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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件介绍了私营生态标签对渔业收益所产生影响的一份咨询文件的结论。

本文件还提供了有关利用粮农组织《评价准则》草案作为基准制定工具，对私营

生态标签计划与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认证准则》进行比较的证据。 

建议分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对于粮农组织评价框架草案的最近使用结果展开讨论；分享个案研究、统计

信息或生态标签对治理和可持续管理产生影响的国家证据；  

 就粮农组织在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评价框架草案方面的未来工作提出建议； 

 批准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正在开展的活动，这些活动涉及监测和分析

生态标签的影响及支持全球私营部门有关制定自愿生态标签基准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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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向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提交了一个评价框架草案 1，以评估公共和

私营生态标签计划与《粮农组织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相

一致的情况。随后开展了讨论，一些成员建议通过专家磋商会提出的评价框架草案，

指出一旦在评价框架实施过程中获得更多经验，则可以对其做进一步修订；另外

一些成员认为还不能通过评价框架草案，而应进行一项试点计划来检验其实用性

（最终报告，第 31 段）。 

2. 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一致认为，现阶段没有必要再举行一次专家磋商会或

技术磋商会来推进评价框架方面的工作（最终报告，第 32 段），但可以讨论各种生

态标签计划对渔业管理和经济收益的影响（最终报告，第 35 段）。 

3. 渔业委员会（渔委）第三十届会议注意到，评价框架草案已公开发表。渔委

要求在根据粮农组织准则评价生态标签和认证方面迅速取得进展。  

4. 秘书处认识到评价框架草案已经公开，因此在独立顾问的协助下寻求有关使

用评价框架草案作为公共和私营自愿生态标签计划基准制定工具的证据。该顾问调

查了公共和私营标签的采用对渔业产生经济影响的证据，即经认证鱼品或经认证鱼

品的特别市场准入与未经认证鱼品相比所得到的价格溢价。主要结果如下文所述。 

关于利用粮农组织评价框架草案的证据  

5. 粮农组织调查了鱼和渔产品的 25 种生态标签、零售标签和消费者指南的基

准制定证据。全文见 COFI:FT/XIV/2014/Inf.9 号文件，包括参考材料和网址的一份

清单。经审议的计划清单如下：蓝色海洋研究所生态鱼（EcoFish），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Defense），公平 – 鱼品（Fair-Fish），鱼品在线（FishOnLine），在

线渔业信息资源，新西兰皇家森林和鸟类保护协会，海洋之友，全球信托基金，沿

海地区多种需求整合，瑞典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德国莱布尼茨海洋科学研究所，日

本水产资源保护协会，海洋管理理事会，蒙特雷湾水族馆海鲜观察计划，原始林土

地野生鱼项目，挪威海鲜理事会，海产品选择联盟，澳大利亚环境部渔业生态可持

续管理准则，对水族渔业贸易予以认证的国际海洋水族馆理事会，负责任捕鱼方案

（SEAFISH），联合利华公司：着眼于未来的捕鱼（Fishing for the Future），沃尔玛，

英国杨氏海鲜公司生命之鱼计划（Young’s Seafood Fish for Life）。 

6. 有五项基准制定活动已公开提供。其中两项生态标签计划申明利用粮农组织

准则来制定基准。另外两项生态标签计划说明了不利用粮农组织准则的多个理由，

即粮农组织准则： 

                         
1 制定粮农组织评价框架以评估公共和私营生态标签计划是否与《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

准则》相一致的专家磋商会（专家磋商会），2010 年 11 月 24－26 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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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为基准制定标准确定相关目标； 

 不明确或没有提出绩效措施； 

 会有各种不同解读，因此关于“符合”粮农组织准则这一申明无法确认或反驳； 

 所涉内容必须广泛才能符合成员国各种不同作业条件。 

7. 第五项基准制定活动即“全球海鲜可持续性举措”正在进行之中。该项基准

制定活动利用粮农组织准则和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及水产养殖评价框架草案作

为发展全球基准制定工具的最低标准。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一私营标准制定机

构正在审议该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委员会最近提交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参

考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准则制定海鲜生态标签标准。下面还要详细讨论“全球海

鲜可持续性举措”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最近进展。  

生态标签对渔业收益所产生经济影响实证  

8. 生产者需要为海产品生态标签认证付费，费用视认证计划标准而差异很大。

正常市场中，预计经认证的生产者可得到价格溢价来抵消认证费用。然而，带标签

的海产食品不一定比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不带标签的同等产品具有价格溢价。虽然

在海产品主要进口国顾及环境的市场中出现生态标签表明，这是由消费者推动的一

种现象，但有证据显示，生态标签需求主要作为海产品价值链中的一种商业品牌实

践出现。 

9. 粮农组织审议了带生态标签的海产品与不带生态标签的同类海产食品相比

的经济激励证据。一些研究表明，带生态标签的海产品有价格溢价。所有研究结果

见 COFI:FT/XIV/2014/Inf.9 号文件。一些研究发现，同一市场中零售的带生态标签

海产品与不带生态标签相比有 10-15%的价格溢价。例如，在英国开展的两项研究

对于带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2的产品零售价格溢价进行了评价。2011 年，同一市场

带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的青鳕比不带标签有 14%的价格溢价。随后进行的一项研究

审议了带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的黑线鳕价格，发现其零售价格溢价为 14%
3。 

10. 有证据表面，海产品主要进口市场带标签零售产品有一些价格溢价。然而，

其海产品带有生态标签的生产者可得到的好处很可能是更有利地进入市场，而不是

价格溢价。由于海产品供应链日益一体化且主要由商业合同决定海产品生产者 /加

工者与全球零售商之间联系，自愿生态标签的使用成为国际海产品市场的重要推动

力量。这一趋势影响到无力负担生态标签认证的小规模生产者 /加工者。这一趋势

                         
2 Roheim, C., Asche, F. & Santos, J.I.2011 年。带生态标签的产品难以捉摸的价格溢价：英国市场上海产品的证据，

农业经济学杂志，62(3): 655-68。 
3 Sogn-Grundvåg, G., Larsen, T.A.& Young, J.A.2013 年。垂钓的鱼和其他手段捕获的鱼的价值：探讨英国超市

冷却鱼价格溢价。海洋政策, 3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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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影响到目前提供大部分国际海产品贸易量、但将失去传统进口市场的发展中

国家。 

11. 请成员和观察员向秘书处介绍个案研究或统计信息，以利于衡量和分析自愿

生态标签对其国家或区域价格溢价、治理和/渔业管理的影响。  

其他进展  

12. 全球海产品可持续性举措。该项举措旨在为海鲜认证和标签计划提供一个共

同一致的全球性基准制定工具。该项举措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大约 30 家私营公司、

一个国家政府、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该联合体有兴趣提高消费者对海产品供应

链的信心，促进可持续渔业活动，鼓励改进海鲜品认证计划。已经有国际标准可以

检查认可机构和认证机构；但似乎缺乏用于检查认证计划本身的标准，全球海产品

可持续性举措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13. 该项举措的基准制定工具利用粮农组织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准则作为最低

标准，并利用捕捞渔业评价框架草案4和水产养殖评价框架5。其他资源包括国际标

准化组织、国际社会和环境认可及标签联盟的标准。该项举措于 2013 年 2 月启动，

计划在 2015 年前发展其基准制定工具。该项举措旨在为将来进行讨论建立一个全

球性平台，与运作了 10 年的全球食品安全举措模式相似。  

14. 粮农组织参加了该项举措的各个专家工作组，即加工工作组、渔业工作组、

水产养殖工作组。粮农组织参与了该项举措，这鼓励了所有地理区域的利益相关者

参与，并符合小规模生产者的特殊需要。通过包括粮农组织在内的所有主要利益相

关者在“全球海产品可持续性举措”工具制定过程中开展合作，将产生合力。  

15. 拟议的“全球海产品可持续性举措”框架包括四大要求，即：标准内容，治

理系统，实施系统，影响。此外，“全球海产品可持续性举措”基准制定工具将通

过增加标准来解决粮农组织捕捞渔业准则中公认的部分不足，如监管链和治理等。 

16. 国际标准化组织。向技术委员会 TC 234 年会提交了关于制定一项生态标签

标准的提案6。该项提案旨在制定国际标准化组织可持续海洋渔业产品认证最低要

求。该提案不适用于水产养殖或海藻产品。该提案所涉主题包括环境、经济和社会

方面及产品质量。每个主题经一份标准清单确定。  

                         
4 粮农组织捕捞渔业评价框架草案曾提交 2012 年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但未获批准。  
5 “水产养殖认证技术准则”得到渔委第二十九届会议（2011 年）批准。粮农组织水产养殖评价框架由一次

专家磋商会（2012 年 12 月，罗马）制定。水产养殖评价框架草案已提交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2013 年 10 月）批准（有几个国家持保留意见）。  
6 “可持续海洋渔业产品认证最低要求”，法国食品工业及卫生保健署。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

（ISO/TC 234）年会的新工作项目提案，2013 年 10 月 29 日，印度柯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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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粮农组织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年会，介绍与 T/C 234 有关的粮农组织工作

最新情况。由于新提议的有关制定国际标准化组织生态标签标准的工作顺序提交

2013 年 10 月在印度柯钦举行的年会，在编写本文件时该项活动结果尚未出来。关

于生态标签标准提案的表决将在 2014 年 2 月即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会议之前完

成。从而秘书处能够报告表决结果。  

18.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多哈宣言》7给予世贸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

的任务是，调查自愿环境标签计划（生态标签）。生态标签8是向消费者传达无法从

产品本身看到的环境信息的一个工具，即以环境可持续方式生产的海产品，而不是

以不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同类”海产品。《多哈宣言》指出，生态标签可能被滥用，

由政府、行业或非政府组织制定的生态标签计划不应当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必要的壁

垒或变相限制。世贸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请粮农组织在 2013 年 6 月该委员会会

议上介绍自愿认证计划情况及其对国际海产品贸易的影响。该委员会对于普遍采用

海产品生态标签表示关切，感谢粮农组织向该委员会介绍了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政府并未要求的自愿环境标准并不直接属于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然而，由

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涉及产品标准和标签，海产品生态标签自动属于该《协

定》“关于制定、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好行为规范”。因此，“请”私营标准化机构

采用该《协定》“规范”。最后，世贸组织部分成员要求制定一个单独的渔业协定，

与《农业协定》相似，包括渔业领域的环境问题。然而，关于制定一项单独的渔业

协定的谈判在多哈回合中没有取得进展。  

19. 随着自愿生态标签数量的增长，市场准入问题可能会增加。生态标签已成为

主要生产者与全球购买方，如品牌所有者、连锁超市和其他海产品零售商等，之间

商业交易的一个必要部分。制定生态标签作为在主要进口市场获得供应合同的一个

必要条件，这可能影响未认证渔业（无论是可持续管理还是不可持续管理渔业）产

品的市场准入。这很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和小规模渔民，因为他们无力进行生态

标签认证或没有在本来可登记为可持续管理的捕捞渔业中作业。  

                         
7 世贸组织《多哈宣言》第 32(iii)段，2001 年。  
8 世贸组织“标签”，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nvir_e/labelling_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