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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委员会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  

第十八届会议 

书信程序：2022 年 4 月 8 日 – 5 月 8 日 
线上全体会议：2022 年 6 月 7 日、8 日、9 日和 20 日 

社会责任：范围界定文件和未来发展   

      

内容提要 

本文件提交成员在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上要求编写的范围界定 
文件，以及粮农组织社会责任指南编写工作拟议路线图。范围界定文件介绍了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信息，内容包括粮农组织的职责、背景信息、行

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利益相关方、明确的相关现有国际文书和工具以及其他

当前工作和进程。 

建议分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 交流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社会责任有关的国家经验和当前项目，包括成员践行良

好社会惯例的主要利弊； 

➢ 对《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指南》编写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 对《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指南》编写工作拟议路线图提出

意见或调整建议，包括调整时间表； 

➢ 鉴于《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指南》关系到性别平等和 
小规模渔业，考虑为粮农组织继续开展编写工作提供财政支持。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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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2017 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上，一个议题专

门探讨社会可持续性问题，促使成员认识到解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问题

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应重点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承认并保护人权和劳工权利1。 

2. 在一年后举行的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第三十三届会议2上，成员要求

编写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指南。这份指南旨在促进行业体面工作以及

承认人权和劳工权利，将与利益相关方合作编写。 

3. 2019 年，在西班牙维戈举行的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3上，粮农组织

提交了首份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工作文件4，介绍《粮农组织指南》

的编写进程和进展。成员建议粮农组织继续在编写工作中与成员密切磋商，并具体

介绍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明确相关现有国际文书、工具、主要利益

相关方以及其他当前工作和相关进程。 

4. 2021 年，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渔委呼吁粮农组织继续与相关专门机构和利

益相关方合作，基于针对性、自愿性、非约束性以及遵循现有国际文书和准则的基

本原则，开展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实用指南编写工作。  

5. 在该届会议上，成员批准了《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渔委 

宣言》）5，重申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承诺。《宣言》强调要有效落实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获得通过以来制定的相关约束性及非约束性渔业和水产养

殖业国际工具和文书。 

6. 此外，《渔委宣言》倡导包容和全面地实现安全、健康和公平的工作条件，

支持防止和遏止强迫劳动的努力以及加强海上安全的措施，促进渔民和水产养殖户

及其社区便利获得社会保护计划，并着力提高生活水平。《渔委宣言》还旨在推行

和加强相关政策，支持并认可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贡献，并强调打击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重要性与确保妇女赋权的必要性。 

 

 

 
1 fao.org/3/I8157ZH/i8157zh.pdf 
2 fao.org/3/ca5184zh/ca5184zh.pdf 
3 fao.org/3/ca8665zh/CA8665zh.pdf  
4 fao.org/3/nb389zh/nb389zh.pdf  
5 fao.org/3/ne472zh/ne472zh.pdf  

https://www.fao.org/3/I8157ZH/i8157zh.pdf
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NFI/Shared%20Documents/FIAM/NFIMT%20-%20Trade%20and%20Markets/COFI-FT/2022%20-%20XVIII%20Session/04%20-%20Session%20documents/02%20-%20Plenary%20Session/Working%20Documents/03-Secretariat%20editing/fao.org/3/ca5184en/ca5184en.pdf
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NFI/Shared%20Documents/FIAM/NFIMT%20-%20Trade%20and%20Markets/COFI-FT/2022%20-%20XVIII%20Session/04%20-%20Session%20documents/02%20-%20Plenary%20Session/Working%20Documents/03-Secretariat%20editing/fao.org/3/ca8665t/CA8665T.pdf
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NFI/Shared%20Documents/FIAM/NFIMT%20-%20Trade%20and%20Markets/COFI-FT/2022%20-%20XVIII%20Session/04%20-%20Session%20documents/02%20-%20Plenary%20Session/Working%20Documents/03-Secretariat%20editing/fao.org/3/nb389en/nb389en.pdf
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NFI/Shared%20Documents/FIAM/NFIMT%20-%20Trade%20and%20Markets/COFI-FT/2022%20-%20XVIII%20Session/04%20-%20Session%20documents/02%20-%20Plenary%20Session/Working%20Documents/03-Secretariat%20editing/fao.org/3/ne472en/ne47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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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员已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

何人掉队。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社会责任密切相关：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 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 

农业； 

⚫ 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 可持续发展目标 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

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社会责任–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8.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指出，渔业工作是最危险的三种职业之一6 ,7。 

因此，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各环节创造体面工作条件，是为无数依靠这个行

业创收、维生或就业的人们减轻风险的关键。  

9. 然而，人权和劳工权利仍是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侵犯人权和

劳工权利的行为在价值链各环节屡见不鲜，其中捕捞、养殖和加工环节居多8。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各环节不可持续的做法可能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移民工人、

妇女和儿童等弱势人群更是首当其冲。此外，相关劳动法执行不力，仍是摆在很多

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10. 社会保护、社会保障或卫生保健体系效率低下或覆盖不足，工作关系缺乏正

式保障（例如劳务合同），工作条件不佳，都是见于很多地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

值链各环节的结构性问题。以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为例，移民工人更容易遭

受现代奴役、债役、强迫劳动和其他侵权行为9。 

 
6 ilo.org/global/industries-and-sectors/shipping-ports-fisheries-inland-waterways/fisheries/lang--en/index.htm  
7 劳工组织指出，最危险的工作领域是建筑、采矿和农业。渔业列入农业。

ilo.org/safework/areasofwork/hazardous-work/lang--en/index.htm  
8 doi.org/10.4060/cb5009en 
9 见联合国各机构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立即承认海员是重要劳动者，并迅速采取有效行动，消除船员换班

障碍，应对航运业人道主义危机，确保海上安全，促进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下经济复苏）。（2020 年）。

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statement/wcms_759938.pdf  

https://www.ilo.org/global/industries-and-sectors/shipping-ports-fisheries-inland-waterways/fisheries/lang--en/index.htm
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NFI/Shared%20Documents/FIAM/NFIMT%20-%20Trade%20and%20Markets/COFI-FT/2022%20-%20XVIII%20Session/04%20-%20Session%20documents/02%20-%20Plenary%20Session/Working%20Documents/03-Secretariat%20editing/ilo.org/safework/areasofwork/hazardous-work/lang--en/index.htm
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NFI/Shared%20Documents/FIAM/NFIMT%20-%20Trade%20and%20Markets/COFI-FT/2022%20-%20XVIII%20Session/04%20-%20Session%20documents/02%20-%20Plenary%20Session/Working%20Documents/03-Secretariat%20editing/doi.org/10.4060/cb5009e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normes/documents/statement/wcms_7599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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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此外，最近 COVID-19 疫情还给就业条件带来了新的健康危害10。由于贸易

往来中断，很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劳动者收入骤减，生计受到威胁，其中发展中国

家妇女等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人群深受其害11。 

12. 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体面工作，是解决这些结构性顽疾并开拓贸易机遇、

改善生计和加强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13. 各类国际公约、准则和文书均涉及人权和劳工权利问题，努力确保公平的社

会惯例。然而，因其错综复杂，行业在落实方面挑战重重。 

社会责任–主要利益相关方 

14.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各环节社会责任关系到整个行业所有利益相关方，

包括但不限于 12小规模与工业化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合作社与大企业、国际 

组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13。 

15. 以下一些主要国际组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联系： 

组织 简介 

可持续发展高级

别政治论坛 
（高政论坛） 

高政论坛是联合国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在全球后续落实和评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核心 
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确立劳工标准、制定政策、拟定促进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的 
计划，促进社会正义，倡导国际公认的人权和劳工权利。劳工组织成立

于 1919 年，由 187 个成员国的政府、资方和劳方组成，是联合国唯一一

家三方机构。 

国际海事组织 
（海事组织） 

海事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负责建立公平有效的监管框架并推动普遍

采纳和实施，确保国际航运安全、安保和环境绩效。 

国际移民组织 
（移民组织） 

移民组织成立于 1951 年，负责向政府和移民提供服务和咨询，是促进 
人道、有序移民的主要政府间组织。移民组织在不同领域采取干预 
措施，统筹兼顾人道主义援助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支持落实《2030 年

议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0 有关 COVID-19 疫情引发的社会问题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的影响，详见 doi.org/10.4060/cb5009en  
11 doi.org/10.4060/cb5009en 
12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负责基于科学实证，针对捕捞作业和相关活动，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养护和管理 
措施。区域落实工作对国际渔业管理政策至关重要，有助于鼓励采取可持续做法以及改善管理和治理。 

13  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其他主要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利益相关方，另一些利益相关方虽未直接参与，但同样举

足轻重。详见 COFI:FT/XVIII/2022/Inf.6。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member-states/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member-states/lang--en/index.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4%B8%93%E9%97%A8%E6%9C%BA%E6%9E%84
https://doi.org/10.4060/cb5009en
https://doi.org/10.4060/cb500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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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简介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经合组织） 

经合组织旨在制定相关政策，为所有人促进繁荣、平等、机遇和福祉，

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世界贸易。经合组织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

会合作，制定基于实证的国际标准，寻找应对各类社会、经济和环境挑

战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贸发会议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公平、更有效地从全球化经济中获益，帮助

各国做好准备，应对推进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潜在不利因素。贸发

会议提供分析报告，促进建立共识，并提供技术援助，确保各国能够利

用贸易、投资、融资和技术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引领全球打击非法毒品和国际犯罪行为，为所有

人促进和平与可持续福祉、健康、安全和公正，遏制这类威胁。 

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人权高专办是联合国主导人权事务的实体，象征着全世界对于促进和保

护《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各项人权和自由的承诺。人权高专办发挥着以

下独特作用：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帮助增强民众的权能；协助政府；

将人权视角纳入所有联合国方案。 

联合国全球契约 

联合国全球契约是不具约束力的联合国契约，在全球范围内动员一批推

崇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鼓励世界各地的企业采用尽社会责

任的可持续政策并报告落实进展。联合国全球契约帮助企业将全球契约

十项原则14纳入企业战略和运营中，确保负责任地开展业务，并以合作和

创新为重点，采取战略行动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比如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涉及人权、劳工、环境和反

腐败。  

世界银行集团 
作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最大的资金和知识来源，世界银行集团致力

于减少贫困，推动共同繁荣，促进可持续发展。 

 

 

 

 
 

14 cn.unglobalcompact.org/aboutUs.html@tenitem 

https://www.ohchr.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c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6%A5%AD%E7%A4%BE%E6%9C%83%E8%B2%AC%E4%BB%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6%A5%AD%E7%A4%BE%E6%9C%83%E8%B2%AC%E4%BB%BB
http://cn.unglobalcompact.org/aboutUs.html@ten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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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现有国际文书和工具 

16. 现有很多相关国际文书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各环节尽社会责任的 

做法。这些文书包括15：  

组织 标题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海洋法公约》） 

劳工组织 

《2007 年关于渔业部门工作的公约》（第 188 号） 

经修正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16 

《2007 年捕鱼工作建议案》（第 199 号） 

《船旗国渔船工作和生活条件检查准则》 

《港口国管制官员落实〈2007 年关于渔业部门工作的公约〉（第 188 号）

开展检查准则》 

《落实〈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职业安全和健康条款准则》  

《船上厨师培训准则》 

《港口部门培训准则》 

《船旗国落实〈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开展检查准则》 

《船旗国管制官员落实〈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开展检查准则》 

《〈2007 年关于渔业部门工作的公约〉（第 188 号）灵活性条款》（工作

文件） 

《港口安全和健康操作规范》 

海事组织 

《渔民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托雷莫里诺斯国际渔船安全公约》，1993 年规程 

《2012 年开普敦协定》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15 在该工作领域，还有其他重要的国际工具和文书。详见 COFI:FT/XVIII/2022/Inf.6。 
16 该公约适用于通常从事商业活动的所有公有或私有船舶，但不适用于从事捕捞或类似活动的船舶以及道船和

戎克船等传统造型船舶。该公约对运鱼船、加工船和支援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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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标题 

粮农组织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港口国措施协定》 

《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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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劳工

组织/海事组织 

《无甲板渔船和长度小于 12 米的有甲板渔船安全建议》 

《小型渔船设计、构造和设备自愿性导则》 

《渔船船员和渔船安全规则》。A 部分（船长和船员安全和健康规范）和

B 部分（渔船构造和设备安全和健康要求） 

《规则》B 部分、《自愿性导则》和《安全建议》实施准则 

《共建渔业，面向未来：采用国际标准，促进渔业安全和体面工作》 

粮农组织/ 

劳工组织 

《解决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童工问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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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当前工作和进程 

17. 现有很多国际、区域和国家举措促进改善行业社会和劳动条件。这些举措 

包括17：  

名称 简介 

可持续海洋项目 
该全球项目于 2018 年启动，由丹麦人权研究所牵头，旨在促进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人权和可持续发展，尤其面向小规模渔民和渔工。 

社会基准工具 
2018 年，消费产品论坛可持续供应链倡议宣布与全球可持续海产品

倡议合作，开发基准和识别工具，衡量渔业遵循社会规约的情况。该

工具将考虑到渔业特点和海产品捕捞工作特性。 

负责任金枪鱼 
捕捞认证 

该认证（监管链）确保西班牙标准化协会第 195006 号标准溯源规定

得到落实，在被“渔业进步”组织认为综合全面的渔业改善项目下 
运作。 

海产品伦理行动联盟 

该联盟由海产品企业建立，是 SeaFish 活动的一部分。该联盟发挥平

台作用，促进行业基于最佳做法商定供应链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

采取鼓励竞争的行动。此外，SeaFish 还与海产品伦理共同语言 
小组、渔民福利联盟合作，并开发了负责任捕捞计划、负责任渔港计

划和合乎伦理海产品采购工具。 

海洋支柱：欧洲渔业

社会伙伴联合行动 
该项目部分实施海洋渔业部门社会对话委员会工作计划，促进渔民  
健康、工作条件和海上安全。 

海产品合法和 
溯源联盟 

该联盟联合全球各国政府、海产品行业和非政府组织集思广益，合作

制定合法、可持续的海产品解决方案，同时重视通过供应链落实 
追溯。该联盟为公私伙伴关系。 

改善海鲜道德的路线

图（RISE）–海产品

供应链中所有工人的

体面工作 

该路线图由 FishWise 创建，在线上免费分享资源，帮助企业应对 
挑战，为海产品行业体面工作创造条件。该路线图专门面向海产品行

业提供可供行动的指引、相关工具和资源，并集中了一批人权和劳动

权利专家。 

海产品行业促进海洋

管理（SeaBoS ） 
倡议：主旨对话 

SeaBoS 倡议由科学家与捕捞渔业、水产养殖业和饲料生产业领先的

海产品企业合作开展，推动全球转型，打造可持续海产品生产模式，

促进海洋健康。 

海上人权仲裁倡议 
该倡议旨在帮助海上人权遭到侵犯的受害者行使自身权利，提供国际

追索仲裁机制，协助获得有效补救，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17 此外，区域和国家层面也在实施举措和项目，但本文件旨在介绍全球概况，所以未予收录。  

https://ourgssi.org/
https://ourgs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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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简介 

MarinTrust 标准 
MarinTrust 计划（前身为全球负责任供应标准）由海洋成分认证有限

公司发起，对符合劳工组织社会条例和文书的植物进行认证，保护海

洋成分生产工厂雇员社会和福利权利。 

可持续性孵化器 

该孵化器提供基于风险的尽职调查框架，与企业合作减损保收，重点

减少经营活动中现有风险和威胁。该孵化器提供供应链情况汇总图，

保证产品安全、合法，确保供应商场地实现人权和妇女权利并符合可

持续性要求。 

“鱼小事大不容忽视”
项目 

该项目是全球性研究网络和知识动员伙伴关系，着重解决影响小规模

渔业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关切。该项目目标是了解小规模渔业

对生计、减贫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研究小规模渔业对经济发展、可

持续发展和社区活力的贡献；促进相关政策讨论和决策；加强小规模

渔业知识，提高研究和治理能力，推进实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和扶

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海产品工作组 

该工作组前身为虾类可持续供应链工作组，由海产品加工商、饲料生

产商、采购商、零售商、政府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组成，旨在解决劳工

和非法捕鱼问题，现阶段重点在泰国海域开展工作。该工作组应用泰

国海产品供应链社会和环境相关标准，促进成员共同利益。 

欧盟打击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

联盟 

该联盟协助欧盟及其成员国完善措施，防止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

捞海产品进入市场，着力加强欧盟外部船队监管框架。 

公平、诚信、安全和

健康（FISH）标准 
该标准是自愿、独立、公认的全球野生捕捞渔业船舶劳工做法第三方

认证计划。 

渔业透明度 
倡议（FiTI）标准 

该标准帮助政府、渔业和民间社会在海洋渔业管理以及渔民和渔业企

业活动中全面实现并保持高度透明，包括制定劳工标准。 

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工作18 

18. 自从成员于 2017 年授权开展社会可持续性工作以来，粮农组织一直在编写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实用指南。在编写过程中，粮农组织在全球举行了

几次多利益相关方磋商，明确行业差距和需求。行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工会、

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等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出席了这些磋商。这些磋商对于粮农组织起

草提案编写指南至关重要19。 

 
18 粮农组织其他社会责任工作详见 COFI:FT/XVIII/2022/Inf.6。 
19 fao.org/3/ca8665zh/CA8665zh.pdf 

http://www.iuuwatch.eu/eu-external-fleet-regulation/
https://fishstandard.files.wordpress.com/2021/04/fish-standard-for-crew-version-1.0-14-apr-2021.pdf
http://www.fao.org/3/ca8665zh/CA8665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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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1 年，粮农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成员非正式线上区域磋商，介绍和讨论《粮

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社会责任指南》编写工作当前进展20。66 个成员以

及劳工组织、海事组织和贸发会议的 148 位专家和代表出席了这些非正式磋商。 

20. 这一系列非正式磋商最后得出了以下共同结论21：  

1)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i）劳动条件不稳定、不安全，例如

低薪、工时长、边缘化和弱势人群遭受侵权；（ii）现有政策和标准执行和遵守

不到位；（iii）价值链竞争激烈、高度复杂； 

2) 《粮农组织指南》能够作为有用工具，满足私营部门需求，为政府提供支持； 

3) 《粮农组织指南》应综合全面、把握风险、实用可行、自愿实施、易于掌握、

言简意赅，在保障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落实尽职调查。此外，《粮农组织指

南》应考虑包括水产养殖在内的一整条鱼品价值链，并以现有国际文书和标准

为准。《粮农组织指南》并不提出新的义务，只是汇总已有要求，促进行业付

诸实践。 

世界渔业日  

21. 自 2011 年起，粮农组织和梵蒂冈每年于 11 月举办世界渔业日专题庆祝 

活动，重申改善并确保渔业体面工作的重要性。2021 年，活动聚焦体面工作和其

他人权，应对 COVID-19 疫情构成的社会挑战。各国嘉宾齐聚一堂，探讨今后工作 

方向，明确合作领域，携手实现这一目标。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区域技术研讨会 

22. 根据粮农组织/海事组织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项联合特设工作

组22第三次会议的建议，同时为响应 2016 年世界渔业日庆祝活动发出的具体呼吁，

粮农组织和海上使徒/海洋之星（协同区域渔业机构、劳工组织、海事组织、国际

运输联合会、国际食品工人联盟、国际渔工援助合作社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合作，举行了一系列共三次区域技术研讨会，通过制定联合举措解决安全、体面工

作和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问题，促进改善渔业工作和生活条件。  

 

 
20  2021 年 6 至 8 月，粮农组织举行了 8 次非正式区域磋商，涵盖欧洲、中亚、非洲、近东及北非、南美、加

勒比/巴西/美国和加拿大、中美以及亚洲/大洋洲。这些磋商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和中文

举行，分发给与会者的文件均译成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  
21 磋商成果详见 COFI:FT/XVIII/2022/Inf.6。 
22 fao.org/iuu-fishing/tools-and-initiatives/joint-wg-on-iuu-fishing/zh/  

https://www.fao.org/iuu-fishing/tools-and-initiatives/joint-wg-on-iuu-fishi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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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次区域技术研讨会先后于 2018 年 3 月、2019 年 5 月和 2019 年 10 月在菲

律宾马尼拉 23、塞舌尔马埃 24和加纳阿克拉 25举行。与会者包括各个政府机构 

（渔业、劳动、海事）、工会、资方代表、国家人权机构、宗教组织和小规模渔民

组织。三次活动探讨了有关安全、工作条件、负责任渔业的国际法律文书，明确了

每个区域的重点工作领域，并通过了若干行动呼吁。 

24. 此外，粮农组织正着手发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区域渔业协定的作用，促进

并确保各自辖域船队安全和体面工作条件，从而提高认识水平，增强必要能力，制

定综合框架。 

蓝色论坛 

25. 该论坛发挥枢纽作用，动员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应

对可持续发展挑战，包括解决价值链各环节劳工保护和体面工作问题。  

26. 2021 年，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社会问题的维戈对话与蓝色论坛合并，成为

蓝色港口倡议26的一部分。自 2014 年起，粮农组织每年举行维戈对话，通过这一

多利益相关方磋商进程，明确行业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和挑战，就重点行动提出 

建议。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27. 粮农组织与成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组织和机构合作，牵头举办了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庆祝活动。活动旨在呼吁世界各国关注小规模渔民、 

水产养殖户和渔工在粮食安全和营养、减贫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作用，提

高全球认识水平、加大全球行动力度，为其提供支持。 

今后拟议工作 

28. 根据渔委授权，粮农组织提议继续与成员、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尤其是劳

工组织和海事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编写《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

链社会责任指南》。2019 年以来举行的多次活动提出的所有意见建议，均强调了

编写这类指南的重要意义和裨益。 

 

 
 

23 fao.org/3/ca2511en/CA2511EN.pdf  
24 fao.org/3/ca9214en/ca9214en.pdf  
25 fao.org/3/cb1588en/CB1588EN.pdf  
26  请参阅 COFI:FT/XVIII/2022/Inf.8。 

http://www.fao.org/3/ca2511en/CA2511EN.pdf
http://www.fao.org/3/ca9214en/ca9214en.pdf
http://www.fao.org/3/cb1588en/CB158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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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粮农组织将继续起草《指南》，涵盖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价值链不同环节，并

汇总现有相关国际文书和工具，为行业提供支持和参考。《指南》自愿实施、不具

约束力、实用可行、把握风险，聚焦私营部门，在保障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落实尽

职调查，宣扬公平的社会惯例。《指南》还能够作为重要工具，帮助其他利益相关

方支持和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供应链履行社会责任。 

30. 为开展这项工作，粮农组织提议以下路线图： 

2022 年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 

6 月 

提交一份工作文件，附上范围界定文件（根据成

员在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上届会议上的要求编制）和粮

农组织《指南》总体编写工作计划（包括收到的意见

建议）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讨论范围界定文件，包括一般

原则和工作界限 

有望批准路线图 

 
与渔委主席团成员磋商，介绍并探讨鱼品贸易分

委员会会议成果 

渔委第三十五届会议 

9 月 

提交一份工作文件，报告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会议 

成果，包括《指南》制定工作的一般原则、自愿性

质、私营部门重点工作和坚守的界限 

2022-2024 年 

举行磋商，编写《粮农组织指南》（《指南》核

心内容，包括原则），同时可能举行专家磋商 

举行技术磋商，与成员讨论《粮农组织指南》 

草案（有望批准）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秘书处与专家磋商后编制六份

附录，涵盖一整条鱼品价值链 

2023 年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 

（日期待定） 

向鱼品贸易分委员会提交一份工作文件，介绍当

前编写进展，包括磋商成果 

2024 年 渔委第三十六届会议 
向渔委提交一份工作文件，介绍为起草《指南》

开展的所有进程，并提交《指南》草案供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