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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在 3 月 1 日，ASC 将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ASC养殖场标准公众咨询。

什么即将发生？

• 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何时发生？

• 整份养殖场标准（鱼类福利除外）:

• 原则 1: 合法及有效的商业管理

• 原则 2: 环境可持续性

• 原则 3: 社会责任

涵盖哪些主题?

• ASC 致力于制定“最佳实践”标准和保证项目开发。 我们非常自豪能成为 ISEAL 会员。

为何进行公众咨询？



ASC的宗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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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拟议的 ASC养殖场标准是否按照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解决了水产养殖的关键可持续性问题

获取有关 ASC养殖场标准范围的反馈

评估拟议指标/准则语言措辞的认可性

就开发中领域的方向征求意见和补充信息

深入了解所有生产系统、区域、物种和养殖场规模的适用性和一致性

深入了解指标是否可实施/可审核

建立意识让相关人员理解此规范对之前 11 个物种标准进行了合并及替代

提供机会与目标利益相关者进一步接触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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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
ASC养殖场标准将取代现行的十一个物种标准。 规范这些标准将使 ASC的意向更

清晰，对行业的要求更一致。

效益与效率
应用一套一致的指标可减少审核过程中的可变性和主观性。 单一的 ASC养殖场标准

还可进行更有效的标准修订，这使得添加新物种、区域或生产系统的速度更快。

相关性 更轻松地对所有物种和生产系统进行修订，使标准随着时间推移也保持相关性。

影响 一致、相关和高效的ASC养殖场标准，可更有效地追踪养殖场和景观尺度的影响。



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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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介绍视频

并了解项目概况

深入了解 ASC养殖场标准

或专注于您感兴趣的主题

您有什么意见？

在此注册并参与实时反

馈网络研讨会

在此填写我们的调查表

在您的社交网络

分享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您当地的 ASC 团队

https://www.asc-aqua.org/programme-improvements/aligned-standard/
https://www.asc-aqua.org/asc-farm-standard-public-consultation-feedback-sessions/
https://survey.asc-aqua.org/319652
https://www.asc-aqua.org/programme-improvements/aligned-standard/#public-consultation-v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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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我们承诺保持透明化，因此我们将公开咨询反馈的内容，包括发布在ASC 网站上。

ASC 将发布提交反馈的人员名单（仅限姓名和所属机构），但不会对个人意见进

行归因。没有任何个人数据会将特定回复与反馈者连接起来。

修订 ASC养殖场标准草案将依据收到的反馈进行修订。

最终咨询
修订版本将于 2022 年 9 月/10 月进行最后一轮公众咨询，并于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3 月试行。

发布 一经ASC 董事会批准，ASC养殖场标准将于 2023 年底发布。



开发时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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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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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标准比较工具

Link

常见问题

Link

关键材料翻译版本

Link

西班牙文

越南文

中文

日文

德文

法文

https://www.asc-aqua.org/programme-improvements/aligned-standard/asc-farm-standards-comparison-tool/
https://www.asc-aqua.org/programme-improvements/aligned-standard/#public-consultation-v
https://www.asc-aqua.org/programme-improvements/aligned-standard/#public-consultation-v


ASC养殖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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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附件三个原则

原则1: 合法及有效的商业管理

原则 2: 环境

原则 3: 社区

• 物种表现水平1

• 数据记录和提交2

• 风险管理框架3

• 劳工要求4

• 首字母缩写词和定义列表5

• 土壤渗透性6

• 铜的采样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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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养殖场标准范围 (1)

鲍鱼

双壳贝类

鲆鲽类

淡水鳟鱼

鲶鱼

鲑鱼

鲈鱼、鲷鱼和白姑鱼

鰤鱼和军曹鱼

虾类

罗非鱼

热带海洋有鳍鱼

• ASC养殖场标准将适用于ASC项目当前涵盖的 11 个物
种：

但 ASC养殖场标准将允许比之
前更快地添加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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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完整的生命周期——从鱼卵到成鱼

ASC养殖场标准范围 (2)

• 中间场所之孵化场被视为供应商

鱼卵 胚胎 幼鱼 鱼苗 鱼种 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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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

该原则要求经过认证的单位，以良好的管理方式经营合法且合乎伦理的业务，以确保在证书有效期内符合 ASC的要

求。

准则 联络人

1.1 遵守法律

Clare Stevens – clare.stevens@asc-aqua.org1.2 管理系统

1.3 商业伦理

1.4 可追溯性和透明披露 Wendy Banta – wendy.banta@asc-aqua.org

原则 1 （认证单元）合法运营并实施有效的商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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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

水产养殖和任何其他粮食生产系统一样，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入以及对产出的吸收。如果管理不当和过度使用，

可能会超出环境服务的能力，从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原则 2 （认证单元）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运营

准则 联络人

2.2 生态重要栖息地
Jill Swasey – Jill.Swasey@asc-aqua.org

2.3 野生动物互动

2.4 非本地物种 Renee Hamel – Renee.Hamel@asc-aqua.org

2.5 逃逸 Michiel Fransen – Michiel.Fransen@asc-aqua.org 

2.6 底栖影响
Javier Unibazo – Javier.Unibazo@asc-aqua.org

2.7 水质

mailto:Renee.Hamel@asc-aqu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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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 准则

准则 联络人

2.8 盐碱化 Renee Hamel - Renee.Hamel@asc-aqua.org

2.9 生物固体 Kathrin Steinberg – Kathrin.Steinberg@asc-aqua.org

2.10 淡水利用 Katherine Dolmage – Katherine.Dolmage@asc-aqua.org

2.11 能源利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Robert Parker – Robert.Parker@asc-aqua.org

2.12 材料利用、废弃物和污染控制 Javier Unibazo – Javier.Unibazo@asc-aqua.org

2.13 饲料 Alexandra Warrington – Alexandra.Warrington@asc-aqua.org

2.14 鱼类健康
Javier Unibazo - Javier.Unibazo@asc-aqua.org

2.15 寄生虫控制 (包括海虱)

2.16 抗生素 Michiel Fransen - Michiel.Fransen@asc-aqua.org 

2.17 孵化场和中间场所 Katherine Dolmage - Katherine.Dolmage@asc-aqua.org

2.18 区域性管理 (ABM) Michiel Fransen - Michiel.Fransen@asc-aqua.org

mailto:Renee.Hamel@asc-aqua.org
mailto:Kathrin.Steinberg@asc-aqua.org
mailto:Katherine.Dolmage@asc-aqua.org
mailto:Robert.Parker@asc-aqua.org
mailto:Javier.Unibazo@asc-aqua.org
mailto:Alexandra.Warrington@asc-aqua.org
mailto:Javier.Unibazo@asc-aqu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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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

水产养殖业，包括其供应和加工行业，为全球数百万人提供食物、工作和收入。该行业的特点是高度劳动密集型

工作，特别是在养殖场和加工设施中，大多数人受雇于经济发展中国家。

原则 3 预期的结果是，ASC所认证的设施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运营，并确保：

• 对所有性别都一视同仁、机会均等

• 尊重工人权利

• 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体面

• 与邻近社区和土著人民的互动是有建设性的

原则 3 （认证单元）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运营



准则 联络人

3.1 权利意识

Clare Stevens 

clare.stevens@asc-aqua.org

3.2 强迫、抵债、强制劳动和人口贩运

3.3 童工

3.4 歧视

3.5 健康与安全

3.6 组织工会与集体谈判的自由

3.7 透明化合同

3.8 工资

3.9 工作时间

3.10 工作场所行为应对

3.11 员工住宿

3.12 申诉机制

3.13 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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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 准则

mailto:clare.stevens@asc-aqua.org


欢迎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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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asc-aqua.org

+31 30 2393110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ASC) 

Daalseplein 101 | 3511 SX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www.asc-aqua.org 

mailto:consultation@asc-aqua.org
http://www.asc-aqu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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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