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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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
之间的联系

共同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小规模渔业为其自身消费以及当地、
国内和国际市场提供营养食品，同时创
造收入，支持地方和国家经济。小规模
渔业的渔获量占发展中国家全球总产量
的一半以上，其90%至95%的上岸量直接
供人类消费（世界银行，2012）。

小规模渔业对逐步实现数百万人享
有充足食物权（食物权）重要意义。
有两份国际文书可以支持小规模渔
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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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
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
的自愿准则》
（《食物权准则》）。

两者均以国际法规定的现有人权义务为基础
均属于非约束性文件
范围涵盖全球
注重最弱势、最边缘化群体
都以实现食物权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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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权准则》
2004年11月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二七届会
议一致通过。
• 两年度高度参与性多方利益相关者谈判
取得的结果。
• 2009年由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
委）批准。
• 各国政府首次尝试解释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并就支持逐步实现这种权利的
行动提出建议。
• 在19个不同的政策领域，包括自然资源
的获取和可持续管理，为各国落实食物
权提供指导。
• 为其他针对特定部门、问题和主题的准
则开辟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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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消除饥饿和贫困，并最终实现食
物权和其他人权。
进一步拓宽关于“资源和资产的获取”
的《食物权准则》第8条，同时以该准
则第2、3、10、11和13条为基础。

小规模渔业与食物权：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途径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
质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
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
要及饮食偏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粮
食安全的四大支柱是供应、稳定性、获取
和利用。
《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
都以实现充足食物权为主要目标。《食物
权准则》在部分章节中强调了小规模生产
者的作用，《小规模渔业准则》的第一个
目标呼吁是“加强渔业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的贡献，支持实现充足食物权”（第1.1a
段）。
小规模渔业直接促进针对渔业社区居
民以及更广泛社会的高营养价值食物的供
应及其获取。因此，市场和贸易及相关
准入问题对于使小规模渔业部门能够为实
现食物权做出贡献而言至关重要。《食物
权准则》第4条“市场体系”和《小规模
渔业准则》第7章“价值链、捕捞后和贸
易”对这种重要性予以认可。重要的是，
小规模渔民市场准入也被载入可持续发展目
标具体目标14.b，即“向小规模个体渔民
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的机会”。

小规模渔业也为该部门的经营者带来
收入，包括许多参与捕捞前和捕捞后活动
（水产品加工、销售、织网和造船）的妇
女，这使她们能够购买其他食品，并维持
当地经济（联合国大会，2016）。
在利用方面，小规模渔业产品提供了
微量营养素和蛋白质的宝贵来源，这对我
们的膳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高质量食品
的其他替代品稀缺或无法负担的情况下。
小规模渔业产品为许多人提供维生素（如
D和B）、钙、磷以及铁、锌、碘、镁和钾
等矿物质。这在儿童生命最初1000天里尤
为重要。
然而，由于许多小规模渔业社区位于
偏远的农村地区，往往交通基础设施薄
弱，进入卫生系统的机会有限，社区成员
很容易因为缺乏饮食多样化和相关医疗服
务而面临营养健康危害。
同样，渔业社区也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
的影响。随着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发生
变化，社区的食物权因可供人类食用的水
产品短缺而受到威胁（高专组，2014）。
这两项准则在专门章节中都指出了这一特
殊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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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食物权准则》与《小规模渔业准则》在实施中互补互促
以下领域为协同实施这两项文书提供了重大机会。
资源获取
《食物权准则》与之间最突出的交叉点之
一是，均有内容保障渔民和渔工获取他们赖
以生存的资源。关于“小规模渔业权属治理
和资源管理”的《小规模渔业准则》第5章节
扩展了关于“资源和资产的获取”的《食物
权准则》第8条，并强调小规模生产者获取权
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确保为所有认供应食
物这一食物权的基本要素。
各国有义务保护、尊重和履行所有人权，
包括食物权。在这方面，各国应尊重和促进
可持续、非歧视和有保障地获取对人们的生

举例：

计（包括渔业）至关重要的资源（《食物权
准则》8.1）。同样，各国应避免采取会导致
小规模渔民和渔业社区的此类获取机会减少
的措施，确保“小规模渔业社区不会被任意
驱逐”（《小规模渔业准则》第5.9段），例
如，当他们的权利与渔业社区处于弱势地位
的沿海开发项目的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这
种情况将对食物权和其他人权的实现产生负
面影响。1 同样，各国应采取措施改善对自然
资源的获取，包括为小规模渔民设立和实行
专属区（《小规模渔业准则》第5.7段）。

南非小规模渔业获取捕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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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小规模渔业获取捕捞权—在南非，5000名小规模渔
民在高等法院和平等法院赢得了集体诉讼。该群体认为，农
业、林业和渔业部长未能向他们提供获取捕捞权的公正途
径，1998年《海洋生物资源法》的实施侵犯了他们的食物
权，这项权利受到南非宪法的保护。2007年，该部长发布了
一项决定，授予传统渔民为商业目的捕捞和销售西海岸岩石
龙虾的权利。这项决定是根据平等法院的一项指令做出的，
该指令指出，小规模渔民有权通过捕捞获得某种形式的临时
救济，并责成渔业部长恢复对海洋资源的获取（Skonhoft和
Gobena, 2009）。2012年，一项新政策得以通过，旨在认可
南非小规模渔民社区的权利（南非政府，2012）。这个例子
反映出《食物权准则》第8条“资源和资产的获取”和第13
条“支持弱势群体”，以及《小规模渔业准则》的目标和第
5章“小规模渔业权属治理和资源管理”的条款。

另请参阅关于《小规模渔业准则》与《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权属治理准则》）之间联系
的简报，以便与粮安委其他文书进行互补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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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和土著人民
《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侧
重于弱势群体。具体而言，《食物权准则》
第17条呼吁各国“监测弱势群体的粮食安
全”和营养状况。由于对气候变化等各种风
险因素的暴露程度较高，对自然资源和市场
准入的获取不稳定，小规模渔业部门往往被
视为易于出现粮食不安全的情况。
在小规模渔业部门内部，妇女和土著人民
群体应受到特别关注。妇女在小规模渔业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捕捞后活动中。
尽管她们对该部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往往
缺乏认可和相关支持措施，例如有针对性的
社会保护福利或在生产者组织中的充分参
与，这可能使弱势状况进一步恶化。
《食物权准则》第8.6条规定，各国应促进妇
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经济，引入性别敏感型

举例：

立法，并向妇女提供平等获得土地的权利、
平等获得和控制生产资源及其利益的权利。
性别考虑在《小规模渔业准则》中也具有重
要意义；特别是第8章认可了妇女在小规模渔
业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在加工和销售方面。
就土著人民而言，《食物权准则》和《小
规模渔业准则》都将非歧视人权原则作为落
实工作的总体原则之一。此外，尊重文化也
是《小规模渔业准则》的一项总体原则。《
食物权准则》规定，各国应特别关注土著人
民，并应采取措施确保弱势群体获得机会和
经济资源（准则8.1和8.2）。此外，《小规
模渔业准则》认可了土著人民在恢复、养
护、保护和共同管理当地水生和沿海生态系
统方面的作用（第5.5段）。

巴西亚马逊地区水产品消费的重要性

巴西亚马逊地区水产品消费的重要性——巴西是一个拥有丰富水资源的国家，其内陆主要
水生系统是亚马逊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小规模和手工渔业及水产养殖委员会（原拉丁美洲内
陆渔业委员会）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巴西亚马逊河地区的水产品消费。这项研究审查了
与该地区水产品消费有关的39份出版物，估计有420个土著社区生活在该地区（联合国粮农组
织，无日期）。
这项研究表明了亚马逊地区水产品消费的重要性，显示出与官方统计数据（不考虑用于国
内消费的渔获量）相比，水产品消费的比例更高。研究还显示，水产品是该流域土著社区的主
要蛋白质来源。然而，在高原或远离流域地区的其他土著社区，水产品消费率较低的状况对营
养不良程度和其他健康问题造成显著影响。
这项研究还表明，降低水产品消费量的一种因素是将工业化产品纳入亚马逊社区的膳食，
这导致土著人们的文化价值丧失，膳食营养质量较低。另一种令人担忧的因素是在水产品中发
现的高浓度汞，这对亚马逊河流域社区的健康造成了明显后果。因此，需要政府、营养学家和
环境学家共同努力，制定可持续和安全的措施来开采带来汞的矿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小规模和手工渔业及水产养殖委员会，2011）。
《小规模渔业准则》和《食物权准则》的条款促进了对土著人民传统知识和习俗的保护，
以及弱势和边缘化社区对营养食物（包括水产品）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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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渔业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性
引言中说明了小规模渔业的全球性重要意
义。对弱势群体而言，在许多情况下水产品
是他们唯一的动物蛋白来源。例如，在小规
模渔业社区，水产品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
对这些群体而言，水产品是一种负担得起的
动物蛋白来源，比其他蛋白来源更便宜。这
是他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他们食谱中
的常见食材。
水产品还具有减少营养不良和微量营养素
缺乏的潜力，特别是对于那些面临营养不良
风险的人群，如儿童和孕妇。营养不良的原
因不仅仅是缺乏食物，还包括缺乏营养食
物、膳食多样化以及现有食物分配不均。因
此，重要的是将水产品纳入国际和国家粮食
安全和营养计划中，特别是来自小规模渔民
和可持续来源的水产品（高专组，2014）。

将来自小规模渔业的水产品纳入学校膳食

在许多遭受营养不良问题的国家，学校膳食日益
被视为改善儿童食物和营养的独特机会。联合国粮农
组织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渔业产品销售信息和咨询服
务中心（渔产品中心）共同支持三个国家（安哥拉、
洪都拉斯和秘鲁）将水产品纳入国家学校供餐计划，
通过针对公共采购计划的国家政策和策略以及提案纳
入小规模渔业产品，从而为小规模渔民提供市场，并
为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该项目开展了试点
活动，以评价根据特定国家的品种和饮食习惯纳入计
划的水产制品，而结果表明，学龄儿童对包含水产品
的膳食具有很高的接受度。然而，在许多国家，使水
产品成为学校膳食的天然组成部分还需要克服许多障
碍，包括水产制品成本高且易腐烂、认为儿童不喜欢
食用水产品的观念以及缺乏政治意愿。该项目正在测
试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渔产品中心，无日期）。

©粮农组织/MikaÏla Issa

举例：

《食物权准则》中有关营养的第10条鼓励各
国促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相关计划的设
计、实施、管理、监测和评价工作，从而增
加健康营养食物的生产和消费，特别是富含
微量营养元素的食物”。其中第17条指出，
各国应监测“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儿童
和老年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包括微营
养素缺乏的发生率”。《小规模渔业准则》
呼吁各国和其他行为方制定有利于粮食安全
和营养的一致政策。该准则还在消费者教育
计划范围内促进对水产品及其制品的消费，
以使消费者进一步认识到食用水产品的营养
功效（第11.11段）。

行动点
政府
• 批准用于公共教育和计划的预算，以提高对《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及其协

同实施重要性的认识。
• 在认可充足食物权方面对国家法律框架进行法律评估，以确定差距和机会，更好地将小规

模渔业纳入其中。
• 将《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条款纳入渔业政策和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当中。
• 促进部门间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相关能力建设，以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小规模渔业与粮食安

全和营养之间的联系。
• 将小规模渔业的鱼及渔产品列入营养计划，以解决儿童和妇女等群体的营养缺乏问题。

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组织
• 就小规模渔业在实现食物权方面的重要性，提供信息并促成共识和公众支持。
• 开展独立研究，突出小规模渔业社区对本国或本区域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 提高本国或本区域渔业社区对侵犯食物权的危害和风险的认识，并与人权机构开展合作。
• 与政府官员和小规模渔业社区就《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条款进行能力发展。

小规模渔业社区
• 承诺与多个利益相关者就与《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条款相关的项目和计划

进行磋商和对话。特别注重将妇女、青年和土著人民包括在内。
• 建立小规模渔民、渔工和渔业社区的网络和协会，以便收集信息、获取知识和促进在逐步

实现食物权方面的问责制。
• 建立妇女合作社，加强渔业社区妇女的能力和领导能力，特别是在与《食物权准则》和

《小规模渔业准则》有关的问题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

所有各方
• 就《食物权准则》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重要性进行宣传、分享经验并产生共识和公众

支持。
• 尽量消费来自负责任渔业的水产品。
• 在相关活动中提高认识，如：

- 2021年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
-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2019-2028）；
-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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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小规模渔业准则》：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I4356ZH
《食物权准则》：http://www.fao.org/3/y7937c/y7937c.pdf
《〈食物权准则〉实施十五年》：www.fao.org/3/ca6140en/ca6140en.pdf
小规模渔业治理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实现充足食物权之间的关系：www.fao.org/3/ai7922e.pdf

《发展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报
告：www.fao.org/3/a-i3844e.pdf
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渔业的报告（A/67/268）https://undocs.org/zh/A/67/268
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渔工的报告（A/HRC/40/56）
https://undocs.org/zh/A/HRC/40/56

粮食安全和营养与《小规模渔业准则》：
http://www.fao.org/voluntary-guidelines-small-scale-fisheries/guidelines/nutrition/zh/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www.fao.org/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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