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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文件内容为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关于制定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专家磋商会报告的预发版本。 

提供这一预发版本的目的是为议题 9“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良好管理规范与

准则特别活动”（COFI:AQ/X/2019/8）提供支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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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0 日，粮农组织关于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专家

磋商会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十五名专家、一名顾问以及粮农组织职工

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名单见附录 1。会议向与会代表提供了每一节的背景文件

（附录 4）。 

目标 

2. 专家磋商会的目的是针对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制定形成提案。该提案将于

2019 年 8 月在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十届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在全球和区域

各级召开数次专家会议来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此次专家磋商会的具体目标是： 

a. 提出案例研究的选择标准，这些案例研究旨在提供经验教训，用于可持续

水产养殖准则的制定； 

b. 提出案例研究的记录方法； 

c. 提出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以确定所吸取的经验教训； 

d. 在利用现有准则的基础上，提出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制定方法。 

3. 本文件是工作文件 COFI:AQ/X/2019/8 的资料文件（COFI:AQ/X/2019/Inf.8）1。 

交付成果 

4. 根据提交给分委会的工作文件 COFI:AQ/X/2019/8 第 25 段，专家磋商会的

交付成果将提交给分委会，内容包括： 

25(i) 从全球水产养殖发展战略和经验中确定和选择经验教训的方法建议； 

25(ii) 记录和分析经验教训的方法； 

25(iii) 主题模块清单； 

25(iv) 现有准则与新准则需要之间的差距分析； 

25(V) 新的路线图。 

报告的编写 

5. 该报告由秘书处编写，并在最后一节会议上由专家通过。 

  

                         
1 http://www.fao.org/fi/static-media/MeetingDocuments/COFI_AQ/2019/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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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 

6. 作为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及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先生的代表，

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助理总干事 Árni M. Mathiesen 先生及水产养殖处处长 Matthias 

Halwart 先生欢迎所有与会者参加磋商会。他们回顾了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

分委会 2017 年 10 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九届会议提出的背景和要求，即要求

粮农组织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开幕辞全文见附录 2 和 3。 

通过议程 

7. 与会代表通过的议程见附录 4。 

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8. Yngve Torgersen 先生和 Beatrice Nyandat女士分别全票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 

第一节会议：情况介绍 

9. 在议题 1“情况介绍”当中，秘书处介绍了专家磋商会的目标、背景和交付

成果，之后所有专家及秘书处作了自我介绍。秘书处忆及，磋商会的目的是明确

现有成功途径和新成功途径的范围和内容，以及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方法，

以便提供选项、建议和意见，帮助分委会作出决策。 

第二节会议：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方法和路线图 

全会讨论 

10. 在议题 2 当中，秘书处介绍了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用于准制编制的资料、

拟议的方法和路线图以及召开专家磋商会这一方法。 

11. 第一轮讨论集中于未来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目标群体。除了政府主管部门

和政策制定者之外，还应该包括水产养殖业和私营部门。还应考虑不同的用户

（例如小规模生产者、商业化农民）和除英语以外的语言。有人强调，应利用信息

技术为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提供支持，例如建立专门的网站，提供关于政策、环境

要求等数字文件的全面参考框架。 

12. 与会代表讨论了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路线图，并对此进程的预期持续

时间表示关切。专家们表示希望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能够尽快完成并公布。也有人

提到，分委会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建议，例如： 

 限制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进程的范围； 

 要求开展更多研究并与研究机构合作； 

 将这一进程定为高度优先事项，要求提供额外资金，用于举行粮农组织技术

磋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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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外，与会代表提到，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30 日，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

大会将在中国上海举行，这一会议为多方利益攸关方参与制定和交流可持续水产

养殖准则的内容提供了额外机会。 

14. 专家磋商会接受了制定和实施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时间表，但强烈建议

分委会探索加快这一进程的手段。有人建议专家首先关注于确定优先主题领域和

文件，以便立即开展工作。也有人提出，需要考虑实现 2030 年议程各项具体目标

的工作，因此，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应具备长远的视角。 

15. 专家们就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可能的结构和内容开启了讨论。会议提醒各位

专家，分委会要求就以下两点提供建议：（i）更好地执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 ii）发展水产养殖以帮助各国实现 2030 年议程各项具体目标。最终产生的文件

结构可能类似粮农组织 2018 年的一份文件2，包含主题模块、主要参照标准（包括

工具包和准则）和案例研究，并以案例研究等一些较为实质性的文件作为支撑。 

16. 对现有准则的讨论表明，或许有可能包含其他近期指导文件，特别是非粮农

组织来源的文件。许多相关国家、区域或国际倡议（会议、项目等）的产出也可以

用于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制定。有人提议，可以使用评分系统对这些文件进行

优先排序。 

交付成果3 

交付成果 25(i)：从全球水产养殖发展战略和经验中确定和选择经验

教训的方法建议 

 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目标受众、已有的大量指南（尽管大部分

来自粮农组织，且其中一些可能已经过时）以及某些领域指南的

缺乏（例如性别和人权）； 

 专家磋商会认识到有机会选择主题模块、案例研究、现有指南和

路径，并对其进行优先排序； 

 明确了提出拟议方法所需完成的任务； 

 会议还同意，即将在全会上报告的焦点小组工作将使情况更加

清晰。  

 

                         
2 粮农组织，2018 年。《改革粮食和农业，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决策者指南的 20 项相互关联行

动》。2018 年，罗马，粮农组织。71 页。这是粮农组织推动粮食和农业在 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主流化的指导文件，以协助成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  
3 列于 COFI:AQ/X/2019/8 文件第 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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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成果 25(v)：新的路线图 

 专家磋商会有保留地接受了制定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拟议

路线图和时间表，并请分委会考虑一切加快进程的方式，以尽快

交付这些急需的准则； 

 为了协助这一进程，专家磋商会同意向分委会提出本周审议过程

中出现的任何想法。 

 

第三节会议：用作案例研究的全球水产养殖发展战略和经验的 

选择方法与标准，以及确定经验教训的方法和标准 

小组讨论 

17. 与会代表分为四组，各自讨论全球水产养殖发展战略和经验的选择方法与

标准，通过案例研究的形式记录，以及确定经验教训的方法和标准。这项活动安排

了三个半小时。所有小组都完成了自己分到的任务。各小组对 SAG/3.1 号文件的

表述或措辞提出了建议，所提议的修改已纳入即将举行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特别

活动的会议背景文件中。各小组使用提供的模板向全会汇报。 

全会讨论 

18. 各组发言之后，全会就以下议题展开了讨论： 

 利用两年一度的水产养殖《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调查问卷反馈来选择案例。

但是，有人指出，要将问卷数据用于这一目的，可能需要各国达成一项正式

协议，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结果如何尚未可知。此外，有人怀疑

这些数据是否适用于这一目的。 

 有人对案例研究文件的数量、长度和复杂性表示关切，不过承认拟议的案例

研究模板具有全面性（文件 SAG/3.1，见附录 4）。有人提议，文件的数目

应当主要由需求决定，而需求要在仔细研究了主题模块之后才能更好地确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提供一个模板可能有助于案例研究的编写，只是模板要

避免过于规定性。 

 有人建议，案例应在地理、物种、养殖系统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并应至少

涵盖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 80%。然而，也有人认为，渔委要求案例应当展示

一些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的独特经验。 

 有人建议将已经失败但产生了宝贵教训的案例列入其中，以便其他国家吸取

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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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建议明确案例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以便突出这些案例对

各类目标和权衡的贡献。 

 有人建议从各种来源收集案例，包括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国家报告以及

愿意提供《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反馈的国家。与会代表特别强调了水产

养殖网络和区域渔业机构在确定和阐述案例方面的作用。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突出介绍成功案例、挑战和经验教训，作为准则的支撑。 

 有人建议，准则的目标对象应当是所有国家，并指出不同国家存在许多不同

的水产养殖产业发展轨迹。 

 案例选定后，应由粮农组织进行最后的汇编和审查。 

交付成果 

交付成果 25(ii)：记录和分析经验教训的方法 

 所提议的研究模板和方法已获接受，但会议建议应灵活使用，

与案例的复杂性和所提炼的经验教训相匹配；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目标群体应包括所有国家。 

 

第四节会议：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主题模块及现有准则与 

新准则需要之间的差距分析 

小组讨论 

19. 专家分为四组讨论了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主题模块，并对现有准则与

新准则需要之间的差距进行了分析。这项活动安排了三个半小时。所有小组都完成

了自己分到的任务。所有小组都努力整理章节标题，对主题模块进行阐释，添加

他们知道的或在网上找到的指导文件，还针对章节及其所属主题模块的整理以及

差距的确定提出了提案。各小组明确了修订工作的优先重点，以及产生经验教训

所需的案例。提出的修改意见经整理后纳入了即将举行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特别

活动的会议背景文件4。 

  

                         
4 COFI:AQ/X/2019/SB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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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讨论 

20. 各组发言之后，全会就以下议题展开了讨论： 

 会议讨论了提供一份尽可能简要的文件以满足最终用户需求的可能性。各位

专家同意，主要目标用户是政府。有人呼吁，以粮农组织文件（2018 年，

见脚注 1）为模板，为每个主题模块编写一份两页纸的概述，里面包含所有

网络参考资料及技术文件和准则、案例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链接。 

 与会代表认为，主题模块、准则和技术文件（报告、文章和论文等）初步

清单足够全面，能够为确定章节、主题模块和案例这些任务提供足够的信息。 

 有人指出，一些技术准则是十年前编写的，可能指导意义不大，甚至有可能

提供错误指导，因此需要进行修订。 

 会议就目前需要的到底是一整套全面的、最新的准则还是通过分委会启动

一个连续滚动的指南编制与更新进程开展了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分委会

不应将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视为一个成品，而应视为一份活的文件，随时

可以吸收新的相关知识。专家磋商会建议分委会参照《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执行进展评价的办法，仔细监督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制定与使用，

就闭会期间编写新的模块和修改现有模块提出建议。 

 专家们一致认为：各成员国的政策制定者未必需要参阅整份指导文件，而是

根据其水产养殖业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只需要参考特定部分。有人建议

加入决策树和路径图，以便将使用者引导至适当的模块和章节。还有人建议

将准则建设成一个电子数据库，从而便于访问和更新。 

交付成果 

交付成果 25(iii)：主题模块清单 

 对主题模块清单进行了修订，经整理的修订草案载于汇总文件 4.1

（附录 4）。 

 随着分委会对准则开展定期监督，还将出现新的模块和更新。 

 

交付成果 25(iv)：现有准则与新准则需要之间的差距分析 

 对差距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差距所在。汇总文件 4.1 当中汇报了

成果（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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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会议：明确具体挑战（包括地区差异、能力建设等） 

小组讨论 

21. 专家分为四组，各自讨论了实现可持续水产养殖的路径以及对分委会的建议。

这项活动安排了 1 小时 45 分钟。 

全会讨论 

22. 各组发言之后，全会就以下议题展开了讨论： 

 各国路径差异：尽管专家们建议指明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与粮农组织文件

（2018 年，脚注 1）之间的联系路径，但也一致认为路径不宜“一刀切”。

相反，路径应当主要由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与愿景决定，尤其要看其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路径应当考虑各国的具体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有效的落实取决于该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充足的资金和能力，以及国家

一级对准则的执行进展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价。 

 可利用所提议的区域一级专家会议帮助各国建设能力，通过召开必要的多

利益攸关方磋商会来建立实现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专家们强调，准则的执行不应增加各成员国的报告负担。但是，各成员应当

利用分委会会议提供的机会，分享准则执行经验，明确能力建设需求。 

第六节会议：通过报告 

全会讨论 

23. 专家磋商会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16:05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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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与会者名单 

I. EXPERTS 

Ms Liying SUI  
Professor and Vice Dean  
College of Marin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China 

Mr Qingyin WANG  
President of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Former Director-General and Senior Researcher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YSFRI)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CAFS) 
Qingdao, China 
 

Ms Cécile BRUGÈRE 
Director  
Soulfish Research and Consultancy 
Honourary Research Associate of the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EI) 
York, United Kingdom 
 

Ms Adriana Patricia MUÑOZ RAMÍREZ 
Associate Professor 
Aquaculture Nutrition Laboratory 
Facul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Animal 
Husband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Bogotá, Colombia 
 

Mr Mohammad POURKAZ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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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Opening address by Árni Mathiesen,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Department, FAO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Rome and FAO.Great thanks to you for having 

kindly accepted to provide your expertise to this expert consult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Guidelines”. 

Please allow me first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Norway for their 

kind support provided for the first steps of scoping and development work of the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Guidelines.We also thank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its Korea Maritime Institute for the support of the envisaged global and 

regional consultations that should help developing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guidelines 

starting with this expert consultation here at FAO HQ. 

As you are aware, aquaculture’s continued growth worldwide has provided not only 

excellent protein quality for human consumption, but also created job opportunities and 

wealth, and has supported many livelihoods as well as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worldwide, since it can be developed in a wide variety of locations and systems.Today, 

aquaculture producers contribute more than half of all fish and fish products for direct 

human consumption.Our expectations are that soon aquaculture will be the mainstay of 

production, supply and trade of fish and fish products, worldwide. 

Accordingly, the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of the FAO Committee on Fisheries 

(COFI) during its ninth session held in Rome in October 2017, underlined the vital 

contribution of aquaculture to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 access and post-harvest issues, and emphasized the need to support small-scale 

producers.The Sub-Committee recognized the growing global significance of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 both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s well as to the achievement of a wide range of SDG targets,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for implementation of best practices in 

aquaculture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FAO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member countries and to facilitate 

inter-governmental dialogue on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COFI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and as part of i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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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with FAO’s Strategic Programmes and with relevant partners and 

stakeholders. 

This expert consultation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step towards improving our knowledge 

on sustainable and successful aquaculture developments and towards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ssible success factors and pathways that might provide for suitable guidance to 

ensure its continued sustainable growth in all possible aquaculture set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We see this consultation as a very important fundamental first stepping stone and 

expect that, at the end of the three days, we will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scope and 

contents of the existing and new paths of success and of what methodologies to u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Guidelines. 

However, we will also need strong partnerships because the work really starts after this 

consultation, as we will be presenting these findings at the upcoming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to be held in Trondheim, Norway in August 2019, to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 countries, Regional Fisheries Bodies and Aquaculture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ng stakeholders from industry, trade and civil society. 

Let me close these opening remarks by wishing you all a fruitful meeting that will help 

pu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nsultation on the map for the benefit and growth of a truly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for all, without exceptions, and all worl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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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Opening address by Matthias Halwart, Head, Aquaculture 

Branch,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Department, FAO 

 

Dear Experts, colleague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I am very pleased and delighted to see all of you here in Rome and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here at the FAO HQ.Delighted because most of you are well 

known to us, and some of you have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in the past, and of 

course we also know many of you from your attendance to the FAO Committee on 

Fisheries and its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This week you are not here a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but to provide your expert 

views on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Guidelines.Let me briefly recall the origin of this going back to the request made at 

COFI/SCA:“The SCA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for implementation of 

best practices in aquaculture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recommended that 

FAO should develop global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We are all aware that there are many guidelines out there already, some of them older 

and going back to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for which we will 

soon celeb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some newer;some at global and some at regional or 

national level, some on general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and some on more specific 

topics … so an important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ll be: where are the gaps and 

where do we need updates of existing guidelines?But also how can we use information 

that is periodically provided to FAO, as in the reporting on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In the next 3.5 days, this will be our challenge.Your consolidated advice given here 

will provide critical input for deliberations of Members at the 10th Session of the 

COFI/SCA to be held in Trondheim, Norway, from 23 to 27 August.  

I would like to add my appreciation together with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Árni M. 

Mathiesen by thanking Norway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their excellent and 

timely support in the process, and to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to provide your expert 

advice.  

I wish you a productive meeting.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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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Approved agenda 

DAY 1 :MONDAY 17 JUNE 2019  

Time Venue Activity Documents 
09:00-11:00 FAO Gate Arrival and registration, DSA disbursement (D202)  
14:00-15:00 Mexico room (D211) Session 1 - Setting up the scene 

Welcoming remarks 
Self-introdu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secretariat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objectives, context and deliverables of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1.1 List of participants 
 
1.2 Agenda 
 
1.3 Objectives, context, 
deliverables 
 
1.4 Transforming food and 
agriculture to achieve SDGs 
 
See also 4.2 and 4.3 

15:00-15:30 Mexico room (D211) Photo session and coffee break  
15:30-17:00 Mexico room (D211) 

 
Session 2 –  Methodology and roadm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G –  Deliverables 25(i) and 25(v)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scope, objectives, roadmap and 
approach for SAG development 
Brainstorming on the : 
Proposed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the guidelines - Deliverable 25(i) 
Proposed roadmap - Deliverable 25(v) 

2.1 Method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G 
 
2.2 Roadm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G 
 
2.3 COFI:AQ/X/2019/85 
 
2.4 
COFI:AQ/X/2019/SBD.21 

19:30 Donegal 2.0 Reception  

                         
5 http://www.fao.org/about/meetings/cofi-sub-committee-on-aquaculture/cofi-aq10-docume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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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TUESDAY 18 JUNE 2019  

Time Venue Activity Documents 
9:00-9:15 Mexico room (D211) Session 3 - Methodology and criterias for selecting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of aquaculture developments worldwide to be documen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for identify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m 
 

3.1 Selecting case studies 
and identify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m 
 
3.2 CCRF questionnaire 
(Countries) 
 
3.3 COFI:AQ/X/2019/31 
 
3.4 
COFI:AQ/X/2019/SBD.11 

9:15-9:45 Mexico room (D211) Coffee break 
9:45-12:30 Mexico room (D211) 

Nigeria room (C283) 
Espace Gabon (A024) 

Group work on methodology and criterias for selecting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of aquaculture developments worldwide to be documen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for identify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m 

 
12:30-14:00 FAO restaurant 

C877, 8th floor 
Lunch break 

14:00-15:00 Mexico room (D211) 
Nigeria room (C283) 
Espace Gabon (A024) 

Group work on methodology and criterias for selecting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of aquaculture developments worldwide to be documen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for identify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m (cont.) 

 
15:00-15:30 Mexico room (D211) Coffee break 
15:30-17:00 Mexico room (D211) Plenary session on the methodology and criterias for selecting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of aquaculture developments worldwide to 
be documen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for identifying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m –  Deliverable 25(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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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WEDSNESDAY 19 JUNE 2019  

Time Venue Activity Documents 
9:00-9:15 Mexico room(D211) Session 4 - Thematic modules of the SAG and gap analysis 

between existing guidelines and needs for new ones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on the thematic module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AG 
the gap analysis methodology 

4.1 List of thematic modules 
and existing guidelines 
 
4.2 COFI:AQ/X/2019/31 
 
4.3 COFI:AQ/X/2019/ SBD.11 

9:15-9:45 Mexico room (D211) Coffee break 
9:45-12:30 Mexico room (D211) 

Nigeria room (C283) 
FI -meeting room (F313) 
Espace Gabon (A024) 

Group work on the thematic modules of the SAG and gap analysis 
between existing guidelines and needs for new ones 

 

12:30-14:00 FAO restaurant 
C877, 8th floor 

Lunch break 

14:00-15:30 Mexico room (D211) 
Nigeria room (C283) 
FI -meeting room (F313) 
Espace Gabon (A024) 

Group work on the thematic modules of the SAG and gap analysis 
between existing guidelines and needs for new ones (cont.) 

 

15:30-16:00 Mexico room (D211) Coffee break 
16:00-17:00 Mexico room (D211) Plenary session on the thematic modules of the SAG and gap 

analysis between existing guidelines and needs for new ones – 
Deliverables 25(iii) and 25(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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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THURSDAY 20 JUNE  

Time Venue Activity Documents 
9:00-9:15 Philippines room (C277) 

 
Session 5 –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challenges (including 
regional specificities, capacity development etc.) 
Presentation of the :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the pathways 
Challenges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work 
the way forward 

5.1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pathways 

9:15-9:45 Philippines room Coffee break 
9:45-11:30 Philippines room (C277) 

Nigeria room (C283) 
Espace Gabon (A024) 

Group work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challenges 
(including regional specificities, capacity development etc.) 

 
11:30-12:30 Philippines room (C277) 

 
Plenary session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challenges 
(including regional specificities, capacity development etc.) 

Groups’ presentations 
Discussion 

 

12:30-14:00 FAO restaurant 
C877, 8th floor 

Lunch break  

14:00-15:30 Philippines room (C277) 
 

Session 6 –  Recommendations, way forward and closing 
session 
Discussion and synthesis of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6.1 Draft Report 

15:30-16:00 Philippines room (C277) Coffee break  
16:00-17:00 Philippines room (C277) Adoption of the report 

Clos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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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选择案例研究，明确经验教训 

界定可获得经验教训的案例研究 

1.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的制定将利用从各类案例研究中

获得的经验教训。 

2. 在这项工作中，案例研究可定义为“对某个水产养殖相关进程、战略和/或

经验进行的（包含充分信息的）深度描述”。例如，可包括： 

- 某国或某区域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如“ [某国 ]1990 年至 2000 年水产

养殖业的成功发展”或“[某国]自 2010 年以来对水产养殖业发展困难的

应对”等。） 

- 水产养殖业子产业的发展（如“[某国/区域]有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某国/区域]观赏鱼类养殖业的发展”；“[某国/区域]鲇鱼（或罗非鱼等）

养殖业的发展”；“[某国/区域]农业-水产养殖综合系统的发展”等。） 

- 产业战略（如“科研 /创新在 [某国 /区域 ]水产养殖发展中的作用”或

“公共政策在[某国/区域]水产养殖发展中的作用”等。） 

- 跨部门战略（如“水产养殖业对 [某国 /区域 ]性别平衡的贡献”；“水产

养殖业对[某国/区域]地方农作系统气候抵御能力的贡献”等。） 

- 环境生物安全战略（如“怎样将水产养殖产业发展产生的环境足迹限制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等。） 

- 等等 

3. 只要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有用的经验教训，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都应加以

考虑。 

4. 从各案例研究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将用于阐释准则不同主题模块的内容。

记录下来的案例研究也将用于制定落实可持续水产养殖的路径建议。 

选择可获得经验教训的案例研究 

5. 水产养殖分委会建议利用各国、各区域渔业机构和水产养殖网络参加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两年一度调查时提供的关于《守则》水产养殖

相关条款当前执行工作的反馈来筛选案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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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但是，这要求想办法解决问卷答案保密性的问题。专家指出，要将问卷数据

用于这一目的，可能需要各国达成一项正式协议，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且结果如何尚未可知。此外，有人怀疑这些数据是否适用于这一目的。 

7.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问卷载于文件 3.2，介绍上一次调查结果的分委会

文件载于文件 3.3 和文件 3.4。 

8. 案例分析其他可能的资料来源包括此前渔业委员会及水产养殖分委会关于

水产养殖的建议、粮农组织国别项目报告、专家个人经验以及现有相关案例

研究出版物。 

9. 为了给各主题模块涵盖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不同维度（治理、技术、环境

友好型做法、社会方面与人权、价值链、可持续发展等等）提炼相应的经验

教训，专家磋商会确定了案例筛选标准。 

10. 专家建议的标准为： 

a. 操作性标准 

 对所提议的需要最新资料的准则主题模块和/或路径6，该案例研究能够

通过其经验教训提供有用的补充 

 记录案例所需数据、研究/报告或消息人士的可获得性 

 有关国家政府分享经验、为案例的记录提供资料、资源和帮助的政治

意愿与积极性 

 可验证的成功案例 

 定期填写《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且自愿分享其故事的国家的案例 

b. 代表性标准 

 区域覆盖面（国际、区域或国家案例）。 

 物种覆盖面（鱼类、甲壳动物、藻类、软体动物等）。 

 农作系统覆盖面（密集型养殖系统、粗放型养殖系统、再循环养殖

系统等）。  

 养殖规模覆盖面（产业化、半商业化、农村） 

                         
6 见文件 1.3 对主题模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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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案例放在一起，应当能反映地理、环境、生产系统、技术、产业

组织化水平、与其他农业和发展活动融合水平、治理等的多样性<不仅

仅是成功案例，还有从失败案例汲取的经验教训？> 

 不同水产养殖环节的覆盖面（鱼苗孵化、亲鱼管理、养成、市场准入、

附加值等）。 

c. 影响力标准 

 过去几年的养殖产量及养殖趋势 

 水产养殖发展治理的改善。 

 与全球挑战的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 

 水产养殖业成功的驱动因素和源头（私营部门、政府等）。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影响 

 实现可持续性三支柱——经济、社会、环境——的情况 

 当地社会的接受情况 

 对环境影响降低 

d. 原创性和有用性标准 

 采用或推广的可复制性 

 独特性——专业化生产、高速增长、扭转产量下降趋势的案例 

记录选定案例 

11. 要收集的资料包括：（i）涉及的利益攸关方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受益或受损的

情况；（ ii）实现成就的历史过程及经历的正面或负面事件；（ iii）投入、

产出、成果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 iv）遇到的困难及采用的解决办法； 

（v）对现有准则的利用；（vi）现状与未来前进方向。 

12.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应当在专家磋商会和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召开

之后、几次区域专家会议之前进行。有些案例的记录可能需要进行实地调查。 

13. 下文提供了案例研究的建议模板和内容。专家小组认为模板很完整，但应

灵活使用，必要时根据案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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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已选定案例的经验教训 

14. 经验教训将在区域专家会议期间根据案例研究报告确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案例研究所描述的进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样成功解决的（或未

成功解决）； 

 所描述的进程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案例研究报告建议内容7 

标题：案例研究：…… 

国家：…… 

地点：…… 

作者…… 

 

内容提要 

15. 本部分将于案例研究编写后起草。 

案例研究的呈现 

16. 背景 

– 以一个简短的导言介绍此处所记录案例的背景，以及最初决定执行这一

进程的原因。 

– 列出所使用的准则，并解释这些准则对所描述案例的成就有何贡献。

说明这些准则是否是粮农组织的准则。 

– 介绍此案例研究可能为其提供有用经验教训的准则主题模块和路径。 

– 介绍国家或区域一级的一般情况（气候、基础设施、问题、发展挑战、

相关公共和私营行为者），指出从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内这些情况的

演变。注意，“公共政策”要素的详细内容留待下文“公共政策影响

评价”部分）。 

                         
7 根据 Barret D.，Blundo-Canto G.，Dabat M-H.，Devaux-Spatarakis A.，Faure G.，Hainzelin E.，Mathé S.，

Temple L.，Toillier A.，Triomphe B.，Vall E. (illus.)，2018 年。ImpresS ex post。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事后影响

评价方法指南。法国蒙彼利埃，农业发展研究国际合作中心（CIRAD），96 页。国际标准书号：978-2-87614-

736-2。https://doi.org/10.19182/agritrop/00006 （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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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案例研究范围 

简要介绍案例（注意，叙述方式见下文）： 

– 研究的是哪个/些进程？ 

– 哪些项目/活动被认为对这个案例很重要? 

– 进程的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若非进行当中）。 

– 地理空间/位置。 

– 根据多因素方法提出第一影响假设：在此处插入进程开始时预期的初始

影响路径。 

18. 案例研究记录方法总结 

理想的情况下，案例研究的编制应包括如下步骤： 

– 案例研究的准备 

– 与利益攸关方对话 

– 构建对进程与影响路径的叙述 

– 影响的定性和定量描述 

– 利益攸关方确证 

在此部分放入一个汇总表，内容有：（1）使用的工具；（2）解释/理由。 

– 在哪个时间段开展的研究？ 

– 谁做了什么？案例团队不同成员的作用。 

– 采用了什么数据和资料收集工具（灰色文献；参与式工作坊，说明参与

者类型；采访，说明受访者类别；焦点小组，说明参加不同焦点小组的

各方的类别；调查，说明受访者类型，等等）来记录什么（记述创新、

学习情境、影响，等等）？说明行为者类型（参看报告附录，受访者、

见面者或参与工作坊焦点小组人员名单）。 

– 点评，尽可能简短；一个简单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文件，若感兴趣，可以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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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描述进程的叙述 

19. 按时间顺序叙述进程 

– 首先，呈现叙述建构的过程：从前期准备阶段草拟的第一个叙述到最终

由行为者验证的叙述； 

– 写下进程的最终叙述； 

– 描绘利益攸关方； 

o 展现利益攸关方构成：图表+解释/说明为何做此选择； 

o 解释进程中主要利益攸关方、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受影响

利益攸关方的作用 

 

利益攸关方 类 别 
（主要、有影响力、 

受影响） 

类 型 
（组织、部门、 

个人等） 

对进程的贡献 与其他 
利益攸关方的 

关系 
 
 

    

 

20. 利用社会技术图描绘事件发生顺序8（以图表呈现叙事和说明，强调遇到的

困难及其如何解决或未能得到解决，以及出现的机遇及其如何塑造进程的

未来）。 

主管发展进程的人在介绍其成就时，常常将其描述为一个按照逻辑

步骤线性发展的过程，但现实表明，实际上，这一进程通常是由一个接一个

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调整组成的，以便利用新出现的机遇，应对阻碍

进程的各类限制。这可能对产出、成果、影响和经验教训有着直接或间接

后果，因此需要好好识别和理解。 

o 在一条线上列出进程开始时的情况，推动发展的机遇，以及特定时间

出现的限制，这些限制要求若要继续往下发展必须做出调整。 

o 在下一条线上列出过程当中为了解决限制、利用新机遇而做出的

各类改变。绿线代表发展进程，向右画表示取得进展。 

o 如果有些限制无法克服，又出现了新限制或者机遇消失（比如水产

养殖饲料成本很高（现有限制），而过去补贴农民的项目又终止了

                         
8 Latour, B.，Mauguin, P.，Teil, G. 1992 年。《社会技术图说明》（A Note on Socio-Technical Graphs）。《科学的

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第 22 卷第 33-58 页和 91-94 页。http://www.bruno-latour.fr/node/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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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限制/机遇丧失），导致多个水产养殖者结束其活动），则把代表

发展进程的绿线向左画。 

 

社会技术图一般性描述（来自 Latour 等人，1992 年，有改动）  

 

21. 影响路径 

– 首先，介绍构建影响路径的进程（从初始假设开始，怎样接着收集投入

-产出-成果-影响要素，怎样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画出影响路径，建立

因果联系；提出遇到的困难，分享仍然存在的任何疑问）。可以添加

影响路径某些部分的放大图。到目前为止，谁确证了这一影响路径？ 

– 对于进行中的案例，区分哪些是已经过去的，哪些是预期的或预测的。 

– 插入影响路径图，如你认为必要，插入影响路径的不同放大图。 

– 写一段文字，解释图上的内容（尤其是不同行为者之间的观点存在差异

或独特性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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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 解释影响路径的因果关系 

1 投入 1 到产出 1：利用鱼苗孵化场开展研究，其产出是成功培育了一个新品种。 

 

   学习情境 

负面或不良影响 

 

社会技术图一般性描述，举例说明（来自 Barret 等人，2018 年，有改动）  

22. 列出投入 

现有投入可能对解释案例研究的产出、成果和影响有着关键作用，尽管有时

不明显，或在进程开始时未得到考虑。必须将投入详尽地识别并列出。 

投入名称 投入类别 涉及的利益攸关方 出现时间/相关时间段 投入是如何确定的 

  

 

   

 

23. 从产出到成果 

描述产出（进程的直接结果，例如鱼类的生产、池塘的建造等）与成果（产出

带来的成就，例如当地市场鱼类供应增加、价格降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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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产出和成果表。 

产出名称 产出类别 涉及的利益攸关方 出现时间/相关时间段 产出是如何确定的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涉及的利益攸关方 地理范围 成果是如何确定的 

   

 

  

 

24. 从成果到影响（第一级和第二级） 

说明从产出过渡到第一级影响的假设，以及从第一级影响过渡到第二级影响的

假设（影响的衡量见下文）。同一影响可以同时出现在第一级和第二级影响当中

（例如收入增长可以出现在目标利益攸关方身上，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出现在

其他人身上）。 

影响 第一级 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 第二级 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 

   

 

  

 

第一级 

影响名称 

影响领域 受影响的 

利益攸关方 

出现日期/ 

时间段 

地理范围 影响是 

如何确定的 

 

 

     

 

第二级 

影响名称 

影响领域 第二级 

影响类型 

受影响的 

利益攸关方 

出现日期/

时间段 

地理范围 影响是 

如何确定的 

 

 

      

 

说明进程对于将成果转化为影响的贡献（与其他确定的贡献者的关系 /对比）

（估计比较外部因素或其他项目的重要性与所研究贡献的重要性） 

对于进行中的项目，在这里说明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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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25. 能力建设可视为影响路径的“脊梁”。只有个人、社区和组织获得或发展了

新能力新技术，改变才能发生。要评价能力建设，必须分析利益攸关方认为

非常关键的学习情境9。 

26. 介绍已确定的学习情境 

界定和描述学习情境。 

插入表格，描述学习情境的特征。 

情境 特征（何时， 

何地，什么人， 

什么事） 

进程的 

作用 

影响路径的 

阶段 

学习的 

主要行为者 

获得和使用的 

能力 

因获得能力 

而产生的改变 

（活动、做法等） 

       

       

 

能力建设影响路径：报告影响路径上的学习情境 

 

衡量影响 

27. 利用汇总表提供资料，表格内容有已确定的影响、指标和来源。如果你对影

响进行了分级，也可在介绍中说明。 

 

影响 认识/观点 影响强度评分指标 

（-5 至+5） 

影响幅度评分指标 

（0 至+3） 

影响评分指标的

资料来源 

影响 1： 

生产收入改善 

农民 I1：单产变化 

I2：家庭对儿童福祉 

改善情况的认识 

M1：受影响农民人数 

M2：受影响面积 

（公顷） 

I1，M1，M2： 

统计 

I2：焦点小组 

非政府组织 等等   

影响 2     

 

28. 对于进行中的案例，说明针对产出（已经观察到的和预期的）转化为预期

影响的方式开展了哪些探索工作，并说明可能影响该进程的背景要素或

其他项目。 

                         
9 学习情境是一整套条件和环境，可以引导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组织建立新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解决

问题、抓住机会或改进做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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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一级影响 

通过相关指标跟踪每个影响的衡量路径，并介绍数据收集的结果。说明

每个指标的数据来源（可能不止一个）以及综合数据。还要根据这些数据的

收集质量及其代表性（根据受影响的地理区域或行为者的类型）来估计这些

数据的可靠性赋值。一定要尽可能为所有指标赋值。如果你无法通过访谈、

统计数据或焦点小组来进行赋值，则建议一个值（或一个值范围），并清楚

地标明这是一个专家评估值（你+团队）。 

30. 第二级影响 

与第一级影响一样：描述已确定的第二级影响，并说明你是否已收集

数据来为其提供依据。 

评价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此方法包含三个步骤： 

31. 说明这一进程所处的、可能左右其影响的体制背景。这个步骤要求指出公共

行为者和主要公共政策，并确定主要公共行为者对这一进程的接受程度； 

 

公共行为者 进程开始时的接受程度 进程结束时的接受程度 为何改变 

    

    

 

32. 研究公共行为者与进程中其他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公共行为者可以在

何时、何种情况下以及通过何种手段推动进程通过其各个阶段，直至产生

影响； 

 

相互作用 特征 进程的作用 主要公共 

行为者 

对进程的 

影响 

对政策的 

影响 

影响路径的 

步骤 

制定水资源

管理政策 

此进程促进

在水产养殖

户、其他农

户和地方主

管部门之间

建立一个新

的水资源共

享计划 

磋商组织者 农户 

地方主管 

部门 

地方政府 

新配额 

新投资 

（水坝等） 

水资源管理

新规则 

产出： 

水资源管理

新规则 

 

影响：建设

当地社区和

主管部门的

能力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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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这些相互作用对公共行为者能力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本研究中可能研究的其他主题 

34. 解释研究方法并介绍结果。 

经验教训 

35. 从遇到的困难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主题模块 

36. 从进程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主题模块 

37. 其他经验教训 

38. 建议 

– 关于继续开展所述进程的建议（对于进行中的案例必须提出建议）。 

– 关于纳入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各主题模块的建议。 

 

经验教训  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应的主题模块  建议  

 

 

   

 

参考文献 

39. 列出本案例研究用到的主要文件和来源。 

 

附件 

40. 此处放入任何有助于理解本案例研究的资料，包括图片、原始数据等。 

41. 不要忘了放入参考的报告，包括行政报告（灰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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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主题模块和准则清单 

“主题模块”及相应的现有或需要的指导文件初步清单的制定考虑了以下资料： 

1)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水产养殖专门调查问卷的 45 个问题  

（3.2《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问卷（国家），4.3 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会

会议背景文件表 4）； 

2) Barg（2013 年10，4.2 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会工作文件第 9 段）对

负责任水产养殖发展指南需求与现有指南（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

——水产养殖发展）之间的差距进行的分析； 

3) 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现有指南之间的差距分析，粮农组织

出版（Hambrey，2017 年11，工作文件第 12 段）； 

4) 专家磋商会上的专家建议。 

下面的表格分为五栏。第一栏为已经确定并按“主题模块”分组的、将写入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的主题。 

1) 其中包括最初由秘书处提出并经专家核准的主题模块 

2) 还包括专家建议的新主题模块及主题模块的分“章”新结构。 

第二栏“粮农组织准则”包括粮农组织编写的文件（如 4.3 渔业委员会水产

养殖分委会会议背景文件表 1、粮农组织技术文件等）、粮农组织及其伙伴编写的

文件（如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或粮农组织正式文件中建议的文件（如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方括号中的参考资料对应分委会会议背景文件表格中列出的文件，

特别是表 1 [TG 数字]或表 2 [数字]。 

3) 清单包括秘书处提议并经专家核准的文件清单，以及专家添加的参考文献。 

第三栏列出了其他有用的资源/参考资料。 

4) 清单包括秘书处提议并经专家核准的文件清单，以及专家添加的参考文献。 

第四栏列出了评论意见，特别是关于现有指导材料的时代性、覆盖范围、适当

性等。现有的评论意见基于 Barg（2013）（以[CCRF]开头的评论）或 Hambrey（2017）

（以[SDG]标识的评论）。以[Update]标识的评论是指前两个文件发布后发生的变化。 

                         
10 Barg, U.，2013 年。对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关于水产养殖的现行准则进行的评估。文献综述。

粮农组织，罗马：49 页（未出版）  
11 Hambrey, J. 2017 年。2030 年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水产养殖发展与管理的挑战。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

养殖通函第 FIAA/C1141 号  http://www.fao.org/3/a-i780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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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栏包括专家的评论 

第五栏只是行号，以便在小组和全体讨论期间更容易地引用特定的主题模块。 

所列的所有参考资料/资源均可在脚注、附件 1（所有涉及水产养殖发展问题的

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和附件 2（所有其他指导材料）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