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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粮农组织 2009 年《港口国措施协定》缔约方 
第二次会议 

2019 年 6 月 3-6 日，智利圣地亚哥 

《港口国措施协定》现状和实施进展 

 

 

 

 

提请缔约方： 

• 注意《协定》缔约方名单，并鼓励非缔约方尽快交存遵行书。 

• 注意《协定》迄今取得的实施进展，并应对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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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1. 粮农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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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协定》）于 2009 年 11 月 22 日获得粮农组织大会批准，并从 2009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0 年 11 月 21 日对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开放供签署。在此

期间，23个国家和欧洲联盟（欧盟）签署了《协定》。根据《协定》第26条和第 27条，

《协定》须经签署方批准、接受或核准，并应对尚未签署的任何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开放供加入。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保管人粮农组织总干事。1 

II. 《协定》现状 

2. 截至 2019 年 5 月 1 日，《协定》共有 60 个缔约方，包括欧盟作为一个缔约方

代表其 28 个成员国。2自从 2017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缔约方第一次

会议以来，已有 12 个新缔约方交存了《协定》遵行书 3。非缔约方可酌情在本次会议

上说明遵行《协定》的意向及为此开展的内部进程现状。 

III. 区域层面《协定》实施进展 

3. 粮农组织通过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请区域渔业机构介绍在实施《协定》

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其他行动。粮农组织从以下区域渔业机构收到了九份答复：地中海

渔业总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

委员会、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北太平洋溯河鱼类委员会、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以上区域渔业机构的缔约方 4

来自 93个沿海国家和欧盟 5。本文件附录列载了以上区域渔业机构提交粮农组织的有关

港口国措施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及有关实施《协定》的其他行动的概述。概括地说： 

• 截至 2019 年 3 月，九个区域渔业机构中加入《协定》的缔约方百分比

从 47%到 80%不等，平均为 63%。 

• 九个答复的区域渔业机构中有六个（67%）采取了有关港口国措施的养护

和管理措施，其中大多数措施被认为与《协定》基本或完全一致。这六个

区域渔业机构中有五个（九个区域渔业机构中共有五个，占 56%）还

建立了监测这些养护和管理措施遵行情况的机制。 

• 有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七个区域渔业机构中有三个（43%）制定了能力

建设举措和材料，用于促进执行有关《协定》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1 《协定》第 36 条。 
2 可在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legal/docs/037s-e.pdf 上了解《协定》最新状况，包括签署方和缔约方名单。 
3 “遵行书”一词包含接受书、批准书、核准书和加入书。 
4 上述区域渔业机构对成员采用不同的术语；在本文件中，“缔约方”一词同时指代成员和缔约方。 
5 只在欧洲联盟成员国代表海外领土作为缔约方行事的情况下将其单独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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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建议缔约方采取的行动 

4. 提请缔约方： 

• 注意《协定》缔约方名单，并鼓励非缔约方尽快交存遵行书。 

• 注意《协定》迄今取得的实施进展，并应对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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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 

九个区域渔业机构在实施《协定》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其他行动的概述 6 

区域 
渔业机构 

缔约方实施 
《港口国措施协定》 

的现状 

采取的有关港口国措施的 
养护和管理措施及其遵行 

《港口国措施协定》的情况 

监测养护和 
管理措施的 
遵行情况 

推行《港口国措施协定》 
这一打击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鱼工具的举措 

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开展的《港口国措施协定》 

能力建设活动 

地中海渔业 
总委员会 

该委员会 24 个缔约方

中有 16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

利比亚、日本、黑山、

土耳其和欧洲联盟

（代表作为该委员会

缔约方的 15 个 
成员国）。 

2016 年，该委员会通过了 
第 40/2016/1 号建议，关于

制定一项港口国措施区域 
计划，在其适用区域打击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

活动。该建议的条款尽最大

可能与粮农组织《港口国 
措施协定》的规定协调 
一致。 

 

在实施第 40/2016/1 号建议

的同时，还配合实施了 
第 41/2017/7 号建议，关于

制定一项区域行动计划， 
在该委员会适用区域打击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 
捕鱼，并重申了各国（包括

以港口国的身份行事）打击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

的义务。 

遵约委员会每年 
评估该委员会所有

建议的实施情况，

包括有关港口国 
措施的建议。遵约

委员会在该委员会

年度会议上向其 
提交所有建议的 
实施情况表，供其

审定通过。根据 
此表，该委员会 
可以随需请相关 
缔约方进一步 
努力，确保全面 
遵行现行建议， 
并/或查明不予 
遵行的情况。 

除了上述建议，该委员会 
还在促进地中海和黑海渔业

可持续发展的 2017-2020 年

中期战略中，确定了具体的

战略目标，包括有关遏制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

的目标 3。根据该目标的 
产出 3.2，即“加强港口国

管制框架的检验程序”， 
鼓励根据《港口国措施 
协定》的条款，对国家 
检验员进行培训。还鼓励 
根据《港口国措施协定》的

条款，开发一个港口国措施

信息系统。 

该委员会随需定期为缔约方提供

技术援助，涵盖渔业的方方 
面面，包括港口国措施以及 
监测、管制和监督的实施。 
此前，该委员会秘书处已与欧洲

渔业控制局在部分缔约方对 
检验员进行了国家层面的培训。 

                                                           
6 表中信息为区域渔业机构提供的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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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该委员会背景下通

过的两项部长级宣言（分别

为涉及地中海的 2017 年

“MedFish4Ever（地中海渔

业永续发展）宣言”和涉及

黑海的 2018 年“Sofia 宣

言”）确实提及了《港口国

措施协定》，并尤其敦促沿

岸国家加入《协定》。 

印度洋 
金枪鱼 
委员会 

该委员会 32 个缔约方

中有 21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第 16/11 号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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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港口国措施协定》

之镜”，在该委员会背景下

实施，于 2010 年通过， 
并于 2011 年 3 月生效） 

 

第 05/03 号决议，关于该 
委员会制定一项港口检验 
计划（于 2005 年通过） 

 

第 18/06 号决议，关于制定

一项大型渔船转运计划 
（附件 1–在港转运相关 
条件）（于 2006 年通过，

于 2009 年生效，上次于

2018 年修订） 

为非缔约合作方 
汇编的遵行报告 
介绍了监测这些 
养护和管理措施 
遵行情况的有关 
信息，供遵约 
委员会评估。 

 

每个非缔约合作方

的遵行报告均在 
遵约委员会的会议

网站上发布。 

开发了 e-PSM（电子港口国

措施）应用程序 

 

制作的材料：e-PSM 应用

程序及其四份用户手册 

该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全面的能力

建设活动： 

1. 对港口国非缔约合作方的 
法律和能力评估 

制作的材料：对实施该委员会 
港口国措施决议和《准则：加强

实施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港口国

措施决议》的准备情况的法律和

能力评估 

2. 国家港口国措施培训 

制作的材料：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港口国措施–课程和培训

计划；手册–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港口国措施实施程序；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港口国措施

–渔业检验员物种鉴定指南；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港口国措施

–翻译指南；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港口国措施–笔记本； 
检验员工具包；港口国措施 
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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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国家机构间协作和区域

合作的区域港口国措施培训

制作的材料：加强国家机构

间协作和区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范本；准则–机构间和

区域合作最佳做法；机构间

和区域合作传单 

4. 区域港口国措施培训–监测

港口卸货和转运  

制作的材料：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港口国措施–印度洋 
金枪鱼委员会港口国措施手册 
实施程序；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港口国措施–渔业检验员物种 
鉴定指南 

5. 为修订该委员会养护和管理

措施使其纳入国内立法而 
提供的法律援助，包括修订

该委员会有关港口国措施的

养护和管理措施  

制作的材料：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港口国措施–立法模板 

美洲热带 
金枪鱼 
委员会 

该委员会 21 个成员中

有 10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无。过去几年相继提交了 
关于通过并实施港口国措施

的提案，但无一能够获得 
使其通过所必须的共识。 

不详 不详 不详 

国际大西洋 
金枪鱼 
养护委员会 

该委员会 52 个缔约方

中有 27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该委员会于 2012 年通过了

关于制定一项大西洋金枪鱼

养委会港口检验最低标准 

遵约委员会对这些

措施的遵行情况 
进行审查，并在 

第 18-09 号建议（代替 
第 12-07 号建议）是一项 
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具体 

关于第 14-08 号和第 16-08 号 
建议，该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能力

和援助问题港口检验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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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建议[第 12-07 号 
建议]，并于 2018 年通过 
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

的港口国措施的建议 
[第 18-09 号建议]进行了 
修正。尽管该委员会的措施

与《港口国措施协定》并不

完全一致，但仍纳入了 
《协定》的很多要素， 
并统一了报告格式。 

 

此外，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支持有效实施关于制定一项

大西洋金枪鱼养委会港口检

验最低标准计划的第 12-07

号建议的建议[第 14-08 号建

议]，以及大西洋金枪鱼养

委会关于澄清并补充根据大

西洋金枪鱼养委会第 14-08

号建议寻求能力建设援助流

程的建议[第 16-08 号建

议]。 

 

该委员会允许以印度洋金枪

鱼委员会 e-PSM 格式编写检

验报告并提交该委员会秘书

处。 

大西洋金枪鱼养 
委会网站上公布 
审查报告。 

旨在查明可能的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活动，

提供一个行动框架，并提供

一个窗口，根据大西洋 
金枪鱼养委会关于制定一份

被推定开展了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活动的

船舶名单的建议 
[第 18-08 号建议，代替 
第 11-18 号建议]，对该 
委员会的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鱼名单提出意见。 

该专家组目前正在评估发展中 
国家的需求，并正在审查收到的

大西洋金枪鱼养委会“港口 
检验”培训模块开发项目标书。

该模块可以配合现有培训课程 
使用，包括粮农组织主持的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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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西洋 
渔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 5 个缔约方

中有 4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该委员会对外国渔船的 
港口国管制载于《计划》 
第五章。《计划》于 
2007 年 5 月生效。 

 

该委员会《港口国管制》 
明确规定，每个日历年港口

鲜鱼和冻鱼卸货或转运的 
最低检验率分别为 5%和

7.5%。 

 

截至 2013 年，这套程序 
完全基于电子形式，通过 
一个网络平台运作。 

下设监测和遵约 
问题常设委员会对

该委员会所有计划

的遵行情况进行 
评价，包括 
《港口国管制》。

该委员会每年发布

一份遵行报告， 
其中包括一章 
港口国管制内容，

具体说明表格、 
授权和检验数量。 

有关港口国管制的条款载于

第七章。这涉及非缔约方 
船舶进入缔约方港口。 
非缔约方船舶必须遵守 
第五章的条款。应对所有在

港非缔约方船舶进行检验，

并根据检验结果采取行动。 

该委员会缔约方并非发展中 
国家。非缔约合作方可以包括 
发展中国家，但在获得非缔约 
合作方地位之前，必须已能满足

《计划》的要求。尽管如此， 
该委员会仍然通过秘书处非常 
积极地交流最佳做法，并从

2014 年起，与粮农组织举办了

区域和国家《港口国措施协定》

培训活动。 

北太平洋 
溯河鱼类 
委员会 

该委员会5个成员国中

有 3 个（日本、韩国

和美国）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其他 2 个（加拿大和

俄罗斯）则为签署方。 

该委员会未制定养护和管理

措施。 
根据下设绩效审查

小组2011年提出的

建议，每年由下设

执行问题委员会 
审查《港口国措施

协定》进展。 

将讨论确定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鱼船舶的定义， 
随后将“关注船舶”名单 
变为该委员会的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船舶 
名单。 

不详 

北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 

8 个成员中有 4 个

（日本、韩国、瓦努

阿图和美国）批准了

《协定》。 

由于该委员会仍在建设 
阶段，因此尚未解决港口国

措施问题，但已认识到 
《港口国措施协定》作为 
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

捕鱼的遵行工具的重要性，

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就此 
采取行动。 

不详 不详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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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 
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 

该委员会 15 个成员中

有 11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现行第 CMM 07-2017 号养护

和管理措施（即将到期） 
已与《港口国措施协定》 
密切衔接。 

 

2019 年 1 月在海牙举行的 
遵约和技术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赞同该组织最近完成的

第一次港口国措施审查提出

的 3 项建议（第 33 页 
第 215 段第 c、d 和 f 项）。 

 

根据在荷兰海牙召开的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期间欧盟

提出的一项提案，2019 年 
1 月审查了有关港口检验的

养护和管理措施。新的 
第 CMM 07-2019 号养护和

管理措施（将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生效）进一步加强

了该组织养护和管理措施与

粮农组织《港口国措施协定》

的一致性，加强了打击非法、

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工作，

提供了更多的港口国合作 
机制（包括联合检验），并

（根据秘书处所做调整），

落实了该组织第一次审查 
提出的 3 项建议。 

今年的成员遵约 
内部审查（根据

《养护野生动物 
移栖物种公约》 
第CMM 10-2018号
养护和管理措施 
进行）未发现有关

第 CMM 07 号养护

和管理措施（港口

检验）的任何可能

遵约问题。 

秘书处未获悉成员采取的 
任何此类举措。 

秘书处未获悉成员采取的任何 
此类举措。 

http://www.sprfmo.int/assets/Fisheries/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Measures/CMM-07-2017-Port-Inspection-27Feb17.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Fisheries/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Measures/CMM-07-2017-Port-Inspection-27Feb17.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TC-6/final-report/SPRFMO-CTC6Report.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TC-6/final-report/SPRFMO-CTC6Report.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OMM-7/COMM7-report-28Jan-21.15hrs.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OMM-7/Report/ANNEX-7d-COMM7-CMM-07-2019-Port-Inspection.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OMM-7/Report/ANNEX-7d-COMM7-CMM-07-2019-Port-Inspection.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OMM-7/Report/ANNEX-4-COMM7-2019-Final-Compliance-Report.pdf
http://www.sprfmo.int/assets/0-2019-Annual-Meeting/COMM-7/Report/ANNEX-4-COMM7-2019-Final-Complianc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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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印度洋 
渔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 12 个成员国

中有 9 个加入了 
《港口国措施协定》。 

2019 年 2 月，该委员会 
通过了“西南印度洋渔业 
委员会辖区外国渔业准入 
最低条款和条件准则”。 

 

《最低条款和条件准则》 
第 19 条指出，“西南印度洋

渔委成员国应要求所有利用

其港口或海上码头的外国 
渔船，根据《港口国措施 
协定》和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港口国措施决议， 
遵守所有适用的港口国 
措施，包括有关提前通知 
以及予以配合和遵行检验 
程序的任何相关规定。” 

 

就转运而言，第 20 条规定，

“根据《港口国措施协定》

和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港口国措施决议，西南 
印度洋渔委成员国只应允许

在指定港口或海上码头进行

转运。” 

正在着力建设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

（南共体）区域 
监控和监督协调 
中心。 

 

南共体各部长已 
核准将FISH-i Africa
项目并入监控和 
监督协调中心， 
将其作为成员国和

伙伴交流信息的 
平台，并为区域 
渔业和海洋联合 
巡查提供支持。 
南共体秘书处和

“制止非法捕鱼”

(Stop Illegal Fishing) 
正在商讨一份实施

该决定的谅解 
备忘录。 

不详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已派专人 
协助成员国实施《港口国措施 
协定》，同时还得到了世界银行

项目的支持。鉴于西南印度洋 
渔委成员也加入了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因此到目前为止，有关

《港口国措施协定》的活动主要

由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负责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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