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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鱼 品 贸 易 分 委 员 会  

第十六届会议  

2017 年 9 月 4－8 日，韩国釜山 

渔业价值链的社会可持续性及  
与鱼品贸易的联系  

 

内容提要 

国际社会对渔业部门侵犯人权和剥削劳工案件的关注加深了人们对该部门

不负责任、不合道德做法的认识和关切。包括社区、消费者、私营部门、媒

体、决策者和立法者在内的许多利益攸关方都认识到，需要响应关于加强渔业

供应链社会问责的号召，即：供应链行动者应致力于生产、加工和销售对社会

负责、且合乎道德要求的海产商品。本文概述了现有各项旨在促进渔业价值链

社会可持续性的进程和举措，探讨了对渔业价值链的相关影响，指出了利益攸

关方开展合作的各种机会，并介绍了粮农组织采取的行动。 

建议分委会采取的行动 

 分享渔业价值链社会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信息和经验； 

 为今后粮农组织在渔业价值链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工作提供指导。 

 

 

  

http://www.fao.org/


2 COFI:FT/XVI/2017/5 

 

 

引 言 

1. 《2030 年议程》1要求，“不让任何人掉队”，为建立公平公正、平等和平、

尊重权利、社会包容、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世界确立了愿景。“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仅呼吁消除贫困（目标 1）、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目标 2）、使所有人享有卫

生保健（目标 3），并特别强调妇女赋权和两性平等（目标 5），而且呼吁消除全

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排斥和不平等（目标 10）。目标 8 呼吁推动经济实现持续、

包容、可持续的增长，同时确保所有人充分有效就业并能体面地工作。 

2. 《2030 年议程》以人权为基本出发点，进一步呼吁促进渔业的社会可持续

发展。然而，在很多国家，鱼和渔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部门的供应链面临越来

越大的挑战，包括过度捕捞、上岸量减少、渔获组成发生变化、投入物品（如能源、

进口鱼、饲料和种子）成本增加、劳动力短缺、全球各地市场的竞争、治理薄弱

和悬挂方便旗。水产养殖的具体挑战还包括对水生环境使用权的竞争、病原体传

播、对野生鱼类种群的压力，以及污水农业和工业活动等对水道造成的威胁等。 

3. 降低成本和维持或提高盈利能力的压力也在增加，因此，渔工及其家庭和

社区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倾向于雇佣更便宜的劳动力，忽视社会和伦理方面的要

求。结果，在非法经纪人网络的推动下，他们大量雇佣流动工人，并将其安排到

条件欠佳的渔船和加工厂中工作。 

4. 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户和渔工，以及鱼类加工工人通常生活贫困，处境

脆弱，而且往往几乎难以获得正规的资源、信贷和贷款、生产性服务，以及市场

准入。他们往往缺乏社会保护、机构支持和教育。若以产品的经济收益来衡量，

与价值链中的其他参与者相比，小规模鱼类生产者通常处于经济利益链的最低端。

他们大多数是个体户或无正规工作，即通常缺乏正式雇佣合同的保障。此外，尽

管妇女为渔业部门作出了贡献，但她们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此外，现有的国际渔

业贸易政策和做法结构不尽合理，如外向型渔业开发和进口自由化，并不总是能

为小规模生产者及其社区带来公平的利益。 

5. 近几年来，海产食品行业出现多起侵犯人权和虐待劳工事件，且事实确凿，

导致其以负面形象走入大众视野，包括贩卖人口；欺诈和欺骗性招聘；现代形式的

奴役；身体、精神和性虐待；凶杀；童工；债役；拒绝提供公平和承诺的工资；

抛弃；歧视；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与卫生无保障；剥夺员工结社、集体谈判

                         
1 《2030 年议程》提出了多国元首最近宣布的全球政府间承诺（《我们的愿景》，第 8 段）：“我们期盼

一个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强调法治公正、平等无歧视的世界；一个尊重种族、民族和文化多样性，

尊重机会均等以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并促进共同繁荣的世界。”联合国。2015 年。“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125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web.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21252030%20Agenda%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web.pdf


COFI:FT/XVI/2017/5 3 

 

 

和签订劳工协议的权利。上述侵权行为发生在海产食品价值链的不同阶段，尤其

是捕鱼、养殖和加工阶段，且广泛分布在不同地理区域。妇女、农民工和青年的

处境尤其脆弱，因此特别容易受到这些侵权行为的侵害。渔船上除了发生各种侵

犯人权的行为，也是非法捕鱼和其他犯罪事件的多发地。 

6.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国家和国际倡议呼吁，应有效解决渔业中的重大

社会和劳工问题，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审计和认证机构、媒体、

消费者纷纷表示支持。要想实现《2030 年议程》目标，国内和国际鱼类贸易都需

要提高渔业价值链的社会可持续性。 

推动渔业价值链的社会可持续性 

7. 国际社会对渔业部门侵犯人权和剥削劳工案件的关注提高了人们对渔业中

不负责任做法的认识，并加强了他们解决问题根源的决心。为了使渔业价值链实

现可持续发展，让依赖渔业生产、加工和贸易谋生的社区和工人融入包容性经济

发展，渔业部门必须响应呼吁，提高渔业供应链的社会问责水平。 

提高渔业价值链社会可持续性的国际文书 

8. 越来越多的国际文书被用来提高渔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一些文书旨在

为各国制定政策和立法提供指导，另一些文书则强调企业和国家的责任和问责，

例如，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促进人权，或发展负责任的农业供应链。表 1 列出了一

系列此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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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与渔业和渔业供应链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文书一览表 2 

文 书 社会责任覆盖范围  

2011 年《联合国商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 3。 
采用“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人权尽职调查。

给政府和企业的建议 

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4 
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废除童工、强迫劳动和

歧视 

2007 年劳工组织《关于渔业

部门工作的公约》（第 188 号

公约） 5 

渔船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劳工组织1930年第29号《强迫

劳动公约》的 2014 年议定书 6 
打击、防止、制止现代形式的奴役 

2014 年《保障可持续小规模

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

业准则》） 7 

基于人权的方法。促进社会发展、就业和体面工作：

消除童工和强迫劳动；职业安全和卫生；适足的

生活水准；价值链、收获后和贸易：公平分配利益、

小规模行动者参与决策 

2016 年《经合组织 - 粮农组织

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 8 
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供应链、风险管理

（该指导文件明确排除渔业和林业部门） 
 

9. 上述文书和其他相关文书对于出台并实施有助于在渔业中实现更好的社会

治理的政策、法规和具体行动至关重要。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相关部门能力

严重不足（例如业务、财务、制度、程序或法律限制）、腐败或缺乏行动意愿，

有可能导致法律欠缺或对现行法律法规执行不力，难以保护并提高渔业的社会可

持续性。 

10. 考虑到这些缺点，尤其考虑到消费者、买家和媒体的要求，海产食品行业

参与者正在额外采取达到甚至超过国家和国际要求的自律措施和私人标准，改进

渔业供应链的做法。 

推动渔业价值链可持续性的现有进程和举措 

11. 各种旨在促进改善社会和劳工条件以提高渔业和渔业价值链社会可持续性

的举措在不断增加。 

                         
2 由联合国、联合国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  
3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4 www.ilo.org/declaration/lang--en/index.htm 
5 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535063/lang--en/index.htm 
6 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P029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21414.pdf 
7 http://www.fao.org/3/a-i4356c.pdf 
8 www.oecd.org/daf/inv/investment-policy/rbc-agriculture-supply-chains.htm 

http://www.fao.org/3/a-i435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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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如，在 2016 年 11 月 21 日“世界渔业日” 9当天，罗马教廷、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及渔业产业的代表和工会一致谴责非法捕捞和渔业中的强迫劳动，并敦

促做出集体承诺，防止渔业供应链上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 

13. 2014 年，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 10强调了海上安全问题和强迫劳动与

发生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活动之间的联系。渔委还通过了《小规模渔业准

则》，呼吁政府和其他相关行动方推动社会发展、就业和体面工作。渔委鱼品贸

易分委会还强调，人们越来越关注渔业的社会和劳工条件，需要在国际论坛上提

出这些问题 11。 

14. 2015 年劳工组织关于渔业部门劳动剥削的会议 12认识到，渔业部门侵犯人

权和劳工权益的现象非常普遍。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再呼

吁对渔业部门的强迫劳动、贩运和跨国犯罪采取行动 13,14,15。2016 年，经合组织、

粮农组织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同意加强在打击渔业犯罪领域的合作 16，打击

范围也涵盖渔业中侵犯人权和劳工权利的行为。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

织）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项的联合特设工作组第三届会议建

议，应开展机构间合作，促进有关强迫劳动（包括人口贩运）的国际劳工标准，

并共同考虑渔业治理、海产食品行业和强迫劳动之间的联系 17。最近，劳工组织

启动了全球供应链体面工作计划 18。 

各国政府采取的行动 

15. 印度尼西亚制定了相关法律，以促进渔业尊重并认证人权。泰国通过了保

护渔民福利和防止渔业强迫劳动和非法雇佣劳工的法律，并正为渔业制定合理劳

工做法。塞内加尔为渔业部门创造了体面的工作条件，涵盖安全、卫生、招聘、

工作时间和培训等方面。新西兰正要求在其领海内作业的外国渔船将注册国改为

新西兰，以确保遵守其国家劳工条例。 

16. 阿根廷推动鱼品加工厂采取社会保护措施，与渔业工会签订国家集体协议；

开展了政府主导的“阿根廷海”认证计划，其中包括出台体面工作标准。法国国

                         
9 www.fao.org/3/a-i6861b.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453811/icode/; 

http://en.radiovaticana.va/news/2016/11/15/migrants_council_issues_message_for_fisheries_day/1272311 
10 www.fao.org/3/a-i4634e.pdf 
11 www.fao.org/3/a-i5580c.pdf 
12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15365.pdf 
13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29359.pdf 
14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14472.pdf 
15 http://fishcrime.com/recommendations-of-the-2nd-international-symposium-on-fisheries-crime/ 
16 www.fao.org/blogs/blue-growth-blog/when-iuu-fishing-is-only-the-tip-of-the-iceberg/en/ 
17 www.fao.org/3/a-i5736e.pdf 
18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68097.pdf 

http://www.fao.org/3/a-i6861b.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453811/icode/
http://en.radiovaticana.va/news/2016/11/15/migrants_council_issues_message_for_fisheries_day/1272311
http://www.fao.org/3/a-i5580c.pdf
http://www.fao.org/blogs/blue-growth-blog/when-iuu-fishing-is-only-the-tip-of-the-iceberg/en/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4680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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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业和海洋产品权威机构—法国农业和渔业管理局（FranceAgriMer）正制定涵

盖最低工资、安全、残疾养恤金等社会和劳工标准的“持续捕捞产品”标签。根

据负责任采购的社会风险评估，英国国家海产权威机构—英国海洋渔业局

（Seafish）制定了“负责任渔业计划”，该计划是有关渔船和船长的第三方认证

计划，规定了船员福利、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社会标准。 

区域小组采取的行动 

17. 欧盟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治理特别激励安排”规定，向维护人权

和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开展良好治理的出口国给予某些商品的优先准入待遇，

包括鱼品。为了使欧盟法律与劳工组织《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公约）保持

一致，欧洲委员会 19通过了一项提案，发布了关于改善船上生活和工作条件（船

上工作、职业健康和安全、住宿和食物）的指令。 

18. 东南亚国家联盟 -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成员同意 20在东南亚打击非法、不

报告、不管制捕鱼活动，并通过解决渔业中的劳工问题（安全、合法和公平做

法），提高东盟渔业产品的竞争力。其《联合宣言》表示，将加强国内相关国家

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东盟相关平台建立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合作及协调机制，

并支持渔业部门制定并实施相关劳工准则。 

19. 2014 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核准了《非洲渔业及水产养殖政策框架

和改革战略》 21，目标是让捕捞从业人群和渔工获得体面的工作条件，有尊严地

生活，并实现生计权。同时呼吁消除童工现象，推动青年就业。 

私营部门采取的行动 

20. 目前，私营部门的多种倡议和论坛，如消费品论坛 22，都致力于消除海产食品

价值链中的强迫劳动现象。世界上最大的八家海产食品公司发起了全新的全球倡议－

“海产业守护海洋倡议”23，并做出了多项承诺，其中包括“发挥现有伙伴关系与合作

优势，提高自身运营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共同分享信息和最佳做法”、“共同努力，

消除任何形式的现代奴役，包括供应链上的强制劳动、抵债劳动和童工现象”。 

                         
19 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6/10/13-epsco-better-working-conditions-fisherma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1601_en.htm 
20 www.seafdec.org/documents/hlc-joint-declaration.pdf 
21 https://au.int/web/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0266-doc-au-

ibar__fisheries_policy_framework_and_reform_strategy.pdf 
22 消费品论坛吸引了活跃于国内外供应链的许多国营企业和跨国企业。

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strategic-focus/social-sustainability/forced-labour-priority-industry-principles 
23 海产食品问题主旨对话：http://keystonedialogues.earth/wp-content/uploads/2016/12/Statement-signed.pdf; 

http://keystonedialogues.earth/;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12-14-international-

seafood-business-commits-to-stronger-sustainability-efforts.html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6/10/13-epsco-better-working-conditions-fisherma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1601_en.htm
http://www.seafdec.org/documents/hlc-joint-declaration.pdf
https://au.int/web/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0266-doc-au-ibar__fisheries_policy_framework_and
https://au.int/web/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0266-doc-au-ibar__fisheries_policy_framework_and
http://www.theconsumergoodsforum.com/strategic-focus/social-sustainability/forced-labour-priority-industry-principles
http://keystonedialogues.earth/wp-content/uploads/2016/12/Statement-signed.pdf
http://keystonedialogues.earth/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12-14-international-seafood-business-commits-to-stronger-sustainability-efforts.html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12-14-international-seafood-business-commits-to-stronger-sustainability-eff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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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海产食品公司和协会越来越多地对职业安全与健康进行风险评估和规划，

或采用劳工组织第 188 号公约标准并开展认证。各大洲的海产养殖公司都强调，

致力于为员工和当地社区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一

些大型跨国零售商通过采用供应商行为准则或内部道德准则，针对不同合作伙伴

采取负责任采购政策，内容涵盖一系列国际劳工标准。 

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采取的行动 

22. 多方利益攸关方与供应链的合作关系（例如海产食品工作组 24）由主要国际

零售商、国家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旨在消除某些海

产食品供应链上强迫劳动、人口贩卖和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风险。“指

数倡议” 25正在探索“海产食品管理指数”的范围和方法，用于测量、比较和监

测供应链上海产食品公司的良好做法表现，很多受邀海产食品公司已经参与此倡

议。执行“渔业透明度倡议”标准 26的国家都必须满足若干要求，其中包括公布

执行劳工标准有关的信息。 

海产食品审核和认证计划采取的行动 

23.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一项研究 27表明，各项海产食品审核和认证计划 28

正在其海产商品和渔业供应链计划中纳入或扩大社会和劳工规范和标准。拟制定

的社会和劳工规范和标准包括社区参与、人权、劳工权利、就业条件和福利、工

人的健康和安全等。 

24. “全球海产食品可持续发展倡议”的优先目标包括促进体面劳动和经济增

长（目标 8）和推动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目标 12）。目前，该倡议正编制海产

商品社会和劳工标准资料、相关审核/认证计划及其他为渔业供应链编制规范和标

准的项目的资料。 

民间社会组织采取的行动 

25. 许多国家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 29，包括发展和环境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

工会等，都在积极倡导促进和维护渔业中的人权和劳工权利，为渔业社区提供社

会保护，为所有渔工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他们越来越多地走向合作，并向国内

                         
24 www.seafoodtaskforce.global/ 
25 www.indexinitiative.org/publications/unraveling-the-role-of-the-private-sector/ 
26 http://fisheriestransparenc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FiTI_Standard2017EN.pdf 
27 www.iis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ssi-blue-economy-2016.pdf 
28 海洋管理委员会、海洋之友、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认证、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水产养殖管理委

员会、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最佳水产养殖做法）、Verité，等等。  
29 例如，国际渔工援助合作社、环境正义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国际农场工人联

合会、海上人权、国际公平食物组织、海产食品解决方案保护联盟、保护国际基金会、道德贸易倡议等。  

http://www.seafoodtaskforce.global/
http://www.iis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ssi-blue-economy-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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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机构和论坛发出呼吁，包括主要的海产食品展会、媒体和联合国机构，如

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粮农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对渔业价值链的影响 

26. 在上述行动大背景下，通常考虑到对鱼品贸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一些

行业利益攸关方呼吁各国政府确保在国际和国家层面有效执行和遵守现行劳工法

律和标准。他们呼吁为适用人权和劳工标准创造公平的环境。一些利益攸关方除

了执行现行法律之外，还根据社会风险评估和/或对人权和体面劳动标准适用情况

的认证，来实施负责任的采购。另一些利益攸关方预计，主要的海产食品买方将

要求企业之间提供证据，表明在其供应链上对人权和劳工权利采取了专门的尽职

调查措施。 

27. 利益攸关方越来越多地呼吁提高鱼品供应链产品的透明度和有效可追溯性，

其中消费者和买家也要求鱼类供应链上所有行动者开展问责、承担责任。有利益

攸关方认为，若能全面追溯整个供应链的行为，例如记录渔获量、开展基于风险

的尽职调查报告工作，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人权侵犯、劳工虐待、海产食品欺诈

和错误标签、质量问题、非法捕鱼及非法生产等问题。 

28. 然而，有利益攸关方担忧，社会审计和认证会将中小规模行动者拒于渔业

价值链之外，进一步加剧其脆弱处境，使其更加边缘化。评论家指出，如果只是

“精挑细选”地适用一些社会和劳工标准和其他标准，而不涵盖现行国际指导文

书中规定的所有要求，则会产生很大的风险。 

29. 然而，也有一些利益攸关方认为，大量私营社会可持续性标准的出现，可能

会成为发展和贸易的催化剂或绊脚石，进而会影响渔业价值链，且会因价值链、

渔业、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异。 

30. 为了在所有这些考虑因素之间找到平衡点，一些利益攸关方呼吁制定一项

国际指导文件，协助渔业部门利益攸关方执行整个海产品价值链从生产、加工、

分销到贸易各个环节的现行国际劳工标准。在此方面，一些利益攸关方指出，经

合组织-粮农组织《2016 年负责任农业供应链指南》明确把渔业和林业部门排除在

外。在 2016 年的维哥对话 30,31中，参与者强烈呼吁制定一项国际文书，为整个海

产食品供应链上渔业部门制定具体的劳工标准。 

                         
30 https://issuu.com/eurofish/docs/eurofish_magazine_6_2016/16。  
31 www.fao.org/blogs/blue-growth-blog/exploring-solutions-to-promote-decent-work-in-fisheries-and-aquaculture/en/ 

https://issuu.com/eurofish/docs/eurofish_magazine_6_2016/16
http://www.fao.org/blogs/blue-growth-blog/exploring-solutions-to-promote-decent-work-in-fisheries-and-aquacultu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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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的活动 

31. 粮农组织支持各国、各区域渔业机构及其他行动者制定渔业政策，发展可

持续小规模渔业，提供体面工作和海上安全，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

动，并促进渔业价值链上责任的追溯。 

32. 粮农组织正在制定一项支持《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

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港口国措施协定》）32的全球总体计划，以加强港口国

制定有效检查计划及设立国家机构间（包括港口、渔业、劳工和卫生部门）委员会

的能力，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政府遏制海上劳工侵权行为。在此计划下，粮农组织

《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将加强渔业价值链的可追溯性、透明度和问责制，从而

有助于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鱼活动，以及渔船上的劳工剥削行为。 

33. 为了将《小规模渔业准则》纳入主流，粮农组织正在加强渔民组织，推动

妇女赋权、职业健康和基于人权的方法。 

34. 此外，粮农组织、海事组织和劳工组织三方开展合作，促进海上安全（涵

盖渔船设计、建造、设备和保护），促进海事、劳工和渔业部门之间的合作。粮

农组织《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将促进分享船只及相关活动的信

息，以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行为。粮农组织/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联合

指导文件 33，以消除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童工现象。 

35. 2014 年，粮农组织启动了名为“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体面劳动的维哥对话”

的多方利益攸关方协商过程，吸引了政府行政部门、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

（小规模渔民、工人工会）、审计/认证计划和国际组织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代表。 

行动与合作机会 

36. 各利益攸关方可利用一系列机会改善渔业价值链中的社会和劳工条件。不同的

利益攸关方将需要开展协作、做出承诺、达成共识。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 

• 加强各项国家和国际（包括区域）进程，支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 

• 支持实施劳工组织的《渔业工作公约》（第 188 号公约）、反强迫劳动议定

书、反童工公约及渔业部门的其他国际劳工标准； 

• 支持多机构（劳务、港口、渔业等）联合检查国内外渔船； 

  

                         
32 《港口国措施协定》要求外国船只在任何停靠港接受检查，便于港口国分享违规信息。新协定完善了先前

规定，要求各国控制本国捕鱼船队的活动，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成本，防止不当捕获

的鱼类上岸并进入市场。http://www.fao.org/port-state-measures/zh/; www.fao.org/port-state-measures/background/zh/ 
33 www.fao.org/docrep/018/i3318e/i3318e.pdfp 

http://www.fao.org/port-state-measures/zh/
http://www.fao.org/port-state-measures/backgro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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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私营部门合规（包括审计和认证）举措，继续制定社会标准，要求渔

业企业符合社会标准才能获得认证； 

• 社会伙伴（即渔业行业和工会）可开展利益攸关方联合对话（参照世界香

蕉论坛 34等其他部门做法），也可以开展联合谈判，促使渔业产业和工会之

间达成劳工框架协议。 

粮农组织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 

37. 粮农组织提议继续与劳工组织、海事组织和其他伙伴组织合作，努力： 

• 编制并提供资料，提高人们对渔业和渔业价值链中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以

及相关倡议的认识； 

• 支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 

• 提倡各项有助于促进并保护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鱼类加工者进入渔

业价值链的措施； 

• 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其制定渔业和水产养殖政策，并实施相关社

会治理措施； 

• 实施粮农组织“减贫战略计划”下有关社会保护和体面工作的目标，重点

关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 促进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和进程，包括促进相关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全球

各级为推动渔业价值链的社会可持续性而开展合作； 

• 支持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并支持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行

为的其他努力；同时采取措施改善渔工和渔业社区的社会和劳工条件，包

括海上安全。 

38. 鉴于诸多倡议都倡导加强渔业价值链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人权和劳工权利），

粮农组织可根据请求，探讨并研究是否有必要制定指导文件，帮助渔业价值链行

动者执行现有涵盖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相关规范和措施。 

39. 文件 COFI:FT/XVI/2017/Inf.8 详细介绍了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情况，并载列了

背景参考文件。 

 

 

                         
34 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zh/ 

http://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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