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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食用鱼品损失和浪费  

 

 

内容提要 

本文件概述了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食用鱼品损失和浪费，介绍该领域的

最新情况，总结粮农组织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减少价值链各环节鱼品损失和浪费

的工作。本文件还介绍了根据渔业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求正在起草的政策

指导意见。 

建议分委会采取的行动 

 分享各国、各区域及区域间相关经验信息； 

 就粮农组织根据渔委第三十二届会议要求正在进行的《指导意见》草案

编写工作应如何继续开展提出意见；  

 就明确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领域提出建议，以便解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

广大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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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渔业可以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

远远大于当前实际做出的贡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非法、不报告和

不管制捕鱼、鱼类资源过度捕捞、生态环境退化以及大量鱼品损失和浪费等问题。 

2. 无论一国经济地位多高，渔业规模多大，价值链有多复杂，渔业部门的粮食

损失都是当代粮食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早在二十多年前，粮农组织《负责任

渔业行为守则》（11.1 条-负责任的鱼品利用）就强调了这个问题，但现在问题仍然

很严重。据估计，全球为人类食用而生产的鱼和海产品损失或浪费掉的比例几乎是

肉类的两倍，主要原因或许与这种产品极易腐坏的特性有关 1。这种损失不仅构成

渔民、加工者和贸易商的收入损失，而且还加重了粮食和营养不安全。  

3.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承认粮食损失对于全球的重要性，

并在“零饥饿挑战”支柱 3 和支柱 5 中处理这个问题；2015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也承认了这个问题，主要放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2（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下，

其它目标也有所涉及。粮农组织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把粮食损失作为渔业领域的

重点工作，并通过损失的评估和解决损失的能力建设两方面的各项举措成为这项

工作的全球领导。  

4. 2016 年 7 月召开的渔委第三十二届会议承认减少全供应链鱼品损失的

重要性，并要求粮农组织制定鱼品减损指导意见。 

5. 本文件介绍了鱼品损失和浪费与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为解决

这个问题采取的举措，以及从试点项目的角度讨论鱼品减损指导意见的制定。 

鱼品损失和浪费与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关系  

6. 鱼品需求不断增长，渔业正努力提高生产力，加强可持续性，并建立更包容、

高效的系统，同时减少农村贫困，增强生计在灾害、危机和气候变化面前的抵御力2。

与此自相矛盾的是，全球粮食损失和浪费依然存在，导致生产出来的粮食无法完全

用于人类食用。  

7. 粮农组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全球举措”（“节约粮食”）对“粮食损失”

的定义是“粮食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3，包含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两层意思。但是

本文件还将继续使用“粮食浪费和损失”的说法来强调这两种损失的重要性。  

                         
1 www.fao.org/docrep/014/mb060e/mb060e00.pdf 

2 www.fao.org/3/a-i3720e/index.html 

3 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save-food/PDF/FLW_Definition_and_Scope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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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粮食损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叫做粮食浪费。后者指的是将适合食用的粮食

从供应链中去除，可能是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出于行为者的疏忽而任其腐败或

过期。这里的行为者主要指的是家庭层面的最终消费者，但也不仅限于此。从收获

到消费，价值链的所有阶段都存在粮食损失和浪费，但不同地理区域以及不同产品

或供应链的损失严重程度不同，发生节点也不同。但是，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

专家组和“节约粮食”倡议指出，在中高收入国家，大部分粮食损失和浪费发生在

流通和消费环节，而在低收入国家，粮食损失和浪费集中在生产和产后环节。  

9. 据粮农组织 2012 年估计，全球粮食损失和浪费几乎占到为人类食用而生产

的食物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每年约 13 亿吨4。整个渔业部门的损失和浪费占全球

上岸量的 35%，其中 9%到 15%与海上鱼品丢弃有关，主要存在于拖网渔业。  

10. 这些全球数字是关于各类产品损失和浪费最新也是最广为引用的数据，但是

并没有经过系统性评估。不过，随着 2007 年小规模渔业损失评估方法的确立5，

已经开展多个案例研究，试图更好地了解该部门粮食损失和浪费的程度。这些委托

研究大部分报告捕获后损失水平很高，鱼品质量水平损失严重，即鱼品出现质量 /

安全和 /或营养特性的下降。在某些价值链，这样的损失可高达总损失的 70%，

加剧了高品质蛋白（易消化，含有必需氨基酸）、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微量营养

素的损失。同样的，物理性地从粮食链中去除鱼品也导致（物理性）损失，减少了

可供量。无论何种情况，粮食和营养安全都会受到显著影响，因为消费者可获得的

鱼品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同时价值链各组成部分的经济回报也会降低。  

11. 鱼品加工产生的副产品也可能成为浪费源。随着越来越多的鱼品经过工业

加工，副产品浪费量预计将会上升。如果经过适当处理，这些副产品能够成为重要的

原料，用于食品和饲料生产，包括用作肥料，而不是被浪费掉。转化为鱼粉和鱼油的

渔获量正在减少，这些产品已经越来越多地（25%到 30%）利用鱼品副产品而不是

全鱼来生产。虽然就营养成分而言，这些副产品占鱼品微量营养素含量的很大

一部分，但人们通常不会考虑将这些副产品用于食用。全球有 20 至 30 亿人受微量

营养素缺乏症影响。因此，从营养角度来看，鱼品中这些富含营养素的部分的食品

化利用如此有限就是丧失了机会。通过采用创新方式和现有技术，可以更多地利用

这些宝贵的营养素供人类食用，从而使其在实现营养和粮食安全中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 

                         
4 www.fao.org/docrep/014/mb060e/mb060e00.pdf 

5 www.fao.org/docrep/014/i2241e/i224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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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举措的经验  

12. 大部分专门针对粮食损失和浪费的重要工作源自九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

通过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的联合工作、欧盟（成员组织）

供资的一个位于西非的项目以及此后粮农组织与十余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合作

伙伴计划，一套小规模渔业捕获后损失方法论得以建立并得到验证。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一系列实地评估，制定了一系列减损策略（粮农组织第 550 号技术文件6；

“节约粮食”肯尼亚案例研究 7；粮农组织通函 C11058、C11219和 C112910，以及

“东部和南部非洲-印度洋区域渔业战略实施计划”（印度洋委员会“智慧渔业”

计划）等区域性计划和粮农组织国别技术合作计划下的其他成果）。这些举措的

立论基础是，要想有效解决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防止各项干预措施相互脱节，

必须对某一特定环境内整个捕获后系统的效率进行系统性评估，从而提供可靠资料，

在循证基础上制定政策、战略和计划。 

13. 这些案例研究显示，粮食损失和浪费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技术、科技和 /或

基础设施缺陷以及知识和技能的不足，这些因素共占影响食物可供性因素的 65%。

而剩下 35%的损失原因是一些不常考虑到的缺陷。这些通常与社会和文化脆弱性

维度、负责任治理和法律法规及其执行有关。事实上，制度架构、信息系统、预判

和管理供应或采购的能力、有利的政策和法规环境以及良好的价值链发展基础设施

都能在粮食损失和浪费的出现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的，通过减少家务琐事帮助

妇女应对困难从而解决特定性别面临的问题（如提供儿童保育设施和开发性别敏感型

技术）、提供能力建设、采取政策措施解决公共安全状况不良（公路和贸易走廊上

的武装抢劫）引起的“人为过剩”相关损失等措施均对可持续地减少鱼品损失具有

显著影响。 

14. 鱼品干燥和熏制是发展中国家采用的主要鱼品保存技术，但大量的捕获后损失

都与这两种技术有关。经查明，技术落后、鱼品处理操作差、雨季和阴天时加工者

面临的挑战、鱼品受到物理、微生物或化学污染等是主要原因，多项举措针对的

就是这些问题。采用改良的日光干燥机和名为“粮农组织-第阿诺亚加工技术”11,12

的鱼品熏制与干燥双重系统、利用太阳能和改良的储存与运输设备加强冷链等都

促进了供应链上粮食损失和浪费的减少。坦噶尼喀湖沿岸国家通过使用网架晒鱼在

                         
6 www.fao.org/docrep/013/i1798e/i1798e.pdf 

7 www.fao.org/docrep/014/mb060e/mb060e00.pdf 

8 www.fao.org/3/a-i5141e.pdf 

9 www.fao.org/3/a-i5935e.pdf  

10 Wibowo，S.等。2017。通函 C1129（编写中）。  

11 www.fao.org/3/a-i4174e.pdf 

12 Ndiaye，O.，Diei-Ouadi Y.。2011。健康熏制，健康鱼品：控制多环芳烃改良烤箱“粮农组织-第阿诺亚加工

系统”的表现。见 www.fao.org/docrep/017/i3093b/i3093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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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将捕获后损失减少了一半，印度洋区域通过升级改造青蟹（Scylla serrata）

装运设施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通过改良独木舟上的青蟹运输箱将

损失从 25%降低到 9.4%，每趟多挣 12 万阿里亚里）13和环境效益，这都是与粮食

损失和浪费做斗争的成功案例。  

15. 2013 年 12 月 15 日至 17 日，“减少渔业损失和浪费，保障粮食安全，增加

人民收入”区域（近东）会议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召开。会议强调小规模生产者

层面存在重要损失，指出包括餐饮和其他食品服务行业在内的家庭和消费层面存在

大量浪费。会议得出结论：虽然该区域的饮食传统习惯很重要，但一些造成损失的

做法，尤其是特定情况（节庆、文化活动等）下的一些做法对损失水平有影响。

为了落实《努瓦克肖特宣言》，粮农组织正在通过其多方计划支持机制“减少粮食

损失和浪费全球倡议”向埃及提供分析和策略支持，推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

工作。今年召开的一场利益相关方座谈会展示了渔具选择试验的初步结果。试验

发现，苏伊士湾拖网捕虾有望通过采用改良的渔具大大减少损失。  

16. 在热带和亚热带渔业中，缠刺网和三重刺网是家庭小规模手工捕鱼使用的

主要渔具，据报告水产品的大量损失与此有关。这种损失可能从渔具的定置、浸泡

和回收就开始了，并且对供应链下游具有累积效应。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来更好地了解从渔网到最后销售环节的损失情况。这些工作包括 2015 年 4 月 8 日

至 10 日在印度科钦举办的“缠刺网和三重刺网捕鱼粮食损失和资源浪费评估”

专家研讨会，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墨西哥坎佩切举办的“缠刺网和三重刺网

捕鱼粮食损失评估”拉丁美洲区域研讨会，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坦桑尼亚

开展的后续活动，同时考虑下一个两年期内在亚马逊流域实施，目前正在等待资金。

拉美区域研讨会的成果之一是营养损失将首次被量化并描述。研讨会还发现了其他

有助于减损的因素，包括缩短浸泡时间和曳网时间，提高储存设施的储存能力和

质量，根据价格和供给变化情况管理库存鱼品的供应。研讨会还讨论了其他生产

部门采用的仓单系统（如印度尼西亚农业采用的“ resi gudang”系统）并考虑在

渔业中应用。这种由过剩造成、与鱼和水产品质量无关的“市场力量造成的损失”

或价格下跌是另一类影响渔民收入的损失14。 

17. 其他解决产业链上游粮食损失和浪费的好的做法能够帮助制定减损措施和

策略。因兼捕而造成的鱼品丢弃是对鱼品的重大损失，这些鱼品本可用于生产食品

和饲料15。正在进行的拉美及加勒比拖网渔业兼捕可持续管理项目二期（由全球

环境基金供资）目的是减少兼捕，但同时也推广无丢弃。已经捕获的鱼品就应该

                         
13 http://commissionoceanindien.org/fileadmin/projets/smartfish/FAO/Handling_of_Mud_Crab.pdf  

14 Wibowo，S.等。2017。通函 C1129（编写中）。  

15 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5/540360/IPOL_STU(2015)540360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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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利用，而且可以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低价鱼品。另外一个项目将金枪鱼和尼罗河

鲈鱼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加工成粉末，将其融入当地饮食的试验已获成功。  

18. 无论是为了制定法律、标准和准则还是为了给行为变化提供激励，要实现

价值链的竞争力和效率（即低损失或零损失），相应政策必不可少。除了针对供应链

采取措施，还必须提高消费者对粮食浪费问题的认识，使其了解自身在减少损失中

的作用。 

19. 由采购决策不力带来的零售环节和消费者鱼品浪费还有待认真分析。同样的，

鱼和水产品日期标注法规与鱼品浪费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研究。对其他食品的研究

显示，日期标注条件和用法的差异令行业和消费者都产生极大误解，造成了为避免

可能的食品安全风险而出现大量不必要的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情况，这在诸如鱼品等

易腐食品上尤为明显 16。对于日期标注的解释可能导致消费者越发困惑，此时就

更易出现这种情况。已有清晰证据表明零售部门和食品服务行业的粮食损失是许多

食品的重要损失源17。 

20. 伙伴关系、合作和宣传是包括粮农组织“节约粮食”全组织举措在内近期

各层面粮食减损举措的重要内容。目前经验显示，最有可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的

途径是将意识、知识和技能提高与技术、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到目前

为止的经验突出显示了在应对粮食损失和浪费挑战的过程中“一体不能万用”这一

基本事实。这些减损措施的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a）增加蛋白质和其他宝贵的常量

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来源；b）提高价值链各组成部分的收入；c）对环境，包括

自然资源可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  

从全球项目的角度探讨常见损失情境处理政策的实用指导  

21. 渔委第三十二届会议指出了减少整个供应链鱼品损失的重要性，并请求粮农

组织制定减少鱼品损失的准则或指导。作为初步工作，挪威出资开展了一个种子

项目“为处理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从捕获前到消费阶段常见损失情境的政策制定提供

实用指导”。 

22. 项目的立论基础是，大家认识到，在损失评估方法以及政策层面如何解决损失

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解决和防止世界各地渔业价值链上的损失方面也已经

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但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库，集中各类损失情境和减损方案。

该项目旨在解决这个问题，帮助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供应链上各个具体环节的实际

粮食损失情境制定解决方案。这个知识库首先将专注于就一系列最常见的损失情境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该项目将展示这样一个知识库的效用。  

                         
16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541-4337.12086/abstract 

17 www.nrdc.org/resources/dating-game-how-confusing-food-date-labels-lead-food-waste-america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541-4337.12086/abstract
http://www.nrdc.org/resources/dating-game-how-confusing-food-date-labels-lead-food-waste-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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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这份文件 /知识库一旦建成，将为常见损失情境下如何减少或消除粮食损失

提供备选方案（技术、政策、管理和教育）。其目标是将这个知识库建成一份活的

文件，一旦有新的方案开发出来，就可立即提供。知识库要处理的问题将遵循粮食

系统方式，涵盖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从捕获前开始直到消费的方方面面。  

24. 这样一个减损文件/知识库将为政策制定者（种子项目的侧重点）、发展工作者、

非政府组织和价值链各组成部分提供指导，帮助为供应链上各个具体环节的实际

粮食损失情境以及在政策层面制定解决方案。  

25. 根据预期，如果有后续资金，项目将能利用种子资金阶段获得的经验教训

进一步扩大，涵盖所有受益方，拓宽项目覆盖的损失情境，并深化减损方案和资料。

如果有资金，也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包含更多国别案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