽和拓展其能力发展行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实施

《港口国措施协定》和补充文书，包括《粮农组织船旗国表现自愿准则》以及各

项区域机制，以打击 IUU 捕鱼。粮农组织制定了五年期能力发展计划，将在《粮

                         
1 详情见：www.fao.org/legal/treaties/treaties-under- article-xiv/en/ 
2 www.fao.org/docrep/015/mc882e/mc882e00.pdf 
3  挪威政府通过“有效实施《 2009 年粮农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打击 IUU 捕鱼”项目提供支持

（GCP/GLO/515/NOR）。涵盖区域包括：加勒比、拉丁美洲、非洲大西洋海岸、印度洋西北部（包括邻近

海域和海湾），以及地中海和黑海。  

http://www.fao.org/legal/treaties/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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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组织负责任渔业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通过伙伴和捐助方支持的项目，连同

粮农组织在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层面落实的技术合作计划一并实施。计划将在下

列领域为各国提供支持：(i) 制定或审查相关渔业政策和法律，以确保遵守《港口

国措施协定》及其他相关国际文书；(ii) 加强监测、控制和监视机制及体系，包括

通过南南合作以及通过区域渔业组织开展区域统一、协调与合作的机制来实现；

(iii) 提高能力改善船旗国依据《粮农组织船旗国表现自愿准则》开展港口检查并

对参与 IUU 捕鱼的个人和实体采取更有效行动的表现；(iv) 实施市场准入措施，

诸如渔获登记和可追溯制度。 

6. 《港口国措施协定》缔约方还可考虑将上述计划用作依据第 21 条规定，通

过第 2 段所述供资机制提供援助的一项框架。 

II. 《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 
（《全球记录》） 

7. 《全球记录》作为支持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等国际文书、推动一致打击

IUU 捕鱼的工具，旨在提高全球渔船船队及其作业情况的透明度、可追溯性和数据

传播。根据渔委上届会议的要求，《全球记录》的建立工作在多个领域取得进展。 

8. 《全球记录》非正式开放性技术和咨询工作小组（技术咨询工作小组）已经

成立，负责提供咨询服务，具体在于澄清未决问题，并为长期筹资确定解决方案。

该工作小组已召开两次会议（2015 年 2 月 23－25 日以及 2016 年 3 月 21－23 日），

就推进《全球记录》工作的一般性方法提出指导意见。该工作小组建议设立《全球

记录》专门核心工作小组（核心工作小组），负责处理技术层面的具体事务。三个

核心工作小组已开始分别讨论与数据要求、数据交换和第三方数据相关的问题。

这三个核心工作小组的成果正在整理为准则草案，为成员确定继续开展《全球记录》

计划的技术规范。 

9. 粮农组织正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一项区域覆盖范围广泛的实用型

《全球记录》试点项目。一些成员国承诺参与试点项目，而《全球记录》计划支

持若干伙伴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并协调向《全球记录》提交数据。广泛的参与性将

保证《全球记录》的成功实施。 

10. 技术咨询工作小组确认，由国家负责数据并向《全球记录》提供。然而，

鉴于一些国家向《全球记录》试点项目提供信息时眼前可能面临的直接困难，技

术咨询工作小组临时审议了使用来自独立和信誉良好来源，即海事和贸易信息交

换局的船舶数据的一个方案，该局是作为《全球记录》中渔船唯一标识码的国际

海事组织编号管理机构。需要认真研究该方案带来的法律和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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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后，设立了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截至目前，已收

到来自欧盟、冰岛、西班牙和美国的捐款，用于承担项目前两年的费用。根据基

于结果的管理原则，《全球记录》工作小组正在现行的逐年筹资体系之外寻求中

期筹资解决办法。 

12. 国际海事组织和粮农组织就渔业部门相关主题保持长期合作。就《全球记

录》而言，根据渔委第三十一届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在阶段 1 采用国际海事组

织编号作为渔船唯一标识码，同时鼓励成员确保向各自船队相关渔船分配国际海

事组织编号。对此，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相

关事项特设联合工作组第三届会议建议粮农组织与国际海事组织进一步探索是否

有可能将国际海事组织编号体系应用于目前处于该体系范围之外的渔船，特别是

总吨位低于 100 吨的渔船。 

13. 文件 COFI/2016/Inf.12 与 COFI/2016/SBD.12-14，以及《全球记录》网站

（www.fao.org/fishery/global-record/en）提供了进一步信息。 

III. 与国际组织和网络的合作 

14. 联合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16－18 日在英国伦敦举行。联合

工作组酌情确认了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在打击 IUU 捕鱼方面

共同关注的领域，建议今后可就下列内容开展合作：(a) 《协定》实施；(b) 国际

海事组织船只识别号体系及《全球记录》；(c) 船舶识别、监测和追踪；(d) 评估

船旗国表现； (e) 适用于渔船的安全措施；(f) 《2007 国际劳工组织捕鱼业工作

公约》，包括船旗国和港口国准则；(g) 海洋废弃物；(h) 国际海事组织法律框架，

尤其是关于《2012 开普敦协定》实施的法律框架；(i) 粮农组织与国际海事组织的

今后合作。 

15. 就粮农组织与国际海事组织的今后合作，联合工作组建议：(a) 召开联合工作组

会议，同时重申之前关于联合工作组会议间隔期不应超过五年的建议； (b) 粮农

组织与国际海事组织通过联合工作组开展的合作应予拓展以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参与。

此外，联合工作组建议从第三次会议报告开始，其会议成果由粮农组织和国际海事

组织共同进行报告，供两个组织内的相关领导机构进行详细审议。 

16. 联合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完整报告见文件 COFI/2016/SBD.8。 

17. 粮农组织还出席了“国际劳工组织通过《船旗国准则》促进《2007 国际劳工

组织捕鱼业工作公约》（188 号）实施专家会议”。会议上通过的准则将“用于确认

船旗国在船旗悬挂和渔船控制方面更为广泛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及其对捕鱼和捕鱼

相关活动进行管理以确保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责任”（第 1 页，第 2 段，

http://www.fao.org/fishery/global-record/en


6 COFI/2016/5 

 

 

脚注 3）。准则还参考了《粮农组织船旗国表现自愿准则》、《粮农组织/国际劳工

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关于守则 B 部分的实施准则》、《自愿准则和安全建议》，以及

粮农组织关于改善渔业部门海上安全最佳做法的技术准则。 

18. 由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与国际监测、控制和监视网络主办，经与粮农组织合作，

第五届全球渔业执法研讨会于 2016 年 3 月 7－11 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召开 4。研讨

会重点围绕利用有效监测、控制和监视工具打击 IUU 捕鱼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包

括保护鱼群可持续性和经济活力的执法行动。研讨班推动在监测、控制和监视新技

术和方法领域交流最佳做法，并成功引入了具有成本效益的监测、控制和监视工具。

研讨会尤其强调制定 IUU 捕鱼风险评估框架以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打击 IUU 捕鱼

工作的惠益。第五届研讨会的记录摘要见文件 COFI/2016/SBD.10。 

19. 粮农组织对打击 IUU 捕鱼相关国际会议的其他资助内容包括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领导下的渔业相关犯罪会议、七国集团海上保安高级别会议、国际

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组织就世贸组织内部渔业补贴提案所举办的技术研讨会，

以及粮农组织成员举办的其他区域论坛。 

IV. 估计 IUU 捕鱼的严重程度 

20. 粮农组织于 2015 年 2 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审议在全球层面

估计 IUU 捕鱼严重程度的方法（COFI/2016/SBD.15）。研讨会建议，粮农组织可：

(i) 协调“对 IUU 捕鱼研究的调研”（调研），以审查目前用于估计 IUU 捕鱼状况的

不同方法；(ii) 牵头制定技术准则的进程，令今后各项研究的估计结果能合并用于

推动在全球进行估计；(iii) 考虑在粮农组织两年度出版物《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中纳入 IUU 捕鱼指标。 

21. 调研（COFI/2016/SBD.5）完成后认为： (i) 目前有多种不同方法用于估计

IUU 捕鱼活动，但是估计结果不具有稳健性，所用方法也不具有一致性；(ii) 一些

研究中对全球“失踪渔获”的估计包括了未必来自 IUU捕鱼活动的渔获品；(iii) 更新

对 IUU 捕鱼活动渔获品全球估计结果可能惠益有限，因为置信区间较广且对于所

涵盖的 IUU 捕鱼行为未予明确；(iv) 监测打击 IUU 捕鱼的 IUU 捕鱼指标未必需要

包括对 IUU 捕鱼所获渔品数量的全球估计，关注重点可在于其他方面，诸如合规

指标、IUU 渔船清单上的渔船数量、依据可信和稳健方法对 IUU 捕鱼渔获量所做

的特定区域或地方性估计；(v) 粮农组织可发挥作用，支持就 IUU 捕鱼渔获量的

估算方法以及基于风险对 IUU 捕鱼开展评估的方法制定技术准则。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挪威（渔业局）、苏格兰政府（苏格兰海洋科学所）、澳大利亚（澳

大利亚渔业管理局）以及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共同资助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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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调研结论，请渔委就下列事项提供指导：(i) 是否需要更新对 IUU 捕鱼的

全球估计结果，如果需要，粮农组织应在支持/开展此类估计时发挥何种作用；(ii) 粮农

组织是否应支持就 IUU 捕鱼渔获量的估计方法以及基于风险对 IUU 捕鱼开展评估

的方法制定技术准则；(iii) 对 IUU 捕鱼指标进行报告是否有益，如果是，在提出

指标并就其达成一致和报告时应采用何种进程，粮农组织应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V. 宣布“打击非法、 
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日”的提案 

23. 粮农组织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2015 年 5 月 25－29 日，

意大利米兰）建议，在粮农组织职能范围内启动关于宣布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

捕鱼国际日的举措。由于目前没有获得认可的国际日活动来提高对打击 IUU 捕鱼，

包括制定、通过和实施相关国际文书重要性的认识，因而为探索进一步强调 IUU

捕鱼活动负面影响的各类方法展开了广泛磋商。为此，在本届会议召开前以国家

通函形式向渔委成员发出了宣布“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日”的提案

供其审议。 

24. 请渔委审议上述提案，若对此予以支持，则该提案将随后提交粮农组织理事会

和大会批准。随后，提案将通过粮农组织总干事提交联合国大会，以将“打击非法、

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国际日”列入联合国国际日和纪念日日程。将根据渔委决定

的日期开展纪念活动，任何相关活动都将通过特设预算外捐款供资，不会对粮农

组织的正常计划造成任何影响。粮农组织将牵头组织和确定“打击非法、不报告

和不管制国际日”的内涵和各项活动，包括设立一项专门的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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