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规模渔业部门为全世界90%以上的捕

捞渔民和渔工提供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超

过半数的渔获物都来自于小规模渔业，因而

小规模渔业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是不言自

明的（世界银行，2012）。小规模渔民和渔

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仍身处社会边

缘，非常脆弱。总的来说，他们很难获取公

共服务和金融服务，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

市场连通性不足。此外，他们对于自身赖以

为生的资源的权属权利得不到保障，面对气

候变化和鱼类资源减少十分脆弱。 

可持续提高小规模渔业部门的金融能

力非常重要，能够让该部门更好地促进实现

粮食安全和减贫。加强农业和粮食系统方面

的负责任投资，包括小规模渔业，是政府机

构、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和私营部门等各利益

相关方的共同责任（粮安委，2014）。

有两份国际文书为在粮食安全和消除贫

困背景下将负责任投资与保障可持续小规模

渔业联系起来提供了指导：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与

《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
之间的联系

共同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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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渔业准则》

• 于2014年6月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1届
会议上通过。

• 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磋商结果，有来自
120多个国家的4千多人直接参与。

• 专门针对小规模渔业这一子行业的首份
国际文书。

• 为小规模渔业在消除饥饿和贫困的全球
和 国家行动中发挥更突出、更得到承
认、更大的作用提供支持。

•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为脆弱和边缘
人群争取惠益，为男性和女性赋权，帮
助他们主张并享有权利。

• 推动体面就业，重点是提供并支持享受
学校和教育服务，帮助青年人获得有意
义的体面就业。

《负责任投资原则》

• 于2014年10月由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粮安委）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

• 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磋商的产物，包括
政府、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及金融机构等。

• 农业投资方面最为全面的国际指导
文书。

• 推动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负责任投资，
助力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消除
贫困。

• 强调小农及其组织。
• 促进体面就业，特别是鼓励各国
为青年人提供适当的培训、教育和辅
导，提高他们的能力，并/或增加体面
就业和 创业机会。

• 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

《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
任投资原则》（《负责
任投资原则》）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
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
愿准则》（《小规模渔业

准则》）

两者均以国际法规定的现有人权义务为基础

旨在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均属于非约束性文件

范围覆盖全球

注重最弱势、最边缘化群体

均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加以实施

作为从地方社区到全球论坛各层级对话、政策进程和行动的指导工具



小规模渔业资本和投资增加会带来很

多方面的改善，如采纳更好的可持续捕捞

作业方法和技术，包括减少收获后损失；

采用更加安全高效的收获后措施，生产出

营养更好、价值更高的产品；更好地适应

气候变化。此外，投资和资本增加也可以

让小规模渔民在价值链上获得更加公平的

惠益分配。然而，此类投资必须是负责任

的投资，需要开展严格的尽职调查，与所

有相关各方进行有意义的磋商，共同讨论

社区、渔民与渔工的需要和权衡取舍。 

在下文论述的领域和问题方面，所有

重点利益相关方综合实施《负责任投资原

则》与《小规模渔业准则》能够产生显著

影响，特别是政府、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和

私营部门，也包括其他发展伙伴和投资

机构。

《负责任投资原则》第32至36段提

出，政府应创造有利环境，支持该部门的

负责任投资，支持开发必要的机构和人员

能力，特别是小规模生产者的能力，从而

履行国家尊重人权的义务（联合国，2011）。

这包括小规模渔业社区要能更好地获取教

育资源，包括金融教育，更公平地进入市

场，更平等地获取公共服务、投入品和技

术，以及透明包容的商业模型和伙伴关系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a）。在这方面，

《小规模渔业准则》规定，各国应支持

开发并促进小规模渔业社区获取教育、储

蓄、信贷和保险等各类服务，尤其要关注

妇女（第6章、第7章和第8章）。

某些情况下，政府会投资或鼓励投

资于直接影响小规模渔民的其他部门。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近海空间被分配给旅

游、能源或工业渔业等其他部门，在此

过程中并未与小规模渔业社区开展适当磋

商，结果不利于小规模渔业社区，造成社

区居民流离失所。因此，正如《负责任投

资原则》第9条和第10条，以及《小规模

渔业准则》第5.10段规定，各国应明确制

定规则和规范，要求针对投资项目开展事

前独立影响评价，确保影响小规模渔业社

区的大型项目实施之前要开展有效的参与

式磋商，包括对小规模渔业社区权属权利

的评价（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b）。权

属权利问题在两份文书中都非常重要。负

责任投资应尊重土地、渔业和森林的合法

权属权利，这些权属权利对于保护小规模

渔业社区以及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都非常

重要。渔业方面的权属权利概念是指小

规模渔民和渔工要能够稳定获取他们赖

以为生的资源，包括渔业资源和土地。1 

《负责任投资原则》第5条原则“尊重土

地、渔业和森林权属以及水资源的获得”

特别提到了《小规模渔业准则》。

政府还应当推动在着眼于改善生计

或提高经济效能的开发活动方面进行投

小规模渔业与负责任投资：通向可持续渔业之路

1 尊重土地、渔业和森林的合法权属权利也契合《粮食安全和根除贫困前提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的自愿准则》，特别是第12章“投资”。

《负责任投资原则》倡导能够支持实现
粮食安全和营养的投资。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
类型的投资，包括生产性资产投资，也包括人
力资本投资或无形资本投资（粮安委，2014）。

因此，这些原则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
的投资概念；一种更贴近于人类整体发展的 
概念；同样，《小规模渔业准则》也不只局限

于渔业部门，也着眼于同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
业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此种视角需要所有利
益相关方更加重视尊重、保护和推动人权，特
别是要加强最脆弱人群的能力，通过更多地参
与决策过程来解决权利不对等的问题。



妇女在小规模渔业部门劳动力中占比

接近一半。她们的工作遍及整条价值链，特

别是收获后部门，也包括收集和制备饵料、

织网、渔船捕捞或近海区域捡拾等收获前活

动。妇女是鱼品销售、贸易和加工的主要力

量（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

尽管对小规模渔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妇女却是该部门内最为脆弱的群体，薪资

微薄，在决策过程中代表性和参与性均有不

足。专门针对妇女及其活动的负责任投资对

于妇女赋权非常重要，有助于强化韧性，为

她们提供克服文化不平衡的工具，从长期来

看有助于社区消除饥饿和贫困。《负责任投

资原则》的原则3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第8

章都着眼于性别平等，提出了不同层面的各

类行动，同时也包容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工

作方法可因特定文化背景、情境、需要和制

约而有所区别，但最终的目的都必须是根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人

权法律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推动《负责任投资原则》与《小规模渔业准则》的互补实施。

在以下领域内，两份文书协力实施面临着很多的机遇。

妇女赋权

资。此种投资可以是提高农业效率或韧性

（如农业灌溉，农业集约化，或农业湿地

排水），保障水源供应，或水利与防洪。

投资的目的是让社会整体受益，或部分农

村或城市居民受益。然而，此类投资会显

著改变河流、洪泛平原和湿地的水文与功

能，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野生捕捞渔

业。水文条件改变会干扰水流连通性，改

变蓄水能力，改变水流的数量、质量和时

间，所有这些都会限制鱼类采食、生长和

分散的能力，给鱼类带来不利影响。这些

变化通常都会给全部或部分依赖小规模渔

业的社区（特别是小规模渔民）及其渔业

资源权属权利带来不利影响，因为这些社

区与预期的投资受益人群相比规模小得

多。因此，开始此类投资之前必须采取适

当的减缓措施。政府应确保尽量减少对自

然水文条件的干扰，此外还要调整水资源

管理以及控制结构的工程设计，以便支持

此项目标。其他措施包括保护重要生境和

洄游路线。此类减缓行动需要参考适当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确保小规模渔民及

其社区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尽可能少地受到

干扰（McCartney，Funge-Smith和Kura，2018）。

另一方面，小规模渔民和渔工也是改

善收获和收获后作业活动的主要投资人。

获取负责任金融服务对于减少金融依赖风

险以及价值链其他主体债役非常重要。然

而，部门内部投资也可能会给小规模渔业

部门带来风险。例如，若没有完善的管理

制度，投资购买更好的设备和马力更大的

渔船就可能刺激过度捕捞。 

因此，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强他们

以环境、经济和社会友好方式进行投资的

能力并让此种行为形成机制，并从投资中

公平受益。这项要求应平等适用于所有各

方，包括女性、男性和青年人。 

另一个利益相关方群体是私营部门。

私营部门在提供资本，包括所谓的“影响

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可能会

给小规模渔业带来多重惠益，如提高生产

率，创造就业，增加资本获取和市场连通

等（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然而，私营部

门在小规模渔业的投资必须确保社会公平

和环境可持续。必须制定并实施安全保障

措施，确立清晰的规则，确保若该部门未

能实现预期效益，投资人不会撤出投资，

放弃社区。私营部门应开展尽职调查，包

括在人权方面进行调查，尊重合法权属权

利（包括习惯权利），并采用能够惠及本

地居民的包容性商业模式。良好治理原

则，包括透明和问责，应引导投资机制。 



熏制是保存鱼品的传统方

法。这种小规模收获后工作主要

由妇女负责。第阿诺亚为一种改

良烤炉，与传统熏制技术比较而

言，熏制过程更为健康、经济、

可持续。第阿诺亚烤炉技术投资

着眼于小规模渔业部门的性别平

等问题，支持女性在更安全、更

健康的环境中更好地管理自身生

活。此外，该技术将熏制时间由

12小时缩短至6小时，让妇女有更

多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

鱼品易腐，需要便捷可靠的市场连通渠

道。良好的市场设施，包括配置冰块、冷冻

和冷藏区域，以及拥有交通、电力、道路等

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可显著减少收获后损

失和浪费（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 

小规模渔业社区往往位置偏远，与外

界隔离，没有充足、便捷、可靠的市场连通

渠道。这种状况限制了相关收获后活动的开

发，而收获后活动通常是重要的就业机会，

特别是对妇女来说。同样，连通市场对于保

障社区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

来说也不可或缺。2010年，发展中国家销售

鱼品中超过一半（56%）为鲜鱼（联合国粮农

组织，2012c）。

负责任投资要提高市场的公平、透明、

效率和运行，特别是要考虑小农户的利益

（《负责任投资原则》原则1）。国家在扶

持、支持和补充小农户投资，以及为小农

户赋权支持他们进行负责任投资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具体方式可以是简化行政程序，努

力避免不公平交易，鼓励小农户进入市场和

参与市场（《负责任投资原则》第39段）。

各国应为适当的基础设施、组织结构和能力

发展推动、提供和鼓励相关投资，为小规模

渔业产后子行业提供负责任、可持续的支持

（《小规模渔业准则》第7.3段）。此外，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提出要“向小

规模个体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  

机会”。

Anava食品公司是北美寿司级冷冻金枪鱼产品的主要进口商，其金枪鱼产品来自于印尼的

手钓金枪鱼渔业。2013年，Anova公司与美国公平贸易组织合作，共同实施首个野生捕捞渔业

公平贸易标准。该计划首先选择了100位渔民试点标准执行，这些渔民于2014年获得了认证。

随后，该计划拓展到印尼东部31个渔业社区，38家协会的800多位小规模渔民获得了公平贸易

组织的认证。

市场准入

举例： Anova食品公司 - 印尼公平贸易倡议

举例： 投资联合国粮农组织-第阿诺亚鱼品加工技术 - 鱼品熏制和
干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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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Han Herred区，几代人一直保持着使用“塔接”渔船进行小规模捕捞的传统，捕捞

过程中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影响都比较小。然而，由于缺少投资，这种传统捕捞模式的延续

面临着威胁。 

2017年，创立了一个名为Han Herred Havbåde的协会，旨在恢复并推广使用此种渔船。他

们启动了一项捐款活动，要结合新技术建造10艘此种小规模渔船。建造完成后，这些渔船将租

赁给小规模渔业社区；租赁15年之后，这些社区将成为渔船的合法所有者。同时，渔船的租金

收入也可以用来建造更多船只。该项目是根据《小规模渔业准则》和《负责任投资原则》保护

传统知识同时支持创新的典范。

尊重文化遗产

举例： 拯救代代相传的丹麦“塔接”渔船

公平贸易捕捞渔业标准旨在帮助渔民有效谈判并销售鱼品，保证收入稳定，改善工作标准

（包括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采纳负责任捕捞行为以保护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美国公平

贸易组织，2018）。

根据公平贸易条款售出的每公斤产品，Anova公司都会向渔业社区支付一比额外的费用。

截至2018年12月，产品销售使得渔民在渔获收入之外额外获得了418,000美元的收入。社区使

用这些收入开展了多种社会和环境活动，如教育项目，改进登岸位置和渔具，提供收获后处置

培训以提高产品质量，以及环境可持续项目等。此种模式使得整条供应链实现了更加公平的惠

益分配，随着负责任来源海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这种模式也可以支持公平的市场准入

（Zelasney，Bing Zheng，Edwards，和Packer，2019）。

尊重文化是小规模渔业的核心问题之

一。特定小规模渔业社区文化的独特特征往

往是适应性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McGoodwin 

J.R.，2001）。这些经验使得他们成为了渔

业管理和其他相关活动方面如假包换的专

家。因此，承认并尊重现有组织形式、捕捞

方法和传统本地知识，包括土著人民和少数

民族的知识，对于支持他们逐步实现充足食

物权至关重要。

尊重文化遗产也是负责任投资的有机构

成。推广创新技术时应尊重小规模渔业社区

的知识、文化、传统和做法。传统知识与创

新发展并举可以产生更大利好，但前提条件

是新知识的引入不会中断文化上接续下来的

良好做法，这些做法是小规模渔业赖以生存

的核心内容。 

《负责任投资原则》和《小规模渔业

准则》倡导尊重文化和传统知识。《小规模

渔业准则》第3章的一条指导原则是尊重文

化，“承认并尊重小规模渔业社区的现有组

织形式、传统和本地知识以及具体做法...”。

《负责任投资原则》第7项原则特别提到要“

尊重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支持多样性和创

新”。此外，《小规模渔业准则》呼吁各国

和其他相关各方应向小规模渔业社区，特别

是土著人民、妇女和靠捕鱼为生的人们提供

支持，酌情包括技术和财政援助，以便对水

生生物资源和渔业技术的传统知识予以整

理、保持、交流和改进，并更新水生生态系

统知识（第11.7 段）。



政府

• 对照《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规定，开展监管、法律和机构评

估，视需要进行修正和改革，填补找出的缺口。 

• 确保投资不会对小规模渔业社区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权属权利和生计权利的影响。 

• 推动小规模渔民获取金融服务。

私营部门/捐助方/投资机构

• 设计和实施附有适当安全保障措施的负责任投资和包容性商业模型，要特别关注妇女及其

赋权。

• 在投资前开展行之有效的尽职调查影响评价，避免侵犯人权。

• 同小规模渔业社区开展有意义的对话，推动负责任投资的顺利实施。

• 确保投资项目保护和尊重土著人民及其传统知识和权利。

  

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及其支持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方）

• 围绕《负责任投资原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为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和小规模渔业社区提

供培训，推动为其赋权。 

• 参与政策、计划和监督过程。

• 强化小规模渔业社区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提高负责任投资能力，特别是女性和青年人。 

• 记录投资项目对小规模渔民的影响，总结良好做法 - 分享成功经验！

• 在小规模渔业社区推广包容性商业模式，监督此种模式的实施。 

• 建立网络，参与负责任投资对话，有效参与投资过程（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

所有各方

• 围绕《负责任投资原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重要性传播信息，分享经验，达成共

识，争取公众支持。 

• 尽可能消费来自负责任渔业的（鱼类）产品。

• 在相关场合提升意识，如： 

- 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 2022年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年）；

-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年度会议。

行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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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小规模渔业准则》：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I4356ZH 
《负责任投资原则》： www.fao.org/3/a-au866e.pdf
《支持亚洲小规模渔业的小额贷款和信贷服务指南》：www.fao.org/3/ca5128en/CA5128EN.pdf
《增加对亚洲小规模渔业的保险服务指南》：
www.fao.org/3/ca5129en/ca5129en.pdf
高专组报告《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作用》： www.fao.org/3/a-i3844e.pdf
《小规模渔业准则》中关于价值链、收获后和贸易的指南：
www.fao.org/voluntary-guidelines-small-scale-fisheries/guidelines/trade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www.fao.org/cfs

联系我们：
电子邮件: ssf-guidelines@fao.org

推特: #SmallScaleFisheries, #SSFGuidelines, @FAO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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