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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证审核只能在生效日期后进行。原定于生效日期后进行的审核的公告可于生效日期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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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以科学可靠的标准为基础，运营一个
自愿的、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和标签项目。
依据 ASC 的使命，ASC 标准定义了有助于水产2养殖业3 转型为对环境可持续、对社会负责任
的产业模式的准则。
ASC 愿景
让全世界水产养殖业为人类在食物供应和实现社会效益领域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使其对环境
及社会 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ASC 使命
利用有效的市场机制将水产养殖转变为环境可持续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模式，从而在整个供应链
中创造价值。
ASC 变革理论
变革理论(ToC)是实现机构愿景所需的工作模式的构架、描述和筹划。
ASC 定义了自身的 ToC，解释了 ASC 认证和标签项目如何通过激励人们正确的选购水产品，
以此来促进和奖励负责任的水产养殖实践。
ASC 的变革理论可以在 ASC 网站上找到。

2

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是养殖水生生物，包括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和水生植物。养殖意味着在饲养过程中进行某种形式
的干预以提高产量，如定期放养、喂养、保护动物免受捕食者侵害等。养殖还意味着个人或公司对正在饲养的牲畜的所有
权(粮农组织)。
3

水产养殖业:代表一组行业(如:饲料工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和具有共同属性的市场(如水产养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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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 文件和认证体系
ASC 是 ISEAL 联盟的正式成员，实行自愿的、独立的第三方认证43 体系，该体系由三部分独立机
构组成：
I.
II.
III.

体系所有者
认可机构
合格的认证机构(CAB)

即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即 Accredit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即得到认可的认证机构（CAB）

体系所有者
ASC 作为体系的所有者：

– 根据 ASC 标准设定规程设定并维护标准，该规程符合《ISEAL 良好行为规范-设定社会

和环境标准》。这些标准是规范性文件；
– 制定并维护实施指南，为认证单元(UoC)就如何解读和最好地实施标准中的指标提供指
导；
– 制定并维护审核员指南，指导审核员如何根据标准中的指标对认证单元进行最佳评估；
– 制定并维护认证和认可要求(CAR)，该要求至少遵循“ISEAL 良好行为规范——确保符合
社会和环境标准”。CAR 描述了认可要求、评估要求和认证要求。认证和认可要求
（CAR）是规范性文件。

–

以上文件可以在 ASC 网站上公开获取。

认可机构
认可是根据认可要求对合格的认证机构(CAB)进行资质和认证质量评估的过程，并由认可机构
(AB) 实 施 。 ASC 指 定 的 AB 是 ASI （ 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 2019 年 1 月 后 改
名）， ASI 使用 CAR 作为认可过程的标准文件.
认可审核的评估结果和现有的认证机构名单可通过 ASI 网站公开获取 (http://www.accreditationservices.com)。

合格评估机构
认证单元与合格评估机构(CAB)签订合同，聘请审核员根据相关标准对认证单元进行合规性评估(以下
简称“审核”)。认证机构的管理要求和审核员的能力要求请参见 CAB，并通过 ASI-认证得到保证。

4

第三方认证系统:由独立于提供该对象的人或组织以及该对象的用户利益的个人或团体执行的合规性评估行为(ISO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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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 审核和认证过程
通过性能指标体系对认证单元进行审核。
ASC 审核遵循 CAR 中定义的严格的操作认证要求。只有 ASI 认可的认证机构被允许根据 ASC
标准对认证单元进行审核。作为体系的拥有者，ASC 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参与认证单
元的实际审核工作。
所有 ASC 审核的结果，包括授予的证书，都在 ASC 网站上公开，包括没有获得认证的审核结
果。认证结果由认证机构裁定；ASC 没有——也不可能——参与这个过程。证书仍然属于认证
机构的财产。
注意：除标准外，对申请认证的认证单元，亦须符合相关的认证规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在 CAR
中有详细说明。

ASC 标签使用
ASC 认证的实体只有在签署了标识许可协议(LLA)的情况下，才可以销售带有 ASC 标识的产
品。应当指出，获得认证并不自动保证颁发标签使用许可协议。由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标签
授权团队来代表 ASC 发放标签使用协议，并批准在产品上使用标签。更多信息请参见见：ASC
Logo.
未经授权的标签使用是被禁止的，并将被视为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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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 标准体系的结构
标准是“为可以通用和重复性应用，针对产品或相关生产流程和生产方法制定的规则、指导方针
或特征的文件，对标准的合规性不属于官方强制性要求”。
ASC 标准设计如下:
–

ASC 标准由多个原则组成 - 一个原则由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准则组成，有助于对
所属原则中定义的主题做出更广泛的评估结果；

–

每个原则包含多个准则 - 每个准则定义一个有助于实现该原则的目标水平的评估结果；

–

每个准则包含多个指标 - 每个指标定义一个可评估的性能状态，有助于实现该准则的目
标水平。

原则和准则都包括基本原理陈述，说明设置该原则或准则的原因与依据

可量化的性能指标水平
标准中的几个指标需要一个可以量化的性能级别(MPL)。此时，适用的 MPL 会直接列在指标之后
的“要求”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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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范围和认证单元
与 ASC 的愿景相联系，ASC 鲆鲽类标准的范围划定了与鲆鲽类养殖业相关的主要负面环境和
社会影响。ASC 认证的鲆鲽类养殖场对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做出了贡献。
该标准的范围被转化为适用于每个认证单元的七项原则:
– 原则 1 - 遵守法律，并遵守养殖活动当地的所有适用法律要求和法规。
– 原则 2 - 保护自然栖息地，地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原则 3 - 保护野生种群的健康和基因完整性。
– 原则 4 - 以环保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资源。
– 原则 5 - 生态负责地做好病害寄生虫管理。
– 原则 6 - 通过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发展和运作养殖场。
– 原则 7 - 成为一个良好的邻居和忠诚的公民。
原则内的准则适用于每一个认证单元。

认证单元（UoC）
认证单元(UoC)由认证机构或审核员定义，并遵循 CAR 中概述的认证单元要求。

本标准适用的生物和地理范围
ASC 比目鱼标准适用于比目鱼(牙鲆属种)、庸鲽(大比目鱼属种)和大菱鲆(大比目鱼属种)；适用于
全球范围内养殖所有此类鱼种的海洋网箱和/或陆基养殖场。
本标准范围内的所有品种列于附录 4。
对于鲆鲽类标准涵盖的物种，将根据国际公认来源(如 IUCN 和 CITES)的现有信息，进行风险评
估，来确定野生种群的种群状况。如果风险评估确定种群健康状况不佳或正在下降，则 ASC 将对
认证的 ASC 供应链造成这一威胁的风险进行评估(包括评估养殖和野生鱼类的来源验证以及混合
风险)，并由 ASC 定期进行重审。ASC 的目标是确保供应链风险控制能够保证将认证的鲆鲽类供
应体系造成该威胁的风险最小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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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本文件？
该文件的以下部分包含负责任的鲆鲽类养殖的整套原则、准则、指标和要求。
在每个准则中，性能指标要求表后面是一个基本原理部分，说明了该项内容的重要性，以及提出
的性能指标要求是如何处理这些重要内容的。

一般性定义都在脚注中提供。
ASC 鲆鲽类标准将通过一份审核员指南文件进行补充，该指南文件详细介绍了如何判定是否满足
ASC 鲆鲽类标准的方法，以及生产者如何实现对 ASC 鲆鲽类标准合规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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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1: 遵守国家及当地的法律法规
原则 1 旨在保证所有计划取得 ASC 鲆鲽类养殖标准认证的养殖场能将履行法律义务作为一个基本
要求。 遵守法律将确保生产者达到环境和社会的基本要求以及其他的最低要求，如合法的土地租
赁权。这也是本标准具备有效性的基石

准则 1.1

遵守国家和地方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
指标

要求

1.1.1 养殖场提供遵循所有相关的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
的文件证明

是

1.1.2 养殖场提供遵循所有的税收法规的文件证明

是

1.1.3 养殖场提供遵循所有相关的劳工法律法规的文件证
明

是

1.1.4 养殖场提供遵循涉及水质影响法规证明和相关许可执
照

是

基本原理 - 养殖作业必须以遵守国家和生产地法律为底线要求。不论养殖场触犯法律的行为是否
有意，具备认证资格的养殖场都不应该违背法律法规，这是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养殖作业需要保
证自身的经营行为合法负责，这包括对任何违法行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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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保护自然栖息地，地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
原则 2 旨在解决鲆鲽类养殖对自然栖息地、地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具体来说，本原则解释范畴包括养殖场选址的主要影响、化学药剂投用的效果、污水水质的影响
以及污泥处理的影响。

准则 2.1
底栖生物多样性和底栖生物效应5
*准则 2.1 适用于海水网箱系统
INDICATOR

REQUIREMENT

2.1.1 在紧邻允许效应区之外(AZE)6由于养殖场产生
的沉积物中氧化还原电位或总“游离”硫化物水
平

2.1.2 底栖生物群落指数评分(根据被取样底栖生物的
组成选择合适的底栖生物指数)

氧化还原电位> 0 毫伏(mV)
或者
硫化物≤1500 微摩尔/升
或者
AZE 边缘沉积物的氧化还原电位或
总“游离”硫化物水平与对照没有显著
差异7
AZTI 海洋生物指数 (AMBI8) 评分 ≤
3.3，或者 Shannon-Wiener 指数评
分 > 3, 或者底栖生物质量指数 (BQI)
评分 ≥ 15，或者海底生物营养级指标
(ITI)评分≥ 25 或者 BENTIX9指标评分
≥ 3.5，或者，AZE 边缘的底栖动物群
落指数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在主洋流下游的 AZE 边缘对至少三份底栖生物样本进行取样，如需对照组，应从网箱阵列边缘 100-1000m 处采集 3 个样品，水深和基质与
养殖场采样处相同(底栖生物采样方法见 ISO 12878:2012)。样品应在生物量高峰期采集。所有收集的样本必须由认可的化验所分析，而抽样
方法必须由进行分析的化验所批准。
6
允许效应区(AZE)在本标准下定义为 25 米。对于已经使用可靠的建模系统(如 SEPA AUTODEPOMOD)定义了场址特异性 AZE 并通过监测
得到验证的养殖场场址，应使用场址特异性 AZE。
7
显著性测量为在 95%置信区间内。
8
http://www.azti.es/en/ambi-azti-marine-biotic-index.html
9
Simboura, N., 和 Zenetos, A. (2002). 底栖生物指标用于地中海软底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质量分类，包括一个新的生物指标。
Mediterranean Marine Science, 3(2), 77-1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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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对于使用铜网或经过铜处理的渔网的养殖
场，有证据表明在紧邻 AZE 之外的沉积物中
检测了铜的含量
2.1.4 有证据表明，铜(Cu)水平10是< 34 毫克铜/公斤
干底泥重量，或者，当底泥中铜的含量超过
34 mg Cu/kg 干底泥重量时，有证据表明与水
体中三个参考点测量的背景浓度相比，铜的浓
度没有显著差异

是

是

基本原理 - 技术专家一致认为，氧化还原电位和硫化物水平的化学指标是底栖生物健康的良好化学指标。
考虑到这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被审核的养殖场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它们喜欢的方法。当考虑到底栖生物
的影响时，专家建议在原理网箱的 AZE 边缘进行测量，在对照组的测定中，要选择类似的深度、沉积物
和环境参数。尽管很难将 AZE 定义为常量，但专家们根据包括水流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将其定义为 25米
至 125 米。为了对底栖生物影响的容许范围采取预防措施，ASC 鲆鲽类标准将 AZE 定义为距离网箱阵列
25米的距离。对于使用有效的模型和视频监测系统确定了 AZE 特异性选址的场址，养殖场需根据实际的
沉积模式使用 AZE 特异性选址和取样点。通过将 AZE 边缘的底栖动物群落指数与对照点进行对比分析，
ASC鲆鲽类标准也讨论了对底栖生物多样性的潜在负面影响。
铜(Cu)是一种丰富的微量元素，存在于各种岩石和矿物中。它是一种重要的微量营养素，也
是动物和植物广泛的代谢过程所必需的。然而，当铜含量升高时，它就会变得有毒。在使用铜的
情况下，要求确保底栖生物中铜的预防性健康水平。
为 AZE 之外的沉积物中的铜浓度，设定了一个上限要求，以确保使用铜制网箱所产生的底栖
生物效应减至最低。因为环境因素的可变性，很难确定环境中能够用于评价环境风险的铜的一般
阈值。然而，专家认为 34mg/kg 沉积物的阈值足以保护底栖生物。34 毫克的水平也符合欧洲法
规要求采取行动以确保底栖生物健康的水平，也符合其他司法管辖区认可的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
的水平。根据 ASC 鲆鲽类标准,如果在紧邻 AZE 外的沉积物中铜含量高于阈值,并且可能是由于本
地区自然环境本身造成的高水平铜阈值,则养殖场必须证明的紧邻 AZE 外的铜含量水平与该地区
参考点的背景铜含量水平是一致的。

2.1.4 规定的铜含量检测仅适用于使用含铜渔网或含铜渔网的养殖场。2.1.2 所采用的底栖生物采样方法，须与参考点所采用
的方法相同，即在 AZE 以外所采得的样本，不得与参考点的数值有显著差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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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2.2

养殖运营现场及附近的水质
指标

要求

2.2.1 养殖场里溶解氧的饱和百分比11周平均12数值

≥ 70%13

2.2.2 从 2.2.1 中的取样溶解氧数值的最大百分比周平均值
下降到 2 毫克/升

5%

2.2.3 对养殖场区域和参考点区域的总氨氮、硝态氮和总
磷水平的季度性记录14

要求

2.2.4 根据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或日本的法律，用于净
防污的生物杀灭剂的类型得到批准的证据

是

2.2.5 有证据表明，养殖场使用并排放到污水中的所有化学
品都被记录和量化

是

2.2.6 污水中的总悬浮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与进水口处的
引进水或初始稀释区以外的接收水中测量的数值的
差异
2.2.7 排放水体或混合区以外的接受水体中的年度氨氮总
量的平均浓度15

<5 mg/L

<0.6 mg/L

基本原理 - 有一些污染物与水产养殖设施的排放有关。流水化养殖的养殖场可能有高浓度的悬浮
固体和营养物质，和低溶解氧水平。有机物主要来自粪便和未食用的饲料。含有大量悬浮固体的
污水排放到接收水域后，会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悬浮物可以通过增加浑浊度和降低阳光穿透深
度来降解水生生态系统，从而降低光合作用活性。悬浮颗粒会损害鱼鳃，增加感染和疾病的风
险。营养物质主要以硝酸盐、氨和有机氮的形式排放。氨在水中造成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它对
水生生物有毒。其次，它很容易转化为硝酸盐，可以促进植物和藻类的生长。本标准以氨氮作为
氮/营养污染的主要指标。

11

饱和度百分比(或百分比饱和度):饱和度百分比是指在相同的温度和盐度下，水样品中溶解的氧的量与最大可能存在的氧的量之比。
每天两次测量(最好在早上 6 点和下午 3 点左右)网箱内的平均周读数。
13
如果养殖场没有达到每周平均饱和度 70%的最低要求，养殖场必须证明测量点与参考站点的饱和百分比的一致性。参考点应当至少距离网
箱缘线 500 米处，在一个可以理解为在上升流过程中遵循类似模式的位置上，并且，不受到人为原因(包括水产养殖、农业径流或沿海社区的
养分释放等)的养分输入的影响。
14 TAN (Total Ammonia Nitrogen 总氨氮水平= 总 NH3+ 和 NH4+), TP (Total Phosphorus 总磷水平)。
12

混合区是由当地管理机构定义的，或者如果不存在混合区，则根据加州海洋计划(SWRCB, 2009)定义的初始稀释区。加州海洋计划将初始
稀释定义为在排放点附近导致废水与海水快速且不可逆的湍流混合的过程。如果废水中氨和悬浮物的浓度符合推荐标准，则只需对废水进行
采样。否则，在稀释最小的条件下，需要稀释研究来估计混合区边缘的浓度。然后，应将稀释系数应用于流出物浓度，以估计混合区边缘的
浓度。当地方当局已定义混合区时，将应用已定义的混合区。否则，混合区应是加州海洋计划(SWRCB, 2009)中规定的初始稀释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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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物质，如药物和杀虫剂，可能存在于废水中，可能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直接引入。水
产养殖废水中潜在污染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水产养殖场使用的饲料。水产养殖设施使用的饲料对
污染物排放有多种方式的贡献：副产品粪便、氨排泄物，最直接的是作为未食用的饲料(溶解的和
颗粒状的)。通过限制流出水中悬浮固体的数量，可以大大降低其影响。
水 质 对 养 殖 场 的 养 殖 物 种 和 周 边 的 野 生 物 种 的 健 康 至 关 重 要 。 水质的一个组成部
分，溶解氧(DO)，对人工养殖的鱼类的生存和良好体征特别重要。因此，大多数养殖场定期测量溶
解氧水平。溶解氧水平(mg/l)在环境中是自然波动的，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包括温度、一天
中的不同时段和深海缺氧水的上涌。低溶解氧水平也可能是营养过剩的标志。溶解氧为水体支持
生物多样性健康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总体指标，并补充了底栖生物指标，因为底栖生物也将
获取过量的营养。以饱和度百分比的形式测量溶解氧时，要考虑到养殖场的盐度和温度。

准则 2.3

养殖场与敏感性栖息地和关键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
指标

要求

2.3.1 养殖场应评估养殖场对生物多样性和附近生态系统的
(潜在)影响，这些影响至少包含附录 1 中列出的成
分。
2.3.2 允许养殖场建在受保护区16或具较高保育价值地
区17(HCVAs)

16

是

不接受18

保护区:“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得到承认、专用和管理，以实现对自然的长期保护，并提供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和
文化价值。”引用自：杜德利(编者)(2008)，《实施保护区管理分类的指南》，瑞士，Gland: IUCN。x + 86 页。
17
高保育价值地区(HCVA)：被认为具有重要保育价值或极端重要性的自然生境。HCVA 是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来指定的，该方法为确
定关键的保护价值(社会和环境)和规划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系统的基础，以确保这些高保护价值得到保持或增强
(http://www.hcvnetwork.org/)。
18
标准 2.3.2 有以下例外：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第 V 类或第 VI 类的保护区(这些地区主要是为其景观或可持续资源管理而保存的)。
对于 HCVAs，如养殖场能证明其对环境的影响符合 HCVA 指定的保护目标，养殖场将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它不会对被确定为 HCVA 产
生负面影响的核心原因。
对于在保护区设置以前就位于保护区范围内并已经运营的养殖场，养殖场必须能证明其对环境的影响符合保护区内的保育目标，并且养殖
场符合任何与保护区的组成与指派功能相关的条件或规定。养殖场有责任证明，它不会对某个地区受到保护的核心目标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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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

2.3.3 允许养殖场设址在红树林生态系统19和其他自然湿地
系统20

1999 年 5 月后兴建(不论是否获
发许可证)的养殖场，但抽水站
及进出水渠部分除外(惟有关当
局已批准并须修复同等面积作
为补偿)。
在 1999 年 5 月前兴建或获准
兴建的养殖场，须修复至少
50%受影响的生态系统，以补
偿/抵销影响。21

基本原理 - 准则 2.3 的规定旨在尽量减少水产养殖场对重要或敏感生境和物种的影响。其中需要
被考虑的栖息地和物种包括海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海洋哺乳动物已有的迁徙路线，受胁物种或
濒危物种，受胁物种或濒危物种资源量恢复的栖息地，大叶藻床和高保护价值区（HCVAs）
（HCVAs 是经由一个可信赖的多利益方参与的国际公认程序达成的概念）。这些要求在大多数辖
区内和常规环境评估要求保持一致。
准则 2.3 中的要求确保养殖场能充分认识到其场址周边的所有重要的，生态敏感的，亦或是
受到保护的地区，同时能理解养殖作业对这些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有一套运行计划能及时减
轻可能发生的影响。这些要求也将确保那些有重要生态价值而设置的保护区得到额外关照。标准
将不允许在有保护区认证资格的地区进行生产，除非该生产作业可兼容于该地区的保护目标。

19

红树林生态系统:红树林是世界上最多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通常被称为“潮汐林”、“沿海林地”或“海洋雨林”。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的木
本植物沿陆-海交界、海湾、河口、泻湖、回水和河流的亚热带纬度，延伸上游到水仍然是盐水的地方(1998 年，Qasim)。这些植物及其相关
生物(微生物，真菌，其他植物和动物)，构成“红树林群落”或“mangal”(见 Tomlinson PB(1986)红树林植物学)。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413
页。关于红树林植物的完整名录)红树林及其相关的非生物因素构成了红树林生态系统(Kathiresan and Bingham, 2001)。
20
自然湿地:在本标准中,自然湿地是指以下非人工干预的(即不是人类)地区,包括沼泽、泥炭地和水网地,这些区域永久或暂时的,由静态或流动
的淡水和咸水覆盖,包括在退潮时海水深度不超过 6 米的区域。它们可能包括湿地附近的河岸和海岸地带，以及退潮时水深超过 6 米的岛屿或
海洋水体。拉姆萨尔湿地的定义(拉姆萨尔，伊朗，1971)，国际重要湿地的分类和标准。根据《湿地公约》，“湿地”由第 1.1 及 2.1 条界定。
21
建议考虑地方政府的恢复计划及其有效性。在养殖场内保留的红树林面积可视为补偿的一部分(例如，如果养殖场有 2 公顷，但在养殖场内
保留 1 公顷的红树林，则可视为符合补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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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2.4

与野生动物（包括掠食者）的相互关系
指标

要求

2.4.1 使用水声阻吓装置(ADDs)

不允许

2.4.2 过去 2 年，在养殖场场租用地区及邻近地区，由于
养殖运作、人员或相关原因而引致的濒危或红色名
单动物22死亡23的数字
2.4.3 允许猎杀养殖场周边的捕食者/野生动物
2.4.4 所有致死事故都被记录归档，分类24并报告给 ASC

0
否，除非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是

2.4.5 每次致死事故需评估此类事故发生可能性，并采取
具体步骤防止类似事故再发生
是
基本原理 - 关于使用声阻吓装置(又称声骚扰装置)来阻止捕食者进入海洋水产养殖设施的科学文
献25显示了三个主要结论。首先，声阻吓装置已被证明会损害海洋哺乳动物(目标物种和非目标物
种)的听力。其次，它们已被证明会迫使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改变其自然哺育或繁殖行为。第三，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经常使用，声阻吓装置开始作为一种激励，实际上吸引而不是阻止目标物种(如海
豹)前往水产养殖设施。因此，根据这些要求，水下声阻吓装置使用是不允许的。
养殖场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和努力来避免和防止致死事故的发生，但一旦该性质事件发生，员
工的人身安全是优先保障的。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员工可以采取标准所规定的措施。
然而，准则 2.4.5 要求管理方需要彻底调查分析致命事故的原因，让养殖场能充分分析人身安全
受威胁的原因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22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的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以及在国家濒危级物种目录的物种。
死亡数目统计：包括人为捕杀造成的死亡数和由于网具缠绕或其他方式造成的意外死亡数。
24
按事件的原因分类。
25
Fjalling, A., Wahlberg, M. and Westerberg H., 2006. 声波骚扰装置减少了在波罗的海鲑鱼陷阱和渔网中海豹的相互作用。海洋科学学报:第
63 卷，第 9 期，1751-1758 页；
B.C. Government, 1997, 鲑鱼养殖的环境风险，第 35-37 页；
Cox, T.M., Read A.J., Solow, A., Tregenza, N., 2001. Will harbor porpoises (Phocoena phocoena) habituate to pingers?
J.Cetacean Res. Manage 3(1) 81-8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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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2.5 池塘养殖的排放水26
*准则 2.5 适用于池塘系统
指标

要求
样品平均值不高于 30mg/L 且单
个个体样品不能超过 50mg/L

2.5.1

监测污水的生化需氧量（BOD）

2.5.2

监测污水的悬浮颗粒总量

样品平均值不高于 30mg/L 且单个个
体样品不能超过 50mg/L

2.5.3

监测污水氨氮总量

样品平均值不高于 1 mg/L 且单个个
体样品不能超过 1.5 mg/L

2.5.4

记录并定量所有养殖场投放使用并排放到污水
中的非食用化学药品

是

基本原理 - 有一些污染物与水产养殖设施的排放有关。鱼类养殖场会产生高浓度的悬浮固体和营
养物质，高生化需氧量和低溶解氧水平。有机物主要来自粪便和未食用的饲料。含有大量悬浮固体
的污水排放到接收水域后，会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悬浮物可以通过增加浑浊度和降低阳光穿透深
度来降解水生生态系统，从而降低光合作用活性。悬浮颗粒会损害鱼鳃，增加感染和疾病的风险。
营养物质主要以硝酸盐、氨和有机氮的形式排放。氨在水中造成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它对水生生
物有毒。其次，它很容易转化为硝酸盐，可以促进植物和藻类的生长。本标准以氨氮作为氮/营养
污染的主要指标。
有些物质，如药物和杀虫剂，可能存在于废水中，可能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直接引入。水产
养殖废水中潜在污染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水产养殖场使用的饲料。水产养殖设施使用的饲料对污染
物排放有多种方式的贡献：副产品粪便、氨排泄物，最直接的是作为未食用的饲料(溶解的和颗粒
状的)。通过限制流出水中悬浮固体的数量，可以大大降低其影响。

只适用于池塘养殖系统。应在投喂后 2 小时内采集样品，每月至少采集一次。养殖场必须在首次实地考察/养殖场审核前积
累 6 个月的数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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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2.6 污泥处理和淡水&土地资源盐碱化
*准则 2.6 适用于池塘养殖系统
指标

要求

2.6.1 养殖场证明污泥没有直接投放到水体或者自然生态
系统27
2.6.2 污泥中含的电导率或氯浓度应处理后再排放

是
污泥电导率或氯浓度不能超过其
排放区土壤的背景值
无

2.6.3 盐水排放到天然淡水水体的许可28
2.6.4 养殖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淡水井水体的电导率
或氯化物浓度。29

2.6.5 养殖场周边的陆地生态系统和农业用地的土壤电
导率或是氯化物浓度31

对于所有的淡水井(在全面评估
之前确定)，比电导不得超过每
厘米 1500 毫何，氯化物浓度不
得超过每升 300 毫克30
不高于第一年的监测数据

基本原理 - 养殖池内含有盐水。当场址位于淡水含水层上方，其渗透作用可能导致盐水透过土层造成地下
水盐碱化（博伊德等，2006）。养殖池的水平渗漏也可能池壁造成周边土壤和表层水的盐碱化。养殖池都
存在一定程度的渗漏，但有些养殖池渗透相对更严重。文献记录功能正常的养殖池每个月渗漏不超过 20 厘
米（博伊德，2009）。
养殖场禁止开采地下水用于稀释养殖池水盐度。这是因为这类作业往往消耗大量地下淡水，将会对生
境造成严重破坏。在沿海地区，抽吸地下水会导致水位下降，使得海水倒灌进入畜水层（匿名作者，
1993）。淡水蓄水层盐化将妨碍正常水供应。同时对于浅层的蓄水层，其盐化会对植物根茎造成损失。另
外，过度抽取地下水会造成地表沉降（陈，1990）。
废水排放会导致表层淡水水体盐化以及养殖场周边正常土壤盐碱化。盐水不应该被直接排放到天然水
体中。很多养殖场，特别是采用密集型养殖方法的养殖场，它们的养殖池和沟渠会积累很多沉积底泥。这
些底泥需时常由机械器械挖除。沉积底泥废弃处理点也会造成地表水盐化。这是因为渗入其中的降水会把
沉积底泥的盐分分离，经由地表径流进入天然淡水水体（博伊德等，1994）。这些被盐化的地表径流同时
会造成流域内表层土壤的盐碱化。沉积底泥废弃处理点的渗水会使当地的淡水蓄水层盐碱化。如果沉积底
泥的盐分不高于其废弃处理点周边土壤的盐分，这些干燥的底泥可被直接填埋或是播撒到农业用地。

本标准要求监测对象为氯化物含量，土壤电导水平（包括沉积底泥废气处理点处的土壤），养殖
场周边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数值的增加表示盐碱化已经发生。由于相关的历史数据往往很少，因
此一个认证项目的初期监测数值将会作为该地区相关指标的参考。
27

合适的污泥处理程序包括将污泥填埋到合规专用的垃圾掩埋地，或者农民能够重复利用这些污泥。养殖场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应体现这些污
泥得到重复利用。本标准规定的可行污泥重复利用方法包括用作农作物生产所需的肥料或土壤改良剂以及其他建筑用途。
28
这里的天然淡水水体是指养殖场周边的天然淡水水体或是容纳养殖场排放污水的水体.淡水的特点是电导率小于 1500 姆欧/厘米和氯化物含
量小于 300mg/L。以上数值对应的盐度值低于 1ppt。若养殖场能够证明其周边水体和土壤盐度在 2ppt 以上（手持式折射仪测量）则不需要
提供电导率或是氯化物含量的测量证明。根据标准，只有在雨季高峰期呈现淡水特点的水体被认定为半咸水/淡盐水。
29
例如海水入侵或是其他养殖场不可控情况造成养殖场的周边淡水水体电导率或氯化物含量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另外处理。
30
比电导或氯化物浓度必须以适应可能的波动的频率进行监测，要考虑自然因素如降雨情况，并与第一年的值进行比较。
31
土壤盐度要求每隔 6 个月在养殖场邻近土壤生态系统和农业用地周边 25 米范围内进行一次测量。若在 25m 监测站范围内监测到盐碱污
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监测半径。相比于第一年的监测数据，电导率或氯化物含量不能被检测到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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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 保护野生种群的健康和基因完整性
原则 3 旨在保证养殖场不损害野生水生种群的健康、遗传组合和生物多样性。这项原则消除外来
物种和转基因物种的逃逸、引入和养殖影响和养殖采集所需当地野杂鱼的影响。新物种的引入往
往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不断增强的竞争和捕食，提高物种的疾病风险，破坏栖息地，更迭种群基
因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灭绝其他物种。因此有必要对其潜在风险展开评估。

准则 3.1

非本地物种的养殖
指标

3.1.1

要求
无要求，除非该物种的商品养殖33
在第一版 ASC 鲆鲽类养殖标准出
版时已经存在于该地区，亦或是
养殖使用一个全封闭的陆基生产
系统，其作业只有微乎其微34的风
险概率使得养殖品种出现逃逸和
病害种以及病原体转接到野生种
的情况。

养殖某种非本地原有物种32

基本原理 - 无意引入或是人为引入非本地物种是全球重大环境问题。水产养殖被认为是引进非本
土水生动植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非本土水生动植物可能成为威胁当地生境的有害入侵种。这
里提出的要求与 FAO 指导纲要一致，要求养殖非本地种只能选择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威胁程度在
容许范围内的物种。本标准不允许引入非本地的外来种，除非该物种的养殖在本标准施行时已经
存在于该地区或者养殖作业采用全封闭生产系统。
养殖管理中使用化学药剂的替代品是允许和值得鼓励的，比如在鲑鱼养殖中利用清洁鱼来控
制清除海虱。然而，养殖生产中任何濑鱼（清洁鱼的一种），清洁鱼或者其他品种都必须选用本
地品种以防止引入新物种。

准则 3.2

转基因物种的引进
指标

要求

3.2.1 养殖转基因35的鱼类

不允许

32

包括以控制寄生虫或作其他养殖场管理用途非本地品种。
商品（养殖）：如果某个物种的养殖是出于实验研究的需要，那该养殖作业则不能被定义成商品养殖。通常情况下，用于实验研究的养殖
对象包含不超过一种试验种。
34
通过逃逸进入当地生境的养殖鱼种群基数过少不足以继续在当地生境繁衍生息。
35
转基因:一种生物，除人类外，其遗传物质已被改变，但这种改变不是通过自然交配和/或自然重组而产生的。来源:欧洲食品安全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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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 本标准不允许养殖转基因鱼类，因为这涉及到转基因鱼可能对野生品种造成未知的影
响。遗传改良36的鲆鲽鱼类不被认为是转基因鱼。

准则 3.3

逃逸
指标

要求

3.3.1 有证据表明，精心设计、维护和管理的养殖体
系、基础设施和养殖场管理37将饲养和收获期间
的逃逸最小化
3.3.2 养殖场应在每次放苗、分级和收获活动中对所有鱼
类进行计数，计数精度≥98%38

是

是

3.3.3 每个生产周期允许的已知逃逸量39

库存量的 4%40
基于准确性≥98%的库存计算

3.3.4

库存量的 2%
基于准确性≥98%的库存计算

每生产周期的不明原因损失总额41

3.3.5 已知的逃逸和无法解释的损失的数量被记录下来并
公开，并每年向 ASC 报告

是

基本原理 - 这种保守的方法要求负责任的渔民力求减少养殖鱼的逃逸数目。大规模逃逸事件往往
能马上被发觉，而小规模逃逸事件被发觉的时间相对更久。对于更低水平的鱼类损失事件可能难
以被发觉。本标准严格要求养殖场进行网具围栏维护和建立逃逸处理措施，并同时要求其搜集种
群数据和资源恢复数据。该标准还规定了大规模逃逸的要求，以防止在十年期间出现三次以上大
规模逃逸的养殖场获得认证。这些规定要求养殖场对难以解释的损失做到“透明化处理”以帮助养
殖场本身和管理者理解在生产中难被发觉的损失鱼类的累计数目变化趋势。

36

遗传改良:通过选择性育种进行遗传改良的过程，这种育种可以提高生长性能和驯养，但不涉及将任何外来基因插入动物的基因组。来源:欧
洲食品安全署。
37
适当的养殖场防逃逸管理措施包括，但限于：
1) 评估可能导致鱼类逃逸的潜在因素（例如与航路有关的选址，具有适当强度的渔网，包括对来自养殖鱼和捕食者的啃咬的抵抗
力，网具强度测试和维护，网孔尺寸合适，适当的固定系泊和网箱系统的坚固性，包括防止碎片漂浮及预测天气事件、鱼类处理/运
输程序等）；
2) 评估列出的风险因素(第 1 项)的风险，并制定标准操作程序(SOP);
3) 培训员工认识(潜在的)风险，并遵循逃生预防 SOP，将逃生风险降至最低;
4) 记录和实施纠正措施;
5) 每年度或当发生了逃逸事件时，对逃逸预防管理制度进行审核，必要时对逃逸地点进行修订。
38
准确性需要被确认验证并且记录在档案里。（例如：人手计数的频率）
39
已知的总逃逸量是已知的所有已逃逸的鱼，例如通过错误处理。
40
当有明显的证据显示逃逸事件超过了养殖场的控制范围是，允许例外情况(>4%)。在 9 年的期限内只允许有一个例外，这个时间窗口在养殖
场申请初始认证的生产周期开始时为起点。养殖场必须证明没有合理的方法来预测和/或减轻导致这次逃跑的事件。
41
在生产周期结束时计算如下:不明原因损失=库存数-收获数-死亡率数-已知逃逸数(见指标 3.3.3)。库存数和收获数必须基于≥98%的计数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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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3.4 鱼苗种的来源42
指标

要求

3.4.1 鱼苗的来源

只能来自人工孵化

3.4.2 追溯所有孵化场购买鱼种的来源

是

3.4.3 鱼苗供应商具备鱼类健康证明和生物安全性协议
或是同级的第三方认证资质

是

3.4.4 接受机构43需要具备生物安全性协议，包括对
购买的鱼苗的检疫。

是

3.4.5 国外引进的鱼苗必须由出口国提供相关证明
（如：健康证明）

是

3.4.6 养殖场不得将畸形鱼放归野外，并要以负责任的
方式处理

是

基本原理 - 由于野生鱼类资源所面临的压力，只有孵化出来的小鱼苗才能用于人工饲养。这将消
除鱼苗来自已经受到压力的渔业的可能性。使用孵化场鱼苗的时候，也允许使用来自选择性繁育
的鱼苗，这可以带来更好的养殖性能。
生物安全措施减少疾病传播野生种群以及养殖场之间传播的风险。这些要求确保养殖场无法
扩大疾病传播范围，继而威胁野生种群的健康。

准则 3.5 亲本管理
指标

要求

3.5.1 允许使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中濒
危或极度濒危物种的野生捕获的亲本来生产苗
种。
3.5.2 具备文件化的管理程序，限制不受控制的亲本繁
育，并有证据证明这些程序是被遵循的

不接受

是

基本原理 - 遗传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保护问题，因为人工养殖的鱼有可能通过杂交对野生种群的遗传
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圈养繁殖或孵化场种群的遗传变化可能发生在任何经过几代人工繁殖的鱼类
种群中。圈养繁殖可能导致遗传上不同的种群混合，从而降低整体遗传多样性和降低存活率。因
本标准将鱼卵/鱼苗定义为进入 ASC 认证养殖场的鱼卵/鱼苗≤10g，除非它们来自 ASC 认证养殖场/设施。申请认证的养殖场需要通过文件
证明其鱼卵/鱼苗供应商符合 ASC 的要求。
43
接收鱼苗的育苗场要求具备私营或是政府经营的检疫隔离设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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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进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系(即在遗传上不同但仍属于同一物种的种群)将造成不同品系对生态系统
产生影响的危险。因此，孵卵场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限制其圈养的亲本不受控制地产卵。
有人担心，使用野生捕获的苗种或收集野生幼体可能会对野生鱼类数量造成不利影响(例如减
少)。因此，野生捕获的受威胁或濒危物种的亲本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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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4：以环保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资源
海鱼养殖需要使用的资源包括饲料投入(如野生饲料渔业、陆生植物和动物蛋白)、非治疗性化学
品投入和消耗品(如建筑用品和燃料)等。这些资源的开采、生产和/或消费有可能对海洋和陆地生
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对于鲆鲽类养殖来说，一个重要的参数是鱼粉和鱼油的使用，以及使用
鱼粉和鱼油对饲料鱼类资源和海洋食物网的影响

准则 4.1

海洋饲料原料的可追溯性和透明性
指标

要求

4.1.1 养殖场提供饵料生产商的所有鱼粉和鱼油组分可追
溯证明44

Yes

基本原理 - 饵料鱼资源和可食用海鲜加工品要求确保其可追溯来源的真实性。具备清晰明确的来
源可追溯性是本原则中饵料基本要求的前提条件。养殖户必须掌握鱼粉（FM）和鱼油（FO）饵
料成分的知识。

准则 4.2

高效优化的食谱
指标

4.2.1 鱼粉生产对饵料鱼的依赖比重
（FFDRm）（计算公式见附录 2）

要求
(a) 庸鲽类 FFDRm ≤2.45 (现在), 2.2 (3 年内),
2.0 (6 年内)
(b) 大菱鲆 FFDRm ≤3.21 (现在), 2.8 (3 年内),
2.5 (6 年内)
(c) 牙鲆类 FFDRm ≤2.18 (现在), 1.9 (3 年内),
1.6 (6 年内)
(a) 庸鲽类 FFDRo ≤4.0 (现在), 3.5 (3 年内),
3.0 (6 年内)

4.2.2 鱼油生产对饵料鱼的依赖比重
（FFDRo） (计算公式见附录 2)

(b) 大菱鲆 FFDRo ≤3.78 (现在), 3.4 (3 年内),
3.0 (6 年内)
(c) 牙鲆类 FFDRo ≤2.64 (现在), 2.2 (3 年内),
2.0 (6 年内)

44

可追溯性要求饲料生产商出示能证明其作业满足本文件内所有相关细则的证明。本标准假定饲料生产商会给养殖场提供一份鱼粉鱼油
（FMFO）组分清单，鱼粉鱼油包合率以及鱼粉鱼油各组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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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 大多数野生小型海洋鱼类资源不是处于最大捕捞强度就是过度捕捞。这些鱼，有时
被称为“饲料鱼”，虽也被人类食用，但主要被分解成鱼粉和鱼油用于动物和水产养殖饲料。随
着水产养殖业的扩大，以及直接被人类或其他行业消费的鱼类越来越多，对饲料鱼类资源的需
求正在增长，并将继续增加。人们担心，需求的增加可能导致这些小型饲料鱼类资源受到过度
捕捞，甚至崩溃。
野生小型海洋鱼类在生态系统和海洋食物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保护组织和科学家担
心，即使从种群数量角度看不属于过度捕捞的渔业，从生态角度看也属于或可能属于过度捕
捞。良好的渔业管理对确保这些渔业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ASC 鲆鲽类标准 4.3 项下对饲料中
使用的鱼类成分的来源也有相关要求。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如果对来自野生渔业的鱼粉和鱼油的依赖一如既往地以按单位生
产为基础的模式增长的话，对这些鱼类资源的需求将会扩大。把水产养殖生产者对饲料渔业的
使用效率和/或依赖关系有关的指标和要求纳入评估体系，对于鼓励今后减少对这些渔业的依赖
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减少对野生渔业压力的一个重要的额外安全保障.
考虑到水产养殖业所使用的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将饲料中鱼粉和鱼油的使用水平转
化为活体鱼类体重的等价物是有益的。通过这样做，人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生产一单位养殖鱼
类所需的鱼粉量或鱼油量所需的来自捕捞渔业的活鱼数量。
使用饵料鱼依赖比重（FFDR）将鼓励生产者通过减少饵料鱼鱼粉（FM）和鱼油（FO）的包
合率来降低对其的依赖程度，同时提升饵料转换率。饵料鱼依赖比重（FFDR）是直接评估有限
自然资源使用情况的首要度量指标。这个度量指标用于减少饵料鱼资源被转化为鱼饵组分（鱼粉
或鱼油），继而饵料鱼营养进入养殖鱼最后被消费者同化吸收。虽然饵料鱼（例如秘鲁鳀鱼和鲱
鱼）的质量和市场价值远不如养殖品种，但是不能因为其价值低对饵料鱼资源滥用过度开发。本
标准旨在建立起奖励机制，通过奖励 FFDR 表现良好的养殖场来鼓励养殖业其他人改进其 FFDR
表现。
对于某些物种，该标准为日益严格的要求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要求在标准发布后的 3 年和 6
年时间内进行改进。从标准公布之日起减少 FFDRm 和 FFDRo 的提议将鼓励生产者在积极的时
间框架内努力达到更好的水平。在仔细审查了生产商和饲料公司的数据后，设定了可以激励生产
商在其养殖实践中做出有意义的改进的了 FFDRs 指标。ASC 标准旨在推动鲆鲽类养殖业的最佳
实践。对于大菱鲆和牙鲆类，全行业的 FFDRm 根据饲料成分从 2.9 到超过 6 不等。庸鲽鱼类的
FFDRm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获时的大小，因为它们可以长得很大，但一般来说，市场大小的鱼
的 FFDRm 在 2.75 到 4.5 之间。不同鱼种之间的 FFDRo 相似，根据投喂鱼肉球中的中鱼油的含
量不同而有差异，可以达到与其他类似的海洋鱼类相同的性能水平。

准则 4.3 负责任海洋原材料采购来源
[ 注释：2016 年 11 月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ASC ）针对 ASC 海洋饵料配料发布一份暂行办
法，将替代本标准的指标 4.3.1 和指标 4.3.2。这份办法适用于所有 ASC 标准。海洋原材料来
源的指标也在其中，包括这里的《ASC 鲆鲽类养殖标准》。这份暂行办法在 ASC 饵料标准出
台前或者在新的官方公告出示前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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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要求

4.3.1 至少 90%鱼粉鱼油的时间计划需要得到 ISEAL
认证的下属机构渔业认证45。这主要是为了推动生态可
持续性。

参见上述注释

4.3.2 在完成指标 4.3.1 之前，饵料中使用的鱼粉鱼油
需要选用 FishSource 综合得分不低于 6.0 分(在生物量
单项得分为 8 分)或是证明该鱼种资源正在进行可信可
控的渔业改良项目。

参见上述注释

4.3.3 饵料所含的鱼粉鱼油取自 IUCN 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中易危、濒危、极度濒危鱼种46的加工副产物47或
是配料。

不接受

4.3.4

不接受

选用同一个属的其他鱼种用作饵料组分

基本原理 - 这些指标旨在确保基于海洋的饵料组分取自生态负责的来源。其中心理念是借助产
业激励机制来推动渔业管理的改进，继而做到在饵料鱼渔业推广相关认证。
最终，这些要求使得饵料中的海洋配料组分都选用具备公信力认证的资源来源（如 MSC 认
证或是其他认证标准）。这是推动负责任捕捞的最好方式。除了 MSC 认证标准之外，由 ISEAL
成员开发，旨在推动中上层渔业（pelagic fishery）生态可持续性的标准同样适用。
考虑到当前很少有具备 MSC 认证的鱼粉鱼油供应来源，ASC 主张限制在渔业饵料加工中选
择资源状态很差的鱼种用于制造鱼粉鱼油。 通过要求加工原料中的海洋组分选用 FishSource 综
合评分不低于 6 分的渔业资源来实现保护目的。本标准（standard）之所以要求 80%的鱼粉鱼油
满足 FishSource 分数要求，是因为产品以含有多个组分混合物形式出售，即原料来源自多种不同
的渔业形式（更多信息敬请登陆：www.FishSource.com）。
这些标准支持使用海洋生物的加工配料和副产品，前提是不选用濒危或易危的海洋物种。
ASC 旨在鼓励选用由不同渔获的副产品加工出的鱼粉鱼油。这体现出充分利用资源，追求其可持
续发展。
45

本要求适用于取自饵料鱼渔业的鱼粉鱼油，不适用于饵料中使用的渔获副产物或是边角料

46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参考自 http://www.iucnredlist.org/static/introduction.

47

渔获边角料被定义为人类消费过程中鱼体处理后剩下的副产物，或者是由于质量无法达到人类消费要求而无法为人类消费的整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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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4.4

饲料生产中非海洋原材料的负责任饵料来源
指标

要求

4.4.1 饲料生产商需要对所有满足国际认可的中止令和
地方法律的饲料组分提供原料可追溯性材料和负责任饵
料来源政策说明48

是

4.4.2 使用转基因植物原料49 或是经基因修饰的植物饲料
需提供证明

是

4.4.3 对于非海洋原料，取得 ISEAL 成员生态&社会可
持续资质认证的来源百分比要求

大豆和棕榈油需要在《ASC 鲆鲽类
养殖标准》施行五年内达到 80%

基本原理 - ASC 鼓励海水鱼养殖过程选用非海洋生物来源的蛋白和磷脂来减少对鱼粉鱼油的依
赖。同时，养殖场需要考虑到自身养殖所在地和生产方法必须做到可持续安全和环境友好。本
标准不允许来自保护区以及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产品（如亚马逊热带雨林）。
转基因植物在世界各地的水产养殖和动物饲料中普遍使用，但一些消费者和零售商希望能
够识别包括养殖鱼在内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成分。这些成分的使用文件可以从饲料生产商获
得。要求确保饲料中使用的任何转基因材料的透明度(数量超过 1%)，以支持零售商和消费者知
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饲料成分原产地的生态破坏情况值得关注。因此，本标准要求生产商向相关的所有提供作物暂
停禁令内原料的饲料生产商索求饵料来源地，包括巴西大豆收购禁令。作为暂行措施，禁令的目的
旨在保护特定的地理区域。展望未来，本标准旨在要求饲料生产商使用经 ISEAL 成员认证的大豆
或棕榈油。由于这些方案近期刚刚启动，需要构建五年窗口期来达成以上要求。

48

值得指出，政策应指明植物原料组分，或者由植物生产出的产品，遵照巴西大豆禁令，禁止进口原产地为亚马逊生态区的原料。

49

转基因：指其他物种的 DNA 插入来修饰目标物种的基因结构，其新基因的移植嵌入将新的性状遗传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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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4.5 废弃物管理/污染控制
指标

要求

4.5.1 证明养殖地点的非生物废弃物(包括网具线)已妥
善弃置或循环再利用

是

4.5.2 合理贮藏或者处理生物垃圾的证明

是

4.5.3 合理贮藏或者处理化学和碳氢化合物垃圾的证明

是

4.5.4 养殖作业产生的化学药品/碳氢化合物的防溢处理和
响应机制

是

4.5.5 对于在陆地上清洗渔网的养殖场来说，有证据表
明净网清洗场所具备污水处理措施50

是

基本原理 - 渔民养殖户应该做好废物处置和防止有害化学品和碳氢化合物的漏损。养殖作业应
该有足够的防止措施和适当的响应机制。同时养殖场员工应该接受必要培训，了解如何正确处
理废弃物，防止和管理化学和碳氢化合物的漏损。
这些指标旨在确保所有养殖场产生的生物和非生物废弃物都得到回收，重复利用或是经过
适当处理不会危害周边社区。养殖场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例如：养殖场场地远近或是条件可行
的处理方式）选择不同的方式处理废弃。

50

如果养殖场使用的是经过铜处理的渔网，那么处理过程中必须有适当的技术来收集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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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4.6

养殖场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指标

要求

4.6.1 提供能源使用评估来核实养殖场能源实际消耗情况
和整个生产周期能源消耗参见附录 3)

2 年内开展初次审计（单位为千焦耳/mt
鱼/生产周期）

4.6.2 记录养殖场温室气体（GHG 51) 排放量52和温室气
体排放年度评估证明（参见附录 3）

满足，需两年内开展第一次审计

4.6.3 上一轮生产周期所用饲料的温室气体53排放文件证
明（参见附录 3）
4.6.4 旨在减少每个生产单位的温室气体的策略计划文件
（单位是千焦耳/mt 鱼的单位生物量变化）

满足，需三年内开展第一次审计

满足，需三年内开展第一次审计

基本原理 - 气候变化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今后面对的最大环境挑战。因而食品生产中的能源
消耗成为公众关注重点。ASC 认可使用高效可持续能源的重要性。因此，这些指标要求渔业生
产中能源消耗需要持续监测，养殖户应该不断提升能源效率并减少能源排放，尤其针对受到
（政府）限制或碳基（的能源）.这个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将帮助 ASC 在将来设置更有意义的和量
化的能源使用标准。对于生产者能源评估是一个新领域。通过要求养殖场做评估更有可能提升
他们对能源的关注意识。同时也能帮助在将来设定温室气体（GHG）允许排放最大值。

以下标准术语采用如下定义：根据京都协议书，温室气体 GHGs 包括六种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二氮，氢氟烃，全氟代烃类和六
氟化硫。
51

52

温室气体排放记录需要采用附录 2 的认证办法、标准和记录方式。

53

饲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基于养殖出的鱼体体重相比于原材料组分的平均值，而不是对每一个产品生产周期温室气体使用都有相关
文档链接。饲料生产商有责任计算每单位饵料产生的温室气体的体积。养殖场也应该参考他们在上一轮养殖周期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体积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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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5：生态负责地做好病害寄生虫管理
海水鱼养殖场中的鱼类健康管理存在 3 个主要机制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害虫寄生虫在
养殖场增殖繁衍可能会加速扩散到野生鱼类身上；使用预防药/抗生素或者滥用其他治疗药品可
能引起病害虫产生抗性；一些治疗药物的使用可能会污染养殖场排水。

准则 5.1

鱼类健康管理
指标

要求

5.1.1.

具备对病害和寄生虫鉴别、监测和防控的鱼类
健康管理方案 (FHMP)54

是

5.1.2

养殖场能够保持鱼类健康管理数据记录系
统

是

基本原理 - 鱼类养殖会增加水产动物疾病传播到野生环境的风险。海水鱼生产者自然希望改进
鱼类健康，毕竟这直接关联到养殖鱼的经济效益。海水鱼生产者不一定要创新出新方法来改良
鱼体健康，只要控制病害使之不影响野生种群即可。
养殖鱼容易受到大量疾病侵害，因而这容易使得疾病进一步扩大传播。这对邻近生态系统
的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健康造成威胁。最优的解决方法之一是从疾病爆发初期就减少/消减疾
病。以上要求旨在确保养殖场通过综合性健康管理方案和即时数据更新系统做到具备前瞻主动
的健康管理体系。

54

鱼类健康管理方案（FHMP）至少包含以下元素：1)列出该地区（潜在的）疾病/寄生虫清单，以及这些疾病/寄生虫进入
（潜在的）养殖场的方式,2)确认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疾病传染养殖场的风险或当疾病已经进入养殖场后，如何减少疾病传
播的措施,3)标准操作规程和培训员工如何执行第 2)条项下确认的措施；4)每年或当疾病/寄生虫事件发生后，对 FHMP 的监
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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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5.2

化学药品及其使用
指标

要求

5.2.1 投用当地法律禁止的治疗药物或是世界健康组织名
单（WHO）上对人体危害极大的药物55

不允许

5.2.2 预防性投用抗菌药物

不允许

5.2.3 养殖场需要提供的文件资料包括：最近的生产周
期内使用的所有化学品56和治疗性药物，使用量（每千克鱼
的产出所用到的量），投用日期，所投用的鱼种以及被治
疗的病害类别，接种证明和所有已知的疾病及病原体。
5.2.4 养殖场抗寄生虫的药物允许投用量，不包括使
用淡水和过氧化氢

5.2.5 近期的生产周期中投用抗生素的疗程数57

是

无

≤3

基本原理- 某些治疗性药物的投用可能会使人体对某些抗生素产生抗性，也可能对水生环境造
成破坏，包括水体质量和水体动植物群系。因此需要有一个全面的鱼类健康管理计划去跟踪抽
样鱼类死亡情况，同时跟踪药物接种情况或其他专家认可方案的效果。考虑到环境监测和产品
追溯性，所有的化学药物治疗必须完整记录，接受审计人员查阅。
抗生素的使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不应该影响用于人体治疗的药物治疗效
果。本标准的要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相一致。本标准给具备认证资格的养殖场的抗生素疗
程使用设定了最大数量限度，给管理良好的养殖场设定合理的数量限度，同时将不遵守抗生素
使用指南的养殖场排除在外。除此之外，ASC 坚持认为不应该使用会影响人体健康产生的抗
菌药物。这些要求也旨在给水产动物医生重视关键抗菌药物在动物蛋白生产上的使用，重视起
药物对公众健康可能产生的抗药性威胁。

参考自世卫组织《人体医学关键微生物》，2016 年第 5 版。http://www.who.int/foodsafety/areas_work/antimicrobial-resistance/cia/en/
用于治疗鱼病的化学药物
57
一次疗程是指针对特定疾病的进行单次药物治疗，这通常会持续若干天。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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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5.3

养殖鱼类的存活
指标

要求

5.3.1 以负责任的方式清除和处理所有死鱼
5.3.2 死亡分类

是
记录和分类所有死鱼

5.3.3 当鱼类无法解释的死亡率超过 0.5％/天时，样品交给
兽医或指定的鱼类健康专家分析

是

5.3.4 具备证据证明渔场降低养殖鱼特定死亡率的方案，包
括确定年度目标来降低死亡率和无法解释的死亡率

是

基本原理 - 养殖场必须保存所有死亡率和死因的详细记录。 该标准要求的死鱼分析对于提供新出
现疾病预警至关重要。 重复的高死亡率或高未经解释死亡率可能说明管理不善或选址不佳。 这些
要求侧重于病毒性疾病和未知的死因，因为它们对野生鱼类种群和相邻养殖场带来更大的潜在风
险。 养殖场必须能够表明他们正在严肃对待降低养殖鱼死亡率的工作，包括跟踪疾病和执行一个
减少疾病和死亡的具体计划。

第 29 页 共 48 页

原则 6：通过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发展和运作养殖场
原则 6 旨在解决养殖发展和经营带来的潜在负面社会影响，包括劳工问题。

准则 6.1

组织工会与集体谈判的自由58
指标

要求

6.1.1 工人有接触工会的机会（如果存在的话），并能在
没有管理的干预下选择自己的工会代表的证据

是

6.1.2

工人可以自由成立的组织（包括工会），并能倡导
和保护他们权利的证据

是

6.1.3

工人拥有自由并能够为他们的权利进行集体谈判的
证据

是

基本原理 - 拥有结社和集体谈判的自由是工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工资和其
他工作条件等问题上进行集体谈判。 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工
作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核心原则之一。该宣言于 1998 年在第 86 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并已被
国际劳工组织绝大多数国家（183 个成员国）批准。

准则 6.2

童工
指标

要求

6.2.1

儿童59劳工60使用的次数

零

6.2.2

青年工人61受到保护62的概率

100%

基本原理 - 有效废除童工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核心原则之一。遵守
本节所列的童工定义和准则表明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公约承认的儿童和青年工人保护的关键
58

集体谈判:雇主和工人组织之间的自愿谈判，目的是通过集体(书面)协议建立雇佣条款和条件

儿童：但凡年龄在 15 岁以下，然而如果一个地区的最低年龄法规定中有较高的工作或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则选用较高的年龄。 如果国
家允许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的发展中国家例外情况出现，最低年龄可能为 14 岁。
59

60

童工：任何年龄小于“儿童”定义规定年龄的人参与工作。

61

青年工人：任何年龄在“儿童”以上 18 岁以下的工作人员

受保护：15 岁至 18 岁的工人不会受到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威胁; 工作时间不得干扰他们的教育和日常交通运输时间和上学时间，工作时间不
得超过 10 小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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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儿童因身体素质，知识和经验受到固有年龄限制，特别容易遭受经济剥削。儿童和青少年
需要足够的时间受教育，发展和玩耍。因此，他们不应该工作或暴露在对他们身体或精神健康有
危害的工作条件下63,64 。为此，与构成童工有关的要求将保障符合这些要求的养殖场儿童和青年
工人的利益。

准则 6.3

强制性、抵债性和义务性劳动
指标

6.3.1

要求

强制性65、抵债性66和义务性劳动发生的次数

没有

基本原理 - 强制劳动，如奴隶制，债役和贩运人口，是世界许多行业和地区重点关注的问题。 消除
一切形式的强迫或义务劳动是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核心原则之一。确保工人
合同明确阐明并被工人理解对确定劳动力不是强制性至关重要。工作人员无法自由离开工作场所和
（/或）雇主扣留工人的原始身份证明文件等证明该雇佣关系可能不是自愿的。遵守这些政策表明水
产养殖业不使用强制性、抵债性和义务性劳动力。

准则 6.4

歧视67
指标

要求

6.4.1 存在全面68 和积极的反歧视政策，程序和实践的证
据

是

6.4.2 歧视发生的次数

零

基本原理 -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是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核心原则之一。根
据一定特征（如性别或种族）对工人的不平等待遇违反了工人的人权。此外，在工作环境中普遍
存在的歧视可能会对总体贫困和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歧视在许多工作环境中均有发生，
并存在许多形式。一种常见的形式是对女性工人的歧视。
为了确保在符合这一要求的鲆鲽鱼类鱼养殖场不发生歧视，雇主必须通过反歧视政策、同工
同酬的政策，并拥有明确程序提出，归档及有效回应歧视投诉的方法表现出对正义平等的承诺。
包括工人证词在内的遵守政策和程序的证据将表明对歧视最大限度的降低。允许“正面”歧视（即
保护特定工人群体的权利和健康的特殊待遇，或为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机会），并且
63

危害: 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害身体健康的潜在威胁（例如，不能安全地处理重型机械，并且在无保护条件下接触有害化学物质）。
危险工作：根据其性质或其进行情况，可能会损害工人的健康，安全或道德（例如，与人体型大小不相称的重物，操作重型机械，接
触有毒化学物质）。
65
强迫(强制)劳动：在受到惩罚威胁的情况下，从任何人那里抽取的所有工作或服务，而这些工作或服务是某人没有自愿提供的，或者
是作为偿还债务而被要求提供的。“罚款”可能包括货币制裁、体罚、丧失权利和特权或限制行动(例如扣留身份证件)。
66
抵债劳动：指雇主或债权人强迫某人工作，以偿还贷款机构的债务。
67
歧视：任何具有消除或损害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性质的区分，排斥或偏好。不是每个区分，排斥或偏好均构成歧视。例如，基于优
点或表现的加薪或奖金本身不是歧视性的。在一些国家有利于某些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的积极歧视可能是合法的。
68
雇主应有反歧视书面政策，规定公司不从事或支持基于种族，种姓，民族血统，宗教，残疾状况，性别，性取向，工会会员，政治归
属，年龄或任何可能引起歧视的其他情况的招聘，报酬，培训，晋升，解雇或退休等。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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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受到诸如孕产妇和平权行动有关法律的要求。

准则 6.5

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
指标

要求
100%

6.5.1

每年健康和安全操作，程序69和政策方面接受过培
训的工人的百分比

6.5.2

工人有效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的证明

是

6.5.3

进行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并采取预防措施的证
据

是

6.5.4

是所有与健康和安全有关的事故和违规行为都被
记录在案，并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证据

是

6.5.5

是国家法律不涵盖的与工作有关的事故或伤害中
100％的工作成本的雇主责任和（/或）保险证明
（事故或伤害）的证据

是

证明所有潜水作业都是经过认证的潜水员进行的70

是

6.5.6

基本原理 - 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对于保护工人免受伤害至关重要。负责任的水产养殖业务对尽量
降低这些风险至关重要。工人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意外和受伤造成的危险。一致、有效和定
期地给工作人员做健康和安全实践培训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当事故、伤害或违反规定发生
时，公司必须记录并采取纠正措施以确定事件的根本原因，纠正并采取措施，以防止将来发生类
似事件。这涉及到违规行为和长期的健康和安全风险。最后，虽然许多国家法律要求雇主承担与
工作有关的事故和伤害的责任，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求这一点，并且不是所有的工人（在某些
情况下，移民和其他工人）都将受到这种法律的限制。当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时，雇主必须证
明，当与工作有关的事故或伤害发生时，雇主必须证明他们能够承担 100％的工人花销。

准则 6.6

工资
指标

6.6.1

要求

71

基本工资
（不包括加班和奖金）低于最低工资
72
的工人比例

69

零

健康和安全培训应包括应急程序和实践方法。
雇主保存养殖场潜水作业的记录和所有相关人员的名单。如果雇佣了外部服务提供者，该提供者必须向审核人员提供符合所有相关标准的
声明。所有的潜水作业都用潜水电脑记录，并以电子方式保存记录。雇主须确保在所有潜水过程中，均有安全潜水员或潜水伙伴在场。雇主
为每名潜水作业人员备存潜水证书的证明(例如证书副本)。潜水员应通过认可的国家或国际潜水员认证组织进行认证。潜水员每年都要接受
体检，以确定他们是否适合潜水，并每三年通过 x 光检查臀部、肩膀和胸部。
71
基本工资：一个标准工作周（不超过 48 小时）的工资
72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定最低工资，基本工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的最低工资标准。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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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证明雇主正在努力支付基本需求工资73

是

6.6.3

证明工资制定和分发的透明度74

是

基本原理 - 工资和制定工资的过程是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些要求
下强调工人基本工资符合法定最低工资的重要性，并以便利的方式提供给工人是十分必要的。不
幸的是，许多国家的最低工资并不总是涵盖工人的基本需要。受到不公平和不充分补偿的工人可
能遭受持续贫困的生活。因此，雇主对社会负责地支付或努力支付基本需求工资是十分重要的。
基本需求工资的计算可能很复杂，雇主在评估什么是基本需求工资时，非常有必要向工人，工人
代表和其他可靠来源咨询。
受认证养殖场还应通过建立和分享清晰透明的工资制定机制和解决与工资有关的投诉以及回
应的冲突解决政策75来表现出对公平和平等工资的承诺。通过明确和透明的方式概述这些政策将
赋予工人有效谈判公正和平等的至少满足基本需要工资。

准则 6.7

包括分包的（劳工）合同
指标

要求

6.7.1

合同工人的比例76

100%

6.7.2

确保其供应商和承包商遵守社会责任政策的证据

是

基本原理 - 公平的承包对于确保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透明度以及就业关系的公平性至关重要。短
期和临时合同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用于避免支付利益或拒绝其他权利。公司还应制定政策和
相关机制，确保与其他公司签订具体服务（例如潜水员，清洁工或维护工人）的工人以及向他
们提供主要投入或物资的公司具有对社会负责的做法和政策。

准则 6.8

解决冲突
指标

要求

6.8.1

工人获得有效、公平和有效的机密申诉程序证据

存在

6.8.2

申诉解决77 在 90 天时间内完成的百分比

100%

73

基本需求工资：涵盖个人或家庭基本需求的工资，包括住房，食品和运输。这个概念不同于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是由法律规定的，可能包
或不包括工人的基本需要。
74
以方便的方式向工人付款。
75
参见准则 6.8
76
仅劳工合同关系或假学徒制计划是不能接受的。 这包括剥夺应计利益或公平报酬的循环/连续劳动合同。虚假学徒计划：按照学徒制条件
雇用工人的做法，但不规定学徒条款或合约下的工资。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少付工资，避免法律义务或雇用未成年工人，这是一种“假”学徒
制。仅劳动合同安排：雇用工人而不建立正式雇佣关系的做法，以避免支付正常工资或提供法律上所需的福利，如健康和安全保护。
77
解决：通过公司的申诉流程承认并接受申诉，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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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 - 公司必须制定明确的冲突解决政策，以保密的方式呈现、处理和解决工人的不满。工
人应熟悉政策及其有效使用。 这样的政策对跟踪冲突和投诉以及回应冲突和投诉是必要的。

准则 6.9

纪律实践
指标

要求

6.9.1

过度或滥用纪律处分的行为

6.9.2

履行纪律处分行动政策来使工人得以提升78

不存在
存在

基本原理 - 工作场所纪律的存在理由是纠正不正当行为，并维持有效的工人行为和表现。但是，
虐待行为将违反劳动者的人权。纪律做法的重点应始终在于提高工人。罚款或基本工资扣除作为
惩戒劳动力的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受认证养殖场绝不应采取威胁、侮辱或惩罚的纪律处分，这对
工人的身心健康79 和尊严将产生不利影响。

准则 6.10

工作时间和加班
指标

6.10.1
6.10.2

要求

发生违反或滥用工作时间80 和加班法律
加班是有限的，自愿的81 ，以溢价率支付，并仅限
于特殊情况

不存在
是

基本原理 - 滥用加班工作时间是许多行业和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 过分加班的工人在工作与生活
平衡方面可能会承担后果，并且与疲劳相关的事故率更高。 按照更好的做法，受认证养殖场的工
作人员可以在规定的准则范围内超出正常工作周地工作时间，但必须按照保险费82率进行补偿。
休假、工作时间和补偿标准的要求应减少加班的影响。

78

如果要求采取纪律处分，应采取逐步口头和书面警告。其目标始终是提高工人; 解雇是最后的手段。明确说明奖金，激励，获得培训和晋
升的政策并被工人理解，此政策不得任意使用。罚款或基本工资扣除作为纪律处分是不可接受的。
79
精神虐待：以蓄意使用权力为特征，包括口头暴力、孤立、性骚扰或种族骚扰，恐吓或武力威胁。
80
如果当地的工作时间和加班立法超过国际公认的建议（48 个常规小时，12 小时加班），将采用国际标准。
81
如果以前在集体谈判协议上达成一致，则允许义务加班。
82
保险费率:高于正常工作周的工资率。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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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6.11

养殖厂员工的生活条件
指标

要求

6.11.1

养殖场的工人可以享受清洁、卫生、安全舒适的生
活条件

是

6.11.2

为男女生活设有独立的卫生厕所设施（除少于 10
名员工的工作场所或已婚夫妇的工作和居住场所
外）

是

基本原理 - 保护居住或生活在养殖场财产上的工人是雇主责任的组成部分。养殖场必须提供清
洁、安全和卫生的住房，以获得清洁的水和营养的膳食。住宿设施必须满足那些可能受到性骚扰
或隐私骚扰的人的需求（大体上但不限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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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7：做一名合格的邻居和有责任心的沿海居民
原则 7 旨在关注与鲽鱼生产相关的任何更广泛的养殖场外的潜在社会影响，包括与当地社区的
互动。

准则 7.1

社区参与和有效的解决冲突
指标

要求

7.1.1

经常和真正意义上的83咨询以及与社区代表和组织
的接触的证据

存在

7.1.2

存在有效的84政策和机制以及处理和解决社区利益
相关者和组织投诉的证据

是

7.1.3

对于新养殖场来说 ，存在与周围社区接触和并咨
询有关养殖场潜在社会影响的证据

85

是

基本原理 - 养殖场必须响应周边社区出现的人们的担心以及与养殖场整体运营有关的担忧。特
别是在当地社区必须进行适当的协商，以便通过开放和透明的谈判来适当地确认、避免、最小
化和（/或）降低风险、影响和潜在的冲突。社区有机会成为评估过程的一部分（例如，将他们
纳入任何社会投资和公司对邻近社区的贡献的讨论）。
与社区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渠道很重要。与社区代表进行定期协商，处理投诉的透明程序是
此次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负面影响可能永远不可避免。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必须是公
开、公平和透明的，必须展现尽职调查。公司应与邻近社区分享有关任何潜在健康和安全风险
或资源获取变化的相关信息。

83

定期和真正意义上的：会议应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并邀请受影响社区的当选居民代表。会议议程应由社区代表确定。参与式社会影
响评估方法可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84
85

有效性：为了表明机制有效，可以提出投诉决议的证据。

“新养殖场”被定义为在《ASC 比目标准》发布之后完成施工水产养殖业务，或在标准出版后经历重大业务扩展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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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8：鱼苗和鱼卵的供应商要求
寻求认证的养殖场必须拥有所有鱼苗和鱼卵供应商的文件，以证明符合以下要求。 这些要求通常
是原则 1 至 7 中要求的一小部分，重点是与生产阶段最相关的这些影响。

指标
8.1

要求

有关机构签发的文件说明土地和水的使用、
污水管理和使用处理符合地方和国家部门要
求的证据

存在

8.2

从《ASC 鲆鲽类标准》公布之日起，外来
物种的引入，（除非孵化场/鱼苗设施是封
闭的生产系统）86

8.3

国家保护区的选址津贴87

8.4

证明鱼卵和鱼苗生产者必须具有等同于育苗
设施的或更好的健康状况，而且必须遵守关
于疾病管理的所有国家和地方（管辖）指导

是

8.5

向养殖场披露所有化学和抗生素处理鱼卵和
鱼苗的证据，包括其使用原因和使用量

存在

8.6

使用根据欧盟法律禁止或被世界卫生组织列
为对人类药物至关重要的治疗性治疗，包括
抗生素或其他治疗方法90

不允许

8.7

实施鱼类健康管理计划，并与指定兽医或鱼
类健康专家建议保持一致

是

8.8

公司层面的政策和程序的证据表明公司对原
则 6 中描述的所有国际劳工组织涉及的劳工
问题（共 8 个）做出正义平等的承诺

是

8.9

禁止发生
不存在88 89

与周边社区定期沟通、参与和协商的证据

86

存在

封闭的生产系统被定义为具有再循环水的设施，其通过有效的物理屏障与野生水生介质分离保持良好状态，以确保不会逸出可能存活
并随后再生的生物材料。
87
保护区是“被承认、管理和专门划定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实现长期自然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保护”。资
料来源：Dudley，N（编辑 ）（2008），“保护区管理类别应用指南”, Gland, Switzerland: IUCN. X + 86pp.
88
在保护区分类里，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或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分出一个例外，作为第五类或第六类。这些是主要为其景观保留的地
区，或包括可持续资源管理的领域。详情请见：http://www.iucn.org/about/work/programmes/pa/pa_products/wcpa_categories/ .
89
当养殖场已经存在于某地点时，也就是在保护区内的养殖场里，也可以存在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养殖场必须表明其运作符合新保护区
的目标，并符合养殖场指定的有关条件。
90
详情请见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antimicrobials-third/en.（该网页暂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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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鱼卵和鱼苗的生产可能会涉及一些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育苗场所。这 9 个要求集
中在这个生产阶段的首要问题上。这些问题包括确保设施符合当地法规，适当选址，外来物种引
进，健康和生物安全管理，疾病治疗，尊重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要求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邻居。
寻求认证的育苗设施将需要与其鱼苗和/或鱼卵供应商一起收集表明符合这些要求的必要文
件。审核员不得访问鱼苗或鱼卵生产设施。 为满足这些要求，鱼苗被定义为重量小于 10 克的仔稚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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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
2.3.1 条要求养殖场证明已进行了以生物多样性为重点的环境影响评估。
评估应包括本养殖场可能合理影响的栖息地和物种。例如，养殖场附近的海草草甸可能受到来自
养殖场的有机负荷的影响。
评估应包括：
1. 确定邻近重要、敏感或受保护的栖息地和物种：
a. 包括农场周围海洋环境中的关键野生物种；
b. 必须特变关注：
i.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脆弱、濒危和/或极度濒危物
种，或
ii. 国家濒危物种名录
iii. 已被确定的高保护价值区（ HCVAs）；
iv. 已确定为重要的保育/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区
c. 在受鲆鲽类养殖场影响的区域内的，具高经济价值的非濒危的敏感品种（例如龙虾
或章鱼）；
d. 必须特别注意距 AZE 向外 500 米以内的海草床，因为农场不允许距海草草甸 500
米以内。
2. 确定并阐述农场对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重点关注这些栖息地或物种；
3. 描述农场正在实施的策略和当前及未来的计划，以消除或尽量减少任何已确定的由农场产
生的影响，并监测这些计划和策略的结果。
(如影响评估所界定)曾由农场所引起的对脆弱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有可能及有效地进行修复的地
方：恢复工作将或已经通过直接的农场恢复或通过农场以外的补偿办法，使大量的栖息地得以修
复。对历史损失实施“溯往原则”(Grandfathering)是允许的。

报告
影响评价报告需要用英文撰写，并通过认证机构的例行的公开评估审核文件流程在 ASC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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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饵料鱼依赖比重的计算
饵料鱼依赖比重（FFDR）是每单位产出的养殖鱼所投入的野生鱼数量。它可以基于鱼粉（FM）
和鱼油（FO）计算得出。野生饵料鱼资源的鱼粉依赖比重（FFDR FM）和鱼油依赖比重（FFDR
FO）计算公式如下所示。取两者中较高的数值记录到本标准内。公式计算的是单个养殖场对野生
饵料鱼资源的依赖程度，数学概率上事件独立于其他养殖场。

FFDR FM = % 源自饵料鱼渔业的鱼粉量 (e FCR)
24
FFDR FO = % 源自饵料鱼渔业的鱼粉量 (e FCR)
5.0 or 7.0, 依不同鱼种来源而异
其中:
1. 经济饵料转化率(eFCR)指生产每单位数量渔获所用的饵料单位数量
eFCR = 饵料, kg or mt
养殖净产出, kg or mt (湿重)
2.

鱼粉鱼油的百分比不包括源自渔业副产物91的鱼粉鱼油。只有直接由中上层渔业渔获（例如:秘
鲁鳀鱼）生产出的鱼粉鱼油和取自渔获可被直接分解处理的渔业（例如磷虾和蓝鳕鱼）的数据才
能归入 FFDR 的计算。取自渔获副产物（例如：渔获边角料和碎屑）的鱼粉鱼油不应被列入
FFDR 计算。这是因为 FFDR 旨在计算对野生渔业的直接依赖率。

3. 饵料中鱼粉的含量由鱼的鲜重和 24%92 的产出比来倒推计算。这个产出比是假定的平均值。
4. 饵料中鱼油含量由鱼的鲜重和如下组别产出比来倒推计算：
a. A 组：源自秘鲁、智利和墨西哥湾的鱼油，产出比为 5%
b. B 组：源自北大西洋地区（丹麦、挪威、冰岛和英国）的鱼油，产出比为 7%
若鱼油来自上述未提到的其他地区并且文件记录的产出比不超过 6%，则归为 A 组类别；若文件记
录的产出比超过 6%，则归为 B 组。
5.

FFDR 计算公式是针对个体体重不超过 200g 处于生长期的仔稚鱼。若仔稚鱼个体已处于体重超
过 200g 的生命阶段，则 FFDR 的计算将基于用于饵料生产里所有体重超过 200g 的仔稚鱼。若
需要，仔稚鱼生长区的数据应该由仔稚鱼供应商收集提供。

91

渔获边角料这里指人类对渔获的消费过程中遗留的剩余副产物，同时也指由于质量不符合人类消费需求无法被人类消费使用的整鱼。渔
获边角料使用限制请参见标准 4.3.3.
鱼粉 产出和 鱼油产 出的参 考来源 ：Péron, G., et al. 2010. Where do fishmeal and fish oil products come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conversion ratios in the global fishmeal industry. Marine Policy, doi:10.1016/j.marpol.2010.01.027.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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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能源记录和评估
分类
A. 能源使用评估和养殖作业产生的温室气体
B. 饲养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

附录 3A. 能源使用评估和养殖作业产生的温室气体
ASC 鼓励企业将能源使用评估和温室气体作为其政策制定的考虑要素和董事会议程内容。但是
做好运营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的评估这个要求仅限于正在申请资质认证的养殖场。
评估标准需要按照《温室气体企业协议标准》或是《ISO 14064-1》(参考如下)。这些标准为国
际广泛接受，内容上很大程度也是一致的。两者规范等级足够高，并允许企业根据自身运行需求来
灵活选择计算排放的最好方式。
如果企业想要超出该要求对整个企业开展评估，则整套协议方案都是适用的。如果只在认证点
开展评估，则养殖场需要遵循《温室气体企业协议标准》或是《ISO 14064-1》的如下要求：
-

解释原则的相关性、完整性、透明度、连续性和准确性
设置操作界限
定期追踪排放
汇报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关于操作界限，养殖场需要有如下评估内容：
 排放源类型 1：排放来源直接归养殖场所有或者控制使用。
如果养殖场有一架柴油发动机，则这属于排放源类型 1，因为柴油发动机是气体排放
源，归养殖场所有。
 排放源类型 2：源自购买所需的电力，热力或者冷却产生的排放。
量化排放信息可以通过计算一个排放因子（例如 二氧化碳/千瓦时）不同的活动数据（例如：柴油
用量或者消耗功率）获得。对于非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则需要乘以全球升温潜能值（GWP）把非
二氧化碳气体转化为等价的二氧化碳数值。
无论是 GHG 协议还是 ISO 都不需要具体的方法来量化排放，因此 ASC 提供了以下关于排放
量化的附加信息：
-

-

养殖场需要明确记录其作业涉及的排放因素以及这些排放因素的来源。值得推荐的排放因子
包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或者由国家政府部门（比如美国环境保护
署）提供的推荐排放因子。企业应该调查所有可用排放因子并从中挑选最切合其实际情况的
因子，如实汇报挑选结果。
养殖场应该明确记录其使用的温室气体以及这些温室气体的来源。值得推荐的排放来源包括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版评估报告，基于京都协议书和相关政策
第 41 页 共 44 页

和近期的相关评估报告。
参考文件（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








www.emissionfactors.com
GHG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 Website:
http://www.ghgprotocol.org/Standards/corporate-Standard
GHG Protocol Corporate Standard Document:
http://www.ghgprotocol.org/files/ghgp/public/ghg-protocol-revised.pdf
ISO 14064-1 available for download (with fee) at
http://www.iso.org/iso/catalogue_detail?csnumber=38381
Some information on ISO 14064-1 is at
http://www.iso.org/iso/pressrelease.htm?refid=Ref994
IPCC 2nd Assessment Report: http://www.ipcc.ch/pdf/climate-changes-1995/ipcc-2ndassessment/2nd-assessment-en.pdf
All IPCC Assessment Reports: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publications_and_data_reports.shtml#1

附录 3B. 饲养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
本标准要求待认证的育苗场提供其在上一个生产周期饲料使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结果。
该计算是将每单元饵料产生的温室气体（由）乘以饵料使用总量。
饲料生产商有责任提供每单元饲料所产生温室气体量这部分数据。饲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通过
平均原材料组分数量转化成每单元的鱼体体重量计算得出，这就避免了直接选用文件记录的单个产
品在一个生产周期产生的温室气体数据(避免所选用的数据误差大)。
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原材料（植物原材料和海洋原材料）的生长、收获、加工和
到饲料加工厂的运输加工过程。研究范围可以不包括微生物和痕量元素。同时需要明确有关渔获副
产品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配计算办法。
根据如下研究方法研究温室气体排放：
1. 一个“摇篮到大门”周期周期研究评估，按照《温室气体产品生产标准》将上游投入和饲料
生产加工考虑在内；
2. 遵照 ISO 14040 和 14044 要求进行生命周期研究评估
满足以下条件的饲料生产商建议选择第一种评估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的前三阶段都应包含，包括材料获取和加工，生产和产品分配储存等（所有生产
链上游的过程和饲料加工过程本身）。
满足 ISO 14040 和 14044 要求的加工商建议选择生命周期评估法：
1. 饲料加工商可以遵循 ISO 生命周期评估方法或者温室气体产品生产标准协议的任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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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选择哪种评估方法，饲料加工商都需要包含如下评估内容：




排放类型 1：排放源直接归养殖场所有/控制；
排放类型 2：排放来自生产所采购的电力、热力或冷却；
排放类型 3：排放来自上游投入和其他间接排放源，例如采购原料的提取生产过程。

排放量的计算是把排放因子（例如 二氧化碳/千瓦时）乘以活动数据（例如燃料用量或是其消耗的
千瓦时）。对于非二氧化碳气体，则需要乘以全球增温潜能值（GWP）将非二氧化碳气体转化成
等价于相应二氧化碳的数值。ASC 对排放计算提供如下的附加信息：
-

-

养殖场需明确记录养殖作业涉及的排放因子和相应排放源。值得推荐的信息源包括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由国家政府部门（如美国环境保护属）提供的排放因子
参考。企业应该调查所有排放因子，选择最契合其实际情况的排放因子如实汇报。
养殖场应明确记录计算所用的全球增温潜增值（GWP）以及该数据来源。值得推荐的数
据源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版评估报告，京都协议书、相关政策
或是其他近期的评估报告。

参考文献:
-

www.emissionfactors.com

-

GHG Product Standard: http://www.ghgprotocol.org/files/ghgp/public/ghg-protocolproduct-standard-draft-november-20101.pdf

-

Scope 3 Standard: http://www.ghgprotocol.org/files/ghgp/GHG%20Protocol%20%20Scope%203%20Standard%20-%20Stakeholder%20Comments%20%20November%202010.xlsx

-

ISO 14044 available for download (with fee) at:
http://www.iso.org/iso/iso_catalogue/catalogue_tc/catalogue_detail.htm?csnumber=3849
8
Some information on ISO 14064-1 is at:
http://www.iso.org/iso/pressrelease.htm?refid=Ref994
IPCC 2nd Assessment Report: http://www.ipcc.ch/pdf/climate-changes-1995/ipcc-2ndassessment/2nd-assessment-en.pdf
All IPCC Assessment Reports: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publications_and_data_reports.shtm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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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标准适用的物种范围
下列品种属于本标准的范围:
Paralichthys olivaceus
Paralichthys americanus
Paralichthys lethostigma
Scophthalmus maximus
Hippoglossus hippoglossus

Olive Flounder
Winter Flounder
Southern Flounder
Turbot
Atlantic Hali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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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牙鲆
美洲拟鲽
漠斑牙鲆
大菱鲆
大西洋庸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