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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管理、可用语言和版权声明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是本文件的所有者。 
有关本文件内容的评论或问题，请通过 standards@asc-aqua.org联系 ASC 的标准和科学团

队。 
 
版本管理 
文档版本历史： 

 
版本: 发布日期: 生效日期: 备注与修改: 
v1.0  2020 年 8 月 19 日 2022 年 9月 1日  

 
文件的使用者有责任使用在 ASC-网站上发布的最新版本。 

 
 
 

可用的语言版本 
饲料标准文件有以下可用的语言版本： 

 
版本: 语言 

v1.0 英文 (官方语言) 
v1.0 中文 

 

如所提供的翻译版本与英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及/或差异之处，以网上英文版本(pdf 格式)为准。 
 
 
 
 
 
 
 
 
 
 
 
 

版权 
本文档使用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 noderivors 3.0 非移植许可。 

 
本网站上的所有音频、视频和文本内容(包括所有名称、数据、标准、图像、商标和标识)均
受 Stichting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基金会或其子公司、许可方、被许可方、供应商和账户拥有

的商标、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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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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养殖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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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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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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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体系，该体系由三部分

独立机构组成: 
 

I. 体系所有者 即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II. 认可机构 即 Accredit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SI) 
III. 合格的认证机构(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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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曾

用名为“Accredit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SI 使用 CAR 作为认可过程的标准文件。 
ASI 对 审 核 认 可 的 评 估 结 果 和 现 有 的 认 证 机 构 名 单 可 通 过 ASI 网 站

(http://www.accreditation-services.com)公开获取。 
 

合格的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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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 审核与认证过程 

通过性能指标体系对认证单元进行审核。 
 

认证单元的审核工作在性能指标层级开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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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参与这

个过程。证书仍然属于认证机构的财产。 
 

所有的 ASC审核结果，包括授予的证书，都在 ASC网站上公开。也包括认证机构做出不

予通过认证的裁决的原因。 
 

注：除标准文件外，当认证单元（认证主体）申请认证时，还要遵守认证要求；这些要求

在《CAR》文件中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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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使用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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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 Logo。 
 
未经授权就使用 标签是被禁止的，并将被视为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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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 标准体系的结构 
 

标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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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使用、首字母缩写和定义 
 

《原则、准则及指标》以“认证单元（UoC）”为行为主体，以主动语气书写。在整个

ASC文件中，都使用了特定的措辞来表述以下概念： 
– 一项“要求”5 即：“必须” 
– 一项“建议”6  即：“应当” 
– “并且” 提供的选择是可以兼容的 
– “或者” 提供的选择是不可兼容的 

附录 1 收录了首字母缩写表和定义表 

 
 
 
 
 
 
 
 
 
 
 
 

4
 标准：见定义表。 

5
 要求：见定义表。 

6
 建议：见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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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范围和认证单元 
 

ASC 饲料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范围涉及到解决(水产养殖)饲料行业
7
对环境和社会的主

要负面影响。通过 ASC饲料标准认证的实体（即认证单元 UOC）有助于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

影响。 

 

该标准的范围被转化为适用于每个认证单元的五项原则：: 
 

原则 1 - 认证单元有一个管理系统来实施 ASC 饲料标准，该系统以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

的方式合法运营。 

原则 2 -  认证单元选择负责任的原料来源。 

原则 3 -  认证单元记录原料投入和饲料产出。 

原则 4 -  认证单元选择负责任的海洋原料来源。 

原则 5 -  认证单元选择负责任的植物原料来源。 
 
认证单元 

认证单位(UoC)是饲料制造商 8(参见 CAR 和 RUoC 文件的进一步定义)。ASC 饲料标准

不区分生产颗粒饲料或膨化饲料的水产饲料制造商，只要饲料制造商和饲料原料
9
符合本标准

的指标。 
对于同时生产水饲料和其他畜禽饲料的饲料制造商

10
，ASC 饲料标准的原则 1 适用于认

证单元的整个设施，而原则 2 至 5只适用于用来生产水饲料的部分。 
认证过程的要求记录在 CAR 文件中。 

 
标准范围 

每项准则的适用性在标题所述的范围中进行定义。 

– 原则 1 – 适用于整个认证单元，而不仅限于水饲料板块。 

– 原则 2 和 3 – 认证单元收到的占用于水产饲料年度总原料重量 (数量 )超过 1 %
的配料成分。如果认证单元也生产牲畜饲料，则接收的体积应以用于水产

饲料的原料数量为基础。不包括饲料添加剂（默认值，不考虑数量限制）：预混

料 11、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12和着色剂。 

– 原则 4 – 认证单元在水产饲料中使用的基于海洋的成分。 

– 原则 5 – 认证单元在水产饲料中使用的基于植物的成分。 
 

7 水产饲料：见定义表。 
8
 饲料生产商：见定义表。 

9  饲料原料：见定义表。 
10 饲料：见定义表。 
11 预混料：见定义表。 
12 微量元素：见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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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饲料标准涉及到原料供应链中的以下参与者： 

– 饲料生产商（认证单元） 

– 原料生产商 13 

o 商品贸易
14
商和运输

15
公司不被视为原料制造商。 

– 初级原料生产 16。 

 
 
 
 
 
 
 
 
 
 
 
 
 
 
 
 
 
 
 
 
 
 
 
 
 
 
 
 
 
 
 
 
 
 
 
 
 
 
 
 
 
 
 
 

13 原料制造商：见定义表。 
14 商品贸易：见定义表。 
15 运输公司：见定义表。 
16 初级原料生产：见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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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1 -认证单元有一个管理系统来实施 ASC 饲料标准，该系统以对社会和环

境负责任的方式合法运营。 
 
准则 1.1 - 认证单元拥有所有必要的合法执照和许可证。 

 
准则 1.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水产养殖业正在迅速发展，这可能导致监管方面的挑战。其结果是增加了该行业

不受监管的风险。由于在大多数国家，执照和许可证不全就经营生意是非法
17
的，所以认证单

元至少需要拥有这些执照和许可证。 
 

在 ASC 饲料标准中，原则 1 要求符合法律规范；重点是准则 1.1 下的执照和许可证、准

则 1.3下的劳动法和准则 1.17 下的环境法。 
 

指标： 
指标 1.1.1 认证单元应持有所有必需的合法执照和许可证。 

 
 
准则 1.2 - 认证单元推行有效的管理制度，以维持符合 ASC 标准的要求。 

 
准则 1.2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管理系统是一个组织管理其业务中相互关联的部分以实现其目标的方式。系统的复

杂程度将取决于每个组织的具体背景、规模、范围和活动风险。管理体系包括政策、程序和过

程，以便有效和高效地实现目标。这包括符合 ASC 标准的要求；换句话说，管理体系应当与

本标准中的所有准则相适用。 
 

本项准则中的指标基于共同的质量控制适应性管理方法，该方法需要一个计划-执行-检查-
行动(PDCA)-循环

18
，

19
。 

 
指标: 

指标 1.2.1 
应建立覆盖整个认证单元的管理体系 20，并由责任管理人签字，以确保

ASC 标准的所有要求都可以持续实施 21：包括 ASC 饲料标准和 ASC 认证

单元要求(RUoC)。 

指标 1.2.2 认证单元应有防止腐败、勒索、贪污或贿赂行为的制度 

指标 1.2.3 认证单元应有确保记录不被伪造和信息不被歪曲的系统。 

17  《2018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联农组织 FAO，2018 年。 
http://www.fao.org/3/i9540en/I9540EN.pdf 
18  Peter J. Koiesar. (1994)。《戴明在 1950年对日本人说了什么》，质量管理学报，2:1,9-24。 
19  M. Sokovic, D. Pavletic, K. Kern Pipan，《质量改进方法- PDCA循环，雷达矩阵》，DMAIC和 DFSS，材料和制造工程成就杂志

43/1(2010)476-483。http://jamme.acmsse.h2.pl/papers_vol43_1/43155.pdf 
20  管理体系：见定义清单。 
21  这包括认证单元认为需要的政策，如书面的人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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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2.4 认证单元应至少有一名指定的管理人员负责 ASC标准要求的实施。 

指标 1.2.5 认证单元应确保相关员工 22具备实施 ASC 标准要求所需的胜任能力。 

指标 1.2.6 
认证单元应至少通过每年安排的内部审核来监督 ASC 标准要求的合规性，

并在相关的地方实施纠正措施。 

指标 1.2.7 
认证单元应能够向 ASC 审核员、ASC 机构和 ASC 保障机构证明与 ASC 标

准要求的合规性。 

指标 1.2.8 
认证单元应在需要时，至少每年一次，对管理体系进行审查，并在适当的时

间尺度内解决发现的任何问题。 
 
 
准则 1.3 - 认证单元遵守适用的劳工法律和法规。 

 
准则 1.3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结合准则 1.1 下的指标，遵守劳动法规是发展具有社会责任的饲料生产的一个基

本基础。 
 

指标： 

指标 1.3.1 
认证单元应遵守所有适用的相关劳动法律和法规，并维持一个确保守法的制

度。 

指标 1.3.2 
应确保所有员工熟悉自己的相关劳动权利；包括 ASC 关于劳工相关权利的

要求，即使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没有涵盖该部分。 

22  员工：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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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4 - 认证单元不参与且不支持强迫、奴役、强制劳动或人口贩卖。 
 
准则 1.4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强迫、奴役、强制劳动

23
和人口贩卖

24
是世界许多

行业
25
和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

26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也不例外

27
 

28
。 

 
根据最近的估计

29
，全世界有 4 030 万人是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其中 2 500 万人是强迫、

奴役或强制劳动的受害者。这包括人口贩运、债务奴役(作为还债手段而要求的劳动)，以及通

过其他威胁手段迫使雇员违背自己意愿留在工作岗位的更微妙的强迫劳动。与童工问题一样，

贫困是强迫劳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低收入国家。在高收入国家的一

些行业和地区，(移民)雇员同样可能成为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相关参考文件： 

 
I. 1930 年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第 29号)； 

II. 国际 劳工组织《废除强迫劳动公约》，1957年(第 105号)； 
III. 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保护工资公约》(第 95号)； 
IV. 国际劳工组织《私营就业机构公约》，1997年(第 181号)。 

 
指标： 

指标 1.4.1 

认证单元不参与且不支持强迫、奴役、强制劳动 30或人口贩卖 31，包括： 
- 在任何惩罚的威胁下对任何人强制进行的工作 32； 
- 非本人自愿提供的工作 33； 
- 为剥削他人的目的使用欺骗或其他形式的胁迫。 

指标 1.4.2 

如果发现强迫、奴役、强制劳动或人口贩运等现象，认证单元应实施有效

的补救程序，以符合 1.4.1，将个人的最佳利益放在首位，如解决债务或其

他形式的奴役，以及允许修订雇员条件或遣返。对补救措施进行记录和验

证，以确保其有效性。 
 

23  强迫、奴役和强制劳动：见定义清单。 
24  人口贩卖：见定义清单。 
25  Oxfam. 2018。《变革的成熟-结束超市供应链中的人类苦难》。https://policy- 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ipe-for-change-
ending-human-suffering-in-supermarket-supply-chains- 620418 
26  全球奴隶制指数，2018. https://www.globalslaveryindex.org/resources/downloads/ 
27  人权观察 2018。《隐藏的链条-泰国渔业的权利滥用和强迫劳动》。 
28  https://www.globalslaveryindex.org/2018/findings/importing-risk/fishing/ 
29  https://www.globalslaveryindex.org/2018/findings/highlights/  
30  强迫、奴役和强制劳动：见定义清单。 
31  人口贩卖：见定义清单。 
32  虽然惩罚本身可能更明显，而惩罚的威胁可以更隐蔽，但同样被视为导致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例如，惩罚的威胁包括对权利或特
权的压制的恐惧，以及报复的威胁，报复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实现，例如身体、精神和社会伤害。 
33 出于自愿：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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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4.3 
如果发现强迫、奴役、强制劳动或人口贩卖，UoC 应采取有效的纠正措

施，防止再次发生。纠正措施有文件记录和验证以确保有效性。 

指标 1.4.4 
认证单元须确保所使用的就业/招聘机构均经过筛选及监察，以确保： 

– 经国家主管当局许可或认证； 
– 与准则 1.1相符合。 

指标 1.4.5 
认证单元，或者如果适用的话，参与招聘的机构，不得持有 34任何身份证

件的原件，如身份证、签证、护照等，否则雇员将无法自由终止雇佣、旅

行或离开该国。 

指标 1.4.6 
即使当地法规允许，认证单元或参与招聘的代理机构也不得扣留雇员的工

资、财产或福利的任何部分。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允许扣缴所得

税。 

指标 1.4.7 

认证单元，或参与招聘的机构(如适用)，不得在招聘或雇佣 35期间向雇员

收取任何费用。这包括与处理包括工作签证在内的官方文件相关的任何费

用或存款。对于移民员工 36，这包括与旅行和遣返有关的任何费用或存

款。 

指标 1.4.8 
认证单元应允许员工在工作场所自由走动，以使用卫生设施和在工作期间

获得饮用水。 

指标 1.4.9 认证单元不应当让员工在非轮班工作的情况下留在工作现场。 

指标 1.4.10 
当工作场所交通不便或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时，认证单元应提供合理和安全

的交通工具让员工离开工作场所;允许员工在轮班结束后离开现场。 

指标 1.4.11 
认证单元不应要求雇员居住在雇主运营的住所，作为非远程、方便操作的

就业条件。 

指标 1.4.12 认证单元或如适用，参与招募的机构，不得从事监狱劳动。 

 
 
 

 

34 如由认证单元提供保管措施，应确保保管行为是自愿的，且雇员可自由存取物品。 
35 对于移民员工，证据应包括认证单元的招聘/雇佣成本，费用应按年以及按雇用移民员工的原籍国汇总。 
36 移民员工：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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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5 - 认证单元保护儿童和年轻工人。 
 
准则 1.5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儿童

37
和青年工人

38
由于在生理发育、知识、独立性和经验方面固有的年龄限制，

特别容易受到经济剥削。这些脆弱性可能导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应立即优先消除使用童工的

现象。儿童和青年工人的就业和剥削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行业
39
都存在。

不幸的是，水产养殖部门也不例外
40
。 

 
然而，并不是所有由儿童完成的工作都应该被分类排除。儿童参与的工作如果不会对他们

的健康和个人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一般被认为是一件积极的事情。这

包括帮助父母做家务、帮助家庭(农业)生意或在课余时间和学校假期赚取零用钱等活动。这些

非有害的工作参与形式有助于儿童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助于其家庭的福利；这能为他们

提供技能和经验；帮助他们在成年后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一员
41
。 

 
相关参考文件： 

 
I. 1973 年《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 

II. 《国际劳工组织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1999 年(第 182 号)； 
III. 人权高专办《儿童权利公约》42 

 
指标： 

指标 1.5.1 
认证单元不得从事童工活动 43。这包括： 
– 对儿童 44在精神、身体、社会或道德上有危险性和有害的；或者 
– 妨碍他们的学习 45。 

指标 1.5.2 
如果发现童工，认证单元应实施有效的补救程序，以遵守 1.5.1 条款的要

求，将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如使儿童上学并继续学业，直到不再是强

制性的。要对补救措施进行记录和验证，以确保其有效性。 

指标 1.5.3 
如果发现童工，认证单元应实施有效的纠正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纠正措施

要有文件记录和验证以确保有效性。 

 
 

 

37 儿童：见定义清单。 
38 年轻工人：见定义清单。 
39 https://www.ilo.org/ipec/areas/Agriculture/WCMS_172348/lang--en/index.htm 
40 国际劳工组织，2017。《全球童工估计:结果和趋势》，2012-2016。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
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5499.pdf    
41 https://www.ilo.org/ipec/facts/lang--en/index.htm 
42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rofessionalInterest/crc.pdf 
43 童工：见定义清单。 
44 精神上或社会上的危险可能包括:孤立工作，在含有侮辱性语言的环境中工作。身体上的危险可能包括:重物搬运和暴露在机械的移动

部件中，在嘈杂或多尘的条件下工作或极端温度下工作。道德上的危险包括在一个暴露于药物滥用或赌博的环境中工作，另见最恶劣形

式童工的定义。 
4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这包括例如:剥夺他们上学的机会;迫使他们过早地离开学校;或者要求他们尝试把上学和过度长时间繁重的

工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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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5.4 
认证单元可以 46雇用年龄在 15 岁 47或超过完成义务教育 48年龄(以两者中较

高者为准)的儿童从事非危险工作 49 50。 

指标 1.5.5 
在下列情况下，认证单元可雇用年龄在 13岁 51 52的儿童从事轻量工作 53： 
– 儿童在工作前接受了适当的训练； 
– 孩子接受适当的监护。 

指标 1.5.6 
根据风险评估，认证单元应确保任何儿童 54，包括年轻雇员 55，在进行工作

时，只从事非危险工作(1.5.4)或轻工作(1.5.5)。风险评估应是一般风险管理

框架的一部分(见图 4，附录 7)。 

指标 1.5.7 认证单元应鼓励(而非阻止)现场居住员工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46 可以：见“要求”的定义。 
47 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实行例外，允许 14 岁作为可以参加工作的年龄。ASC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
公约，同样允许在这些国家的就业年龄可以从 14 岁开始。 
48 国家法律或法规可允许至少 15 岁但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从事符合下列要求的工作： 

-不太可能对其健康或发育有害;和 
    -不妨碍他们上学，不妨碍他们参加主管当局批准的职业指导或培训方案，或妨碍他们从所接受的指导中获益的能力。 
49 危险工作：见定义清单。 
50 详见表格 4，表格 5 和附录 7。 
51 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实行例外，允许 12 岁作为可以参加工作的年龄。ASC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
公约，同样允许在这些国家的就业年龄可以从 12 岁开始。 
52 本指标和标准的范围不适用于在家帮忙和参与工作的儿童；例如，在家里帮助父母，在课外时间和学校假期赚取零用钱，帮助家庭
生意或参加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对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不产生核心作用。 
53 轻量工作：见定义清单。 
54 儿童：见定义清单。 
55 年轻工人：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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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1.6 - 认证单元不歧视其雇员。 
 
准则 1.6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歧视

56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普遍问题。虽然一些较为公然的歧视形式可能已经消失，

但许多形式仍然存在，或采取了新的或不那么明显的形式。它会使贫困永久化，扼杀发展、

生产力和竞争力，并引发政治不稳定
57
。 

工作关系应该建立在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基础上。 

 

相关参考文件： 

I. 国际劳工组织 1951 年《平等报酬公约》(第 100 号)； 

II. 《国际劳工组织歧视(就业和职业)公约》，1958年(第 111号)； 

III. 国际劳工组织《有家庭责任的工人公约》，1981年(第 156号)。 
 

指标: 

指标 1.6.1 

认证单元应确保在所有情况下平等对待所有就业申请人和雇员，包括:招聘过

程和条件、薪酬和福利、工作条件、工作分配、培训、晋升和其他职业机

会、纪律实践、终止、退休;不论性别、法律地位、国籍、种姓、种族、肤

色、年龄、性取向、种族、残疾、怀孕、父母地位、婚姻状况、宗教、所

属、政治观点、就业条件、是否参加工会。 

指标 1.6.2 
认证单元，或者如果适用的话，参与招募的机构，不得进行怀孕或童贞测

试，也不得实施或鼓励强制避孕。 

指标 1.6.3 
根据风险评估，认证单元，或如果适用的话，参与招聘的机构，只有在出于

健康和安全原因的需要时才可进行医学测试。风险评估应是一般风险管理框

架的一部分(见图 4，附录 7)。 

指标 1.6.4 
若认证单元，或如果适用，参与招聘的机构进行医疗检测，则必须保护雇员

的数据，雇员有权获得其检测结果。 

指标 1.6.5 
若认证单元或参与招聘的机构根据其风险评估确定需要进行医疗检查，雇员

有权酌情聘请独立医生。 

指标 1.6.6 
认证单元应设有有效的沟通 58、程序和监控，以确保骚扰 59、辱骂或剥削行

为不会在工作场所发生。 

 
 
 
 
 

56 歧视：见定义清单。 
57
 国际劳工组织，2011。 《工作中的平等：持续的挑战》。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 

decla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6583.pdf 
58 这包括向员工提供从事劳工相关权利的为工人发声的组织的联系信息，如果这些组织在该地区活跃的话。 
59 骚扰：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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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7 – 认证单元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准则 1.7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各项公约(见下文)规定了保护工人不因就业而生病和受伤的原则，

这是一项基本权利。然而，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来说，现实却截然不同。国际劳工组织估

计
60
，每年有 278 万人死于职业事故和与工作有关的疾病。此外，每年有 3.74 亿人患有非致

命的工伤和疾病，其中许多人长期缺勤。据估计，职业病和事故造成的损失占世界年度国内生

产总值的 3.9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61指出，全球水产养殖业(包括加工)的健康和安全仍然

被广泛忽视。据估计，世界上有 1900 万水产养殖工人经常与危险的环境
62
作斗争。一些水产

养殖工人受过高度训练，工作有保障。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许多水产养殖工人受雇于不稳定

的安排，往往来自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土著人民、儿童、季节性工人、移徙工人、农村和偏

远地区的工人。由于知识差距、对预防的独立分析有限以及对减少风险战略缺乏投资，许多这

些风险仍然被忽视或未得到解决。 

雇主面临着昂贵的提前退休、熟练员工流失、旷工以及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疾病造成的高

额保险费。然而，通过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许多与工作有关的事故和疾病是可以预防

的。 

 
相关参考文件： 

I. 1921 年国际劳工组织《每周休息(工业)公约》(第 14 号)； 
II.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1981 年(第 155 号)； 

III.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卫生服务公约》，1985年(第 161号)； 
IV. 国际劳工组织 1990 年化学品公约(第 170号)； 
V. 国际劳工组织《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1993年(第 174号)。 

 
指标： 
指标 1.7.1  UoC 应进行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 63。 

指标 1.7.2 

UoC 应在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中至少包括下列风险因素(步骤 2 图 4，附件

7)(见 1.7.1) 
- 在工作场所遭受急性或慢性身体伤害的风险 64

 

- 在工作环境中有急性或慢性精神伤害的风险 65 

指标 1.7.3 
UoC 应实施适当的措施(步骤 4 图 4，附件 7)，监测风险指标(步骤 5a)，
监测所实施措施的有效性(步骤 5b)，并根据监测结果重复进行风险评估。 

 
 

60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lang--de/index.htm 
61  http://www.fao.org/blogs/blue-growth-blog/despite-advances-in-health-and-safety-operations-fisheries-remains- a-dangerous-
sector/en/ 
62  人口贩卖：见定义清单。 
63  风险评估：见定义清单。 
64  这包括以下活动、危险和领域:化学和生物物质、潜水、电力和电气设备、设备、火灾、机械和手动处理、自然/物理灾害/事件、员

工福利、工作场所惯例、工作场所环境。 
65  这包括以下活动、危险和领域:化学和生物物质、潜水、电力和电气设备、设备、火灾、机械和手动处理、自然/物理灾害/事件、员

工福利、工作场所惯例、工作场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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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7.4 认证单元应根据指标 1.7.1 健康与安全风险评估中定义的需要，免费提供

保养良好和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PPE)。 

指标 1.7.5 
认证单元应确保有效实施适当的健康和安全措施(见 1.7.3)；这包括工作场

所适当的健康和安全通知/指示，适当的设备维护，对员工进行适当的培

训 66，包括应急反应，以及员工适当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 

指标 1.7.6 在发生工伤事故时，认证单元须提供足够的急救(包括用品)，由合格人员

管理;这包括获得专业支持，如救护车。 

指标 1.7.7 

如果没有国家/国家社会保障/卫生系统提供，认证单元应为所有员工提供

并支付工伤保险 67；这包括作为一个最低成本运输和医疗/药物治疗事故或

伤害，所需的成本运输和医疗/所需药物恢复,补偿失去的工作时间，以及

移民工人所需的遣返费用。 

指标 1.7.8 认证单元应允许雇员在不安全的情况下自由离开，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指标 1.7.9 认证单元应提供充分和清洁的卫生设施，并提供足够的隐私，如有需要，

包括按性别分开。 

指标 1.7.10 认证单元应为所有员工提供免费的、有明确标签的饮用水。 

指标 1.7.11 认证单元应提供进入指定区域的通道，以便在休息期间准备食物和用餐。 

指标 1.7.12 

认证单元不得要求雇员从雇主经营的店铺或服务(例如使用食堂)购买物品

作为雇用条件；如果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而无法提供其他商店或服务，则要

求成本合理，并且不得包括认证单元从商店和提供给员工的服务中获得的

利润。 

指标 1.7.13 认证单元应为哺乳期妇女提供合适的场所，并允许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获得

额外的工作休息时间；护理休息时间按工作时间计算，并给予相应报酬。 

指标 1.7.14 认证单元不得参与或容忍在精神 68、身体或语言上的虐待或任何其他形式

的骚扰 69。 

指标 1.7.15 认证单元须确保认证单元内所有建筑物及构筑物的结构完整。 

指标 1.7.16 在认证单元与海上交通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认证单元应遵守海事立法，特

别是关于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立法。 

 
 
 

 

66 员工的培训是免费的，并在有报酬的工作时间内进行。 
67 如果没有合适的保险，UoC可以安排一个系统来直接支付这些费用。 
68 精神虐待：见定义清单。 
69 骚扰：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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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8 – 认证单元尊重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 
 
准则 1.8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结社自由权是指参加正式或非正式团体对雇主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结社自由和

对集体谈判权利的有效承认是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核心原则之一。(第
87、98和 135 号公约)。 

 
集体谈判

70
为工人和雇主之间潜在的冲突关系，包括工资谈判和工作条件，提供了一种更

为平衡的权力关系，以获得有益和富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一种通过谈判和谈判伙伴的

不同利益的表达和满足，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的手段。集体谈判通过促进具有代表性的工人和

雇主组织的和平、包容和民主参与发挥了这一作用。 
 
相关参考文件： 

 
I. 国际劳工组织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 

II. 《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组织权和集体谈判公约》(第 98号)； 
III. 国际劳工组织工人代表公约，1971年(第 135号)。 

 
指标: 

指标 1.8.1 
认证单元应告知所有员工，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成立工人组织(即工会

或其他代表他们的劳工关切和利益的组织)。 

指标 1.8.2 认证单元应通知所有员工，他们可以自由进行集体谈判。 

指标 1.8.3 
认证单元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工人组织或集体谈判的建立、运作

71
 

72
或管

理。 

指标 1.8.4 
在结社自由权利受到法律限制的地区，认证单元应接受类似的结社自由和集

体谈判的方式。 

 
 
 
 
 
 
 
 
 
 
 

 

 
 
 
 

70  集体谈判：见定义清单。 
71  这包括认证单元允许工人组织代表在工作时间接触员工和进入员工工作场所。 
72  这包括认证单元在工人组织接触时参与有意义的谈判。 

ASC 饲料标准 v1.0 ( 2021 年 6 月) 第 21页  

                                                             



准则 1.9 - 认证单元以透明的方式与员工签订合同。 
 
准则 1.9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雇佣协议通常涉及雇佣的重要方面，如工资、福利、终止程序、不竞争的约定，以

及雇主和雇员各自的职责和责任。它是雇主和雇员双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互协议，旨在

给双方提供安全和保护。 
 

指标: 

指标 1.9.1 

UoC 应确保所有员工在移民和开始就业前已收到、理解和同意有关他们的雇

佣条款和条件的书面和可理解的信息。这些信息至少应包括 
– 职位和职责的描述， 
– 合约类型(例如长期、定期、合同工)， 
– 工作时间，包括休息时间， 
– 有薪年假及公众假期休息日津贴， 
– 病假, 
– 工资， 
– 任何议定的工资扣除(例如住宿、膳食)， 
– 加班补偿， 
– 福利(例如保险)， 
– 免费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 终止条款和条件；终止合约的通知期, 
– 利用相关政策(例如，反歧视 1.6，工会和集体谈判 1.8)。 

指标 1.9.2 
UoC 应向所有员工提供有关预付款、贷款、工作时间、工资和任何扣减计

算的任何流程和文件的透明度，并在设施内保存副本。 

指标 1.9.3 
UoC 不得使用系统的雇佣安排——例如但不限于：单方面劳动合同

73
、

分包合同、家庭合同
74
、在家工作、假学徒

75
、专有固定期限合同——以

回避其雇员应享有的任何社会或劳动权利。 

 
 
 
 
 
 
 
 
 
 

73 劳工合同：见定义列表。 
74 家庭承包：见定义表。 
75 假学徒：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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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0 – 认证单元支付给雇员的工资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准则 1.10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世界人权宣言》

76
指出:“人人有权获得公正和有利的报酬，以确保他/她和他/她

的家庭有值得人的尊严的生存，并在必要时辅以其他社会保护手段。” 
 

这句话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员工的努力都应该得到合理的奖励，这种奖励是以透

明的方式设定的，并由公司管理层予以保障。广泛的证据表明，水产养殖部门的一些工资仍低

于国家法定最低工资。此外，低工资还会导致其他社会障碍。 
 
相关参考文件： 

I. 国际劳工组织 1919 年《保护产妇公约》(第 3号)； 
II. 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保护工资公约》(第 95号)； 
III. 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保护产妇公约》(第 103 号)； 
IV. 国际劳工组织《确定最低工资公约》，1970年(第 131号)； 
V. 国际劳工组织《保护产妇公约》，2000年(第 183号)。 

 
指标： 

指标 1.10.1 
认证单元应该将工资(加班和奖金前)设定在或高于法定最低工资 77；如果

法律没有规定最低工资，认证单元会与工人或他们的代表工人组织协商，

计算基本需求工资 78。 

指标 1.10.2 
认证单元应根据国家法律，定期以法定货币 79支付工资，但最低按月支

付，并直接支付给雇员，不得延迟、延迟或以任何方式扣留工资。 

指标 1.10.3 
认证单元应记录所有员工的工资支付和收款信息，包括预付款、贷款、工

作时间、工资和任何扣款的计算。 

指标 1.10.4 
认证单元应确保雇员有权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或国际劳工组织第 183 号公

约 80(以较大者为准)的要求获得生育或亲子保护。 

 

注：考虑到与确定适用的最低生活工资 81相关的复杂性，以及确定达到最低生活工资的途径，

ASC 正在进行更广泛的、跨行业的讨论，以制定最低生活工资指标。这与最初的水产养殖对

话的目的是一致的。在未来，生活工资将成为 ASC 饲料标准的一部分。 
 

 

76  http://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 
77  最低工资：见定义列表。 
78  基本需求：见定义列表。 
79  法定货币：见定义列表。 
80  载有劳工组织第 183 号公约《执行指南》中的要点清单。 
81  最低生活工资：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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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1 - 认证单元防止工作时间过长。 
 
准则 1.1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尽管对工作时间的规定是劳动立法

82
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但在许多行业和地区，

工作时间过长仍然是一个普遍问题。 

在世界许多地方，低工资和过度工作时间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长期加班的工人会对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平衡造成影响，并容易发生与疲劳有关的事故。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时间的标准为调整工作时间、每日和每周休息时间以及年假提供了

框架，这些工作时间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同时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 

 

相关参考文件： 

I. 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工作时间(工业)公约》(第 1号)； 
II. 1921 年国际劳工组织《每周休息(工业)公约》(第 14 号)； 

III. 《劳工组织带薪休假公约》(回顾)，1970 年(第 132 号)； 
IV. 1990 年劳工组织夜间工作公约(第 171 号)； 
V. 国际劳工组织《2001年农业安全和卫生公约》(第 184号)； 

VI. 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减少工作时数(建议 116)。 
 
对于年龄 18岁或 18 岁以上的雇员 83： 

指标: 

指标 1.11.1 
认证单元在正常工作时间上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

每天不得超过 8 小时，正常一周不得超过 48 小时 (不包括休息时

间)84 85  
指标 1.11.2 认证单元应记录雇员的工作时间。 

指标 1.11.3 认证单元应确保加班是自愿的，只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并非经常要求加

班。 
指标 1.11.4 认证单元应确保每周加班时间不超过 12小时。 

指标 1.11.5 
认证单元应确保按照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或行业标准确定的加班费率 86

支付。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加班费最低为商定工资的 125%。 

指标 1.11.6 
认证单元在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

但每 8 小时工作时长，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1小时。 

 
 

 

82 国际劳工组织。2007。《世界各地的工作时间:全球比较视角下的工作时间、法律和政策趋势》。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04895.pdf 
83 雇员：见定义清单。 
84 一星期有一日以上工作时数不足八小时者，经主管机关核准或经集体协商同意，得于一星期其余日超过八小时为限;但在任何情况下，
每日八小时的限额不得超过一小时。 
85 在轮班制的情况下，如果在三周或更短的时间内，平均日工作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则允许雇用人员在某
一天内工作超过 8 小时，或在某一周内工作超过 48 小时。 
86 加班费率：见定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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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11.7 
认证单元每日休息时间应符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每

24小时不得少于连续 11 小时。 

指标 1.11.8 
认证单元每周休息时间应符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不得

少于 7 天内连续 24小时(即 1天)的休息时间。 

指标 1.11.9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年假
87
。 

指标 1.11.10 
认证单元应遵守关于保险费率、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每日休息、每周

休息和夜班健康评估的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 
 

对年轻雇员 88： 
 
指标： 

指标 1.11.11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工作时间，但不得超

过每天 8小时
89
和每周 40小时(不包括休息时间)90。 

指标 1.11.12 认证单元应记录每名雇员的工作时间。 

指标 1.11.13 认证单元不允许加班。 

指标 1.11.14 
认证单元在工作日休息时间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

每 4.5小时工作时长，相应的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0.5小时。 

指标 1.11.15 
认证单元每日休息时间应符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每

24小时不得少于连续 12 小时。 

指标 1.11.16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每周休息时间，但 7

天的时间内，休息时间不得少于连续 48小时(2 天)。 

指标 1.11.17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年假 91。 

指标 1.11.18 认证单元不允许年轻员工在晚上 10点到早上 6点之间工作。 
 

87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 132 号公约，最佳做法是为全职服务的一个日历年提供不少于三个有薪休假周(指标 1.11.1)。 
88 年轻雇员：见定义列表。 
89 每天上学、上班、上下班的时间总和不得超过 10 小时。 
90 计算这些每周平均加班时长时，分母时间不得超过一周。 
9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 132 号公约，最佳做法是为全职服务的一个日历年提供不少于三个有薪休假周(指标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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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轻的工作，尚未归类为年轻雇员的儿童 92： 
 
指标： 

指标 1.11.19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工作时间，但每天不

得超过 3小时 93，每周不得超过 14小时 94(不包括休息时间)。 

指标 1.11.20 认证单元应记录每名雇员的工作时间。 

指标 1.11.21 认证单元不允许加班。 

指标 1.11.22 
认证单元在工作日休息时间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

每 3小时工作时长，相应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0.5 小时。 

指标 1.11.23 
认证单元每日休息时间应符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但每

24小时内不得少于连续 14小时休息时长。 

指标 1.11.24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每周休息，但 7 天时

间内不得少于连续 48小时(2 天)的休息时间。 

指标 1.11.25 认证单元应遵守集体谈判协议(如适用)和行业标准的年假 95。 

指标 1.11.26 
认证单元不允许尚未被归类为年轻员工的儿童在晚上 8 点到早上 6 点之

间工作。 
 
 
 
 
 
 
 
 
 
 
 

 

92 儿童：见定义清单。 
93 每天上学、上班、上下班的时间总和不得超过 8 小时。在校期间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 
94 计算这些每周平均加班时长时，分母时间不得超过一周。 
9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 132 号公约，最佳做法是一个日历年内为一个人提供不少于三个有薪休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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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2 - UoC 的纪律实践尊重员工的尊严和健康。 
 
准则 1.12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纪律实践

96
不包括在具体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但有几个联合国协议(见下文)共

同建立了纪律实践的国际规范。该规范旨在指导用来纠正工人的行为或表现的纪律实践，因为

这可能会以不公平或有辱人格的方式进行。 

尽管没有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但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已经批准了这些条约，表明它们

承诺废除任何可能损害或损害个人身心健康的做法。此外，许多国家有具体的国家立法，规定

工作场所的虐待行为为刑事犯罪。 

这些文书旨在保护个人的尊严和身心健康，努力提供一种有效和一致的方法来处理纪律和

绩效问题。改善激励，建立和实施建设性的纪律程序是负责任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部分。 

 
相关参考文件： 

I. 《世界人权宣言》(1948)； 
II.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1966年)； 
III. 保护所有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1975年)。 

 
指标： 

指标 1.12.1 
认证单元应有透明的纪律处分程序，并以渐进和客观的方式执行，确保员

工的尊严和尊重。 

指标 1.12.2 认证单元不得因纪律处分而扣除工资或福利。 
 
 
 
 
 
 
 
 
 
 
 
 
 
 
 
 

96 纪律实践：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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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3 – 认证单元提供有效的工人申诉机制。 
 
准则 1.13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申诉

97
和冲突是雇佣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工人申诉机制

98
也被称为“争议”、

“投诉”或“问责”机制，它提供了一个工人和雇主都有可能有效解决工作场所问题
99
的系统。例

如，后者可以涉及个人之间的纠纷以及工作环境的申诉。 

如果有效实施，这些制度将促进各方在争端发生前(而不是在争端发生后)进行对话。 

 
相关参考文件： 

I. 国际劳工组织审查申诉建议，1967年(第 130号)。 

指标： 

指标 1.13.1 
认证单元应有一个所有员工都熟悉的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各方(例如员工和

不同管理层之间)在纠纷发生前(而不是在纠纷发生时)进行对话。 

指标 1.13.2 认证单元应建立一套申诉程序，适用于所有员工。 

指标 1.13.3  认证单元应有申诉程序，包括不得报复的要求。 

指标 1.13.4 认证单元应在 90天内解决所有申诉。 

指标 1.13.5 认证单元应追踪申诉、相应的回应和补救措施。 

指标 1.13.6 
认证单元应设立一个由代表员工多样性的成员组成的决策申诉委员会，以

确保特别照顾弱势群体，如新妈妈和孕妇，以及移民工人。 

指标 1.13.7 
认证单元的申诉委员会应确保申诉得到公平处理，产生有效的结

果，并在需要时促进对话。 

指标 1.13.8 
如果提交申诉的员工/实体愿意，认证单元应确保提供保密流程，并仅在

调查申诉所需时共享信息。 
 

97 申诉：见定义列表。 
98 申诉程序：见定义列表。 
99 工作场所问题：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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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4 - 认证单元为工人提供安全、体面和卫生的住所。 
 
准则 1.14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人人有权享有足以维持其本人及其家庭健康和福

祉的生活水准(包括住房)。在许多部门，包括饲料生产，工人可以在雇主提供的住所居住一段

时间。当工作场所距离较远，或者由于距离或其他后勤方面的挑战，员工无法在轮班之间通勤

时，情况尤其如此。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的工人并不总是能够找到替代办法，雇主提供的住宿必须是安全、体面

和卫生的。 

 
相关参考文件： 

1. 国际劳工组织工人住房建议，1961年(第 115号)。 

 
指标： 

指标 1.14.1 

认证单元须确保为员工或其家属提供的宿舍设施是安全的，不论其拥有、

租用或与服务供应商签订合约;这包括提供安全系统、紧急情况/逃生通道、

通风、合理的防热、防冷、防噪音、防异味和防灰尘保护，以及充分的隐

私，如有需要，还包括按性别分开。 

指标 1.14.2 
认证单元应确保为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提供的所有宿舍设施清洁、卫生，满

足其基本需求 100，宿舍可以为雇主所有、租赁或与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获

取。 

指标 1.14.3 
认证单元应安排员工代表和管理层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住房改善问

题。 

指标 1.14.4 认证单元应确保宿舍设施与生产设施分开放置。  

指标 1.14.5 认证单元须确保租金合理，且不应该从提供给雇员的住宿中获得的利润。 

指标 1.14.6 
认证单元应提供适当的清洁卫生设施(宿舍设施内)，并保障足够的隐私

性，如有需要，应按性别分开。 

 
 
 
 
 
 
 
 
 
 

100  基本需求：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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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5 – 认证单元有助于维持或提高当地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福利。 
 
准则 1.15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饲料工业的运作通常是其所在社区(通常是偏远地区)经济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该行业的运作与当地社区之间的活动或利益冲突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其

他负面影响。例如，这些问题可以围绕与社区有关的操作地点，以及来自排放的潜在影响，如

噪音、气味、灰尘，以及交通增加的影响等。 

本准则旨在使认证单元了解其对邻近社区的影响，并要求认证单元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 
 
指标： 

指标 1.15.1 
认证单元应积极与当地社区接触 101，定期识别、避免或减轻认证单元活

动产生的重大负面社会影响 102。 

指标 1.15.2 认证单元应有一套适用于当地社区的申诉程序。 

指标 1.15.3 认证单元应向社会公布申诉如何提交，以及申诉处理机制如何运作。 

指标 1.15.4 认证单元应有申诉程序，包括不报复的要求。 

指标 1.15.5 
认证单元应在当地社区提交申请之日起 90 天内解决所有由认证单元发起

的活动引起的不满。 

指标 1.15.6 认证单元应追踪申诉、相应的回应和补救措施。 

指标 1.15.7 
认证单元应有一个决策申诉委员会，包括代表当地社区的成员，以确保

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照顾。 

指标 1.15.8 
认证单元的申诉委员会应确保申诉得到公平处理，产生有效的结果，并

在需要时促进对话。 

指标 1.15.9 
如果提交申诉的个人/实体愿意，认证单元应确保提供保密程序，并仅在

调查申诉所需时共享信息。 

指标 1.15.10 
认证单元不得限制社区和社区成员的粮食安全保障以及获取土地和水等

资源的权利，也不得因为认证单元的活动对社区的以上权利造成负面影

响  

指标 1.15.11 认证单元应尽可能 103从当地社区采购商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就业岗位。 
 

 

 

101 设立这一指标的目的是让认证单元与当地社区合作，根据需要制定监测和行动计划；但是，如果当地社区不希望参与，则不需要组
织联合项目。ASC承认，地方社区可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希望参与。 
102 ASC正在制订一个环境和社会风险框架。见定义列表中的“风险评估”释义。 
103 ASC承认本地采购并非总是可行的。如果认证单元努力在当地采购，但认证单元的审查表明，例如没有具备所需技术知识的工作人

员，或没有所需质量的商品，则不需要在当地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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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6 – 认证单元尊重土著和部落人民的权利、文化和传统领土。 
 
准则 1.16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世界上的许多资源都位于由土著和部落人民

104
拥有或控制的土地上。联合国估计

有超过 3.7 亿土著和部落居民生活在 90 多个国家
105
。这意味着企业经常与土著和部落人民密

切接触，改善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历史上，许多土著和部落民族遭受虐待、歧视和边缘化，今天在许多地区仍在继续。因此，

许多土著和部落人民生活贫困，健康状况不佳；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土著

和部落民族占世界人口的 5%，但他们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15%，占世界极端贫困人口
106
的三

分之一。在许多地区，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比非土著居民短
107
。面对这些现实，土著和部落人

民往往特别容易受到商业发展和商业活动的负面影响
108
。 

加上土著和部落人民往往是水产养殖业务“地方社区”的组成部分，企业有机会让土著和部

落人民作为业主、供应商、承包商和雇员参与企业。这有助于项目的长期成功，并有助于将业

务嵌入当地社区。 

相关参考文件： 

I. 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口，1989 年(第 107 号) 
II. 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口，1957 年(第 169 号) 

 
指标： 

指标 1.16.1 
认证单元应积极与土著和部落人民接触 109，以确定、避免和减轻认证单

元活动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 110。 

指标 1.16.2 认证单元应有一套可向土著人民使用并适用的申诉程序。 

指标 1.16.3 认证单元应向土著和部落人民告知申诉如何提交，以及申诉机制如何运

作。 

指标 1.16.4 认证单元应有申诉程序，包括不被报复的要求。 

指标 1.16.5 
认证单元应在土著和部落人民提交申请之日起 90 天内解决所有由认证单

元发起的活动引起的不满。 

指标 1.16.6 认证单元应追踪申诉、相应的回应和补救措施。 
 

 

104 土著人民：见定义表。 
105 UNDESA. 2017. St at e of t he W orl d’s I ndi genous Peopl es III , Educati o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9/2017/12/State-of-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_III_WEB2018.pdf 
106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参与土著人民政策，2009 年。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Indigenous_Peoples_Principle_EN.pdf 
107 详见 ST/ESA/328. 
108 联合国全球协定，2013 年。《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商业参考指南。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docs/issues_doc/human_rights/IndigenousPeoples/BusinessGuide.pdf 
109  设立这一指标的目的是让认证单元与当地社区合作，根据需要制定监测和行动计划;但是，如果当地社区不希望参与，则不需要联合
项目。ASC承认，地方社区可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希望参与。 
110  ASC正在制订一个环境和社会风险框架。见定义列表中的“风险评估”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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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16.7 
认证单元应有一个决策申诉委员会，包括代表土著和部落人民的成员，

以确保对弱势群体的特殊考虑。 

指标 1.16.8 
认证单元的申诉委员会应确保申诉得到公平处理，产生有效的结果，并

在需要时促进对话。 

指标 1.16.9 
如果提交申诉的个人/实体愿意，认证单元应确保提供保密程序，并仅在

调查申诉所需时共享信息。 

指标 1.16.10 

认证单元不得限制或消极应对土著和部落人民的权利，不得限制或消

极应对土著和部落人民进入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经济、宗教或精神

意义的场所，不得限制或消极应对土著和部落人民享有法律或习惯权

利的场所
111
。 

指标 1.16.11 
认证单元不得限制或消极应对土著和部落人民因认证单元活动而获得的

粮食安全以及获取包括土地和水在内的资源的权利。 

指标 1.16.12 
认证单元应尽可能

112
从当地土著和部落人民那里采购商品和服务，包

括提供就业岗位。 
 

注：ASC 打算在 ASC 饲料标准的未来版本中实施免费（Free）、事先(Prior)和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113 (FPIC)指标。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ASC 正在进行更广泛、跨领域

的行业讨论，以制定一致的 FPIC指标。 
 
 
准则 1.17 - 认证单元符合适用的环保法例及规例。  

 
准则 1.17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结合准则 1.1下的指标，遵守环境法规是发展对环境负责的水产养殖饲料部门的基

本基础。 

 
指标： 

指标 1.17.1 
认证单元须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法例及规例，并维持一套系统以遵守这些

法例及规例。 

111 习惯权利：见定义列表。 
112 ASC承认本地采购并非总是可行的。如果认证单元努力在当地采购，但认证单元的审查表明，例如没有具备所需技术知识的工作人
员，或没有所需质量的商品，则不需要在当地采购。 
113 免费（Free）、事先(Prior)和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FPIC)：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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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8 - 认证单元要负责任的使用水资源。 
 
准则 1.18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由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可获得性的变化、人口增长、城市化、收入增长和饮食变

化，对淡水的需求正在增加，农业生产是水的主要消费者。因此，对这一宝贵资源的竞争日

益激烈。重要的是，饲料制造商要意识到他们的用水情况，并采取行动提高生产过程的用水

效率。 

淡水的来源(即地表水、地下水)和当地的条件(如降雨量、生态系统的敏感性)在决定这种

资源的利用是否对自然环境有害方面非常重要。因此，用水数据应按来源报告。 
 

指标： 

指标 1.18.1 
认证单元应确定使用的所有水源，例如市政供水、地表水、地下水、海

水、采出水 114，并将其分为“淡水”和“其他水”115。 

指标 1.18.2 
认证单元应计算、记录并使用 ASC 网站上提供的模板，每年向 ASC 报告

其每一水源的用水量(以百万升/吨(总)产品为单位)/年(使用附录 2 第 A1 部

分所述的方法)。 

指标 1.18.3 
 使用水井的，应当定期(考虑到季节波动)测量和记录地下水位，每年至少

一次。 

指标 1.18.4 

在可能的情况下，认证单元应制定并实施一项节水与效率计划

(WCEP)116，旨在减少因低效操作而导致的水消耗。WCEP 应包括对负责

任实践的确认，以及在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远离不良实践和增加责任实践

的措施。 

指标 1.18.5 
根据《导水管水风险地图集》, www.wri.org/applications/maps/aqueduct-
atlas。认证单元应使用 ASC 网站上提供的模板，每年向 ASC 报告认证单

元是否在“高”或“极高”水压力地区工作。 

指标 1.18.6 

在根据导水管水风险地图集 www.wri.org/applications/maps/aqueduct- atlas，
所判定的水威胁“高”或“极高”的区域，认证单元应每年进行风险评

估 117，以评估 WCEP(1.18.4)是否包括适当措施，以尽量减少认证单元对

使用同一水源的生态系统和社区造成供水问题的风险。 

 
 

 

114 采出水：见定义清单。 
115 根据 GRI的报告要求，“淡水”被归类为≤1,000 mg/L总溶解固体，而“其他水”被归类为>1,000 mg/L总溶解固体。 
116 WCEP 应嵌入附件 7(图 4)所述的管理框架中： 

- 第一步的“意图”预先订明为“UoC因效率低下而减少耗水量”， 
- 第二步的“风险因素”预先定义为“在六年内未能达到《世界环境保护计划》的目的”， 
- “风险评估”是根据第三步进行的， 
- “措施”包括“改善做法”和“清除大部分浪费水的地方”，并按步骤 4和步骤进行， 
- 根据步骤 5a和 5b“监视”和“重复”过程。 

117 风险评估应嵌入附件 7(图 4)所述的管理框架中： 
- 因此第二步的风险因素被预先定义为“UoC导致生态系统和社区的供水问题”， 
- 按照步骤 3进行风险评估，并且 
- 在 UoC能够管理的范围内，应实施第四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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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19 - 认证单元要负责的处理废弃物。 
 
准则 1.19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有效的废弃物管理可确保高效使用资源，减少不必要丢弃的物料。它还确保含有

危险物质的废弃物得到适当处理，不会造成伤害。饲料制造商应该以减少浪费为目标，在无法

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找到重新利用或回收的方法。所有废弃物必须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储存

和处置，对含有已知对人类和环境有害物质的废弃物必须特别小心。 

 
指标： 

指标 1.19.1 
认证单元应识别产生的所有类型的废弃物 118，将其分为危险废弃物和非危

险废弃物，以及制定处置方法，以及判定现场进行回收的程度。 

指标 1.19.2 
认证单元应计算、记录并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每年向 ASC 报告其

每吨(公吨)的废弃物处理方法(使用附件 2第 A4节所述方法)。 

指标 1.19.3 

认证单元须制定并实施一份文件化的废弃物管理计划（WMP）119，旨在

尽可能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并提升资源回收。WMP 应包括对负责任做法的

确认，以及在有意义的时间表内消除不良做法和增加负责任做法的措

施。 

指标 1.19.4 认证单元应以安全的方式处理和储存化学品、危险物质和废弃物 120。 

指标 1.19.5 认证单元应说明现场的所有化学品和其他危险废弃物。 

指标 1.19.6 
认证单元须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未再用或循环再造的废弃物。禁止在认证

单元场地外的非官方地点倾倒废弃物及乱抛垃圾。 

 
 

118 废弃物：见定义列表。 
119 WMP 应嵌入附件 7(图 4)所述的管理框架中： 

- 第一步的“意图”预先定义为“UoC避免浪费并尽可能回收资源”， 
- 第二步的“风险因素”预先定义为“在六年内未能达到计划的目的”， 
- “风险评估”是根据第三步进行的， 
- “措施”包括 1)改进做法，2)减少产生废弃物，3)增加废弃物回收，4)适应活动，以无害废弃物取代有害废弃物，5)增加

负责任的废弃物处置，6)消除造成废弃物泄漏和损失的点，以及不负责的处理废弃物的行为;A)化学和危险废弃物，以及

b)已知废弃材料会造成物理伤害的非有害废弃物;例如，塑料对海洋造成的污染威胁，以及根据步骤 4和 
- 根据步骤 5a和 5b“监视”和“重复”过程。 

120 化学和危险废弃物：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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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1.20 - 认证单元负责任的处理废水。 
 
准则 1.20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如果不加以正确管理，生产水产饲料产生的废水

121
会给人类和环境健康造成问题。

因此，重要的是，饲料制造商有适当的程序，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指标： 

指标 1.20.1 
认证单元须确定所有废水来源(包括来自生产、场地径流、办公室和任何住

宿设施的废水)和排放的目的地(例如地表水、地下水、海水、市政处理设

施，按“淡水”和“其他水”分隔排放)，以及在现场进行了何种程度的处理。 

指标 1.20.2 
认证单元应计算并使用 ASC 网站上提供的模板，每年向 ASC 报告其每

个目的地每年百万升(毫升)的污水排放量(采用附件 2 第 A2 节所述方法);
记录应包括所有泄漏或意外排放的事件。 

指标 1.20.3 

认证单元应制定和实施一项污水管理计划(EMP)122，旨在减少对接收水体

在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应急方案应包括如何确认负责任

措施，以及在有意义的时间表内消除不良做法和增加负责任做法的措施。

该计划还应包括防止泄漏和应对措施。 

 
 
 
 
 
 
 
 
 

121 废水：见定义列表。 
122 EMP 应嵌入附件 7(图 4)所述的管理框架内： 

- 第 1步的"意图"预先定义为" 认证单元减少对接收水域在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 
- 第二步的“风险因素”预先定义为“在六年内未能达到 EMP 的目的”， 
- “风险评估”是根据第三步进行的， 
- “措施”包括“实践改进”、“有关物质的排放限值或最低处理要求”、“防止泄漏和应对泄漏措施”，并根据步骤

4 进行 
- 根据步骤 5a和 5b“监视”和“重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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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1.21 - 认证单元要负责任的使用能源并监测温室气体(GHG)排放。 
 
准则 1.2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生产水产饲料所使用的能源不仅会增加经济成本；还可能导致有限的自然资源耗

竭并引起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增高。科学共识是，全球气候正

在变化，而这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不断上升密切相关。水产供应链中的大多

数温室气体排放发生在饲料原料生产的上游阶段，包括为作物生产砍伐森林、农田施肥和渔

业燃料的使用。与此同时，饲料厂的直接排放通常与能源供应，尤其是化石燃料的燃烧有关。

因此，尽可能有效地使用能源以减少相关的经济和环境成本是很重要的。鼓励使用化石燃料

的替代能源。不同的能源通过燃烧燃料产生的直接排放和发电、采矿、精炼和运输燃料产生

的间接排放对环境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重要的是要将结果分解成具体的能源，包括可再生

能源在混合能源中的份额。饲料制造商应通过测量其直接业务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参与减少这

些排放的活动，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 

 
指标: 

指标 1.21.1 
认证单元应确定所有能源来源(如柴油、汽油、天然气、电力和其他能源;
指定来自国家/地区电网的电力以及来自其他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的电

力)  

指标 1.21.2 
认证单元应计算、记录并使用 ASC 网站上提供的模板，每年向 ASC 报告

其在评估年度生产的每吨(总)产品的能源消耗(使用附录 2 第 A3 节中概述

的方法)。 

指标 1.21.3 
认证单元应制定并实施一项旨在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来自可再生能源的能

源比例的能效管理计划(EEMP)123 124。EEMP 应包括如何确认负责任做

法，以及在有意义的时间表内消除不良做法和增加负责任做法的措施。 

指标 1.21.4 
认证单元应计算、记录并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公开 125向 ASC 报告)
其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CO2 当量/吨(总)产品生产/年(使用

附件 2 B 节概述的方法)。 

 
 

 

 
 

123 EEMP应嵌入附件 7(图 4)所述的管理框架内： 
- 第一步的意图预先定义为“认证单元提高能源效率和/或增加来自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比例”， 
- 第二步的风险因素被预先定义为“在 6 年内未能达到 EEMP 的目的”， 
- “风险评估”是根据第三步进行的， 
- “措施”包括在委员会认为可行的情况下，改善做法、消除大部分能源浪费点、以可再生能源取代非可再生

能源，并按第四步进行；及 
- 根据步骤 5a和 5b“监视”和“重复”过程。 

124 可再生能源：见定义列表。 
125 通过认证单元的公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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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 - 认证单元选择负责任的原料来源。 
 
准则 2.1 - 认证单元实施供应商行为准则。 

 
准则 2.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供应商行为准则是管理水产养殖饲料原料成分

126
的潜在社会环境风险的一个重要

起点。《行为准则》是促进饲料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即原料制造商及其供应制造商)就可持续发

展预期进行更多沟通的工具，因此最好予以公开。因此，《行为守则》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认

识，并确保已开始采取缓解社会环境风险的措施。相比之下，饲料厂进行的尽职调查只针对这

些风险的更迫切的问题，并要求饲料厂进行深入审查，以确保这些风险已在供应链(即原料制

造商和原材料生产商)内得到充分处理。 

 
指标: 

指标 2.1.1 
认证单元应有效实施供应商行为准则，其中至少应包括指标 2.1.3-2.1.8 中

列出的要点。 

指标 2.1.2 认证单元应公开 127提供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 

指标 2.1.3 
在供应商行为守则(指标 2.1.1)中，认证单元要求原料制造商至少要符合与许

可证和许可证有关的指标，定义如下: 
– 准则 1.1 - 执照和许可证 

指标 2.1.4 

在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中，认证单元要求原料制造商至少满足以下定

义的环境和社会相关指标: 
– 准则 1.3 (与相关劳动法的法律遵从性) 
– 准则 1.4 (强迫、奴役或强制劳动) 
– 准则 1.5 (儿童和年轻工人的保护) 
– 准则 1.6 (歧视) 
– 准则 1.7 (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 准则 1.8 (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 
– 准则 1.9 (以透明的方式与工人签订合同) 
– 准则 1.10 (法定工资) 
– 准则 1.11 (工作时间) 
– 准则 1.12 (纪律处分) 
– 准则 1.13 (工人申诉机制) 
– 准则 1.14 (良好的住宿条件) 
– 准则 1.15(社区参与) 
– 准则 1.16(土著人民) 
– 准则 1.17(符合有关环保的法律规定) 
– 准则 1.18(用水) 

 
 

126  成分：见定义列表。 
127  通过认证单元的公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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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 1.19(废弃物管理) 
– 准则 1.20(污水管理) 
– 准则 1.21(能源消耗) 
– 指标 3.4.2和 3.4.3(产品特性) 

指标 2.1.5 
在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中，认证单元表示将停止从不符合供应商行为

准则的原料制造商采购。 

指标 2.1.6 
在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内，认证单元应要求原料制造商向认证单元申

报其是否符合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128 129。 

指标 2.1.7 
在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内，认证单元应要求其原料制造商在指标

2.1.6 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时通知认证单元。 

指标 2.1.8 
在供应商行为准则(指标 2.1.1)中，认证单元应要求原料制造商向其供应商

(即采购饲料原料的制造商)传达一套意图相同的等效要求(指标 2.1.1.)。 

 
 
 
 
 
 
 
 
 
 
 
 
 
 
 
 
 
 
 
 
 

128  认证单元、原料制造商和原料制造商的供应制造商在声明是否符合供应商行为准则时应使用以下协议：2.1.3 和 2.1.4 所列的所有准
则和指标均已完全达到或已实施措施以确保达到(见附件 7，图 4，步骤 4)。 
129  换句话说，原料制造商的供应商，要向认证单元的原料制造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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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2.2 - 认证单元对原料制造商和初级原料生产商进行尽职调查。 
 
准则 2.2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尽职调查为了解水产饲料成分的来源和潜在影响提供了途径。作为第一步，饲料

制造商必须努力不断改进，以实现对其原材料来源的更大追溯性
130
。在本标准中，认证单元

必须公布其主要原料及其各自的原产国(如属海洋原料，则为原产渔业)。然后，在三年内，认

证单元必须确定其植物原料的原产地。能见度越高，饲料制造商就能对这些原料在到达饲料

制造商之前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进行更有意义的尽职调查。《供应商行为准则》涵盖了更广

泛的主题，依靠自我声明作为提高意识和与供应链合作的第一步；与此相结合的是尽职调查，

其中包括对成分制造商设施和原材料生产层面上范围较小但更严重的风险进行深入评估。 

 
指标: 

指标 2.2.1 
认证单元须要求原料制造商合作提供相关资料，以便认证单元对原料制造

商及主要初级原料生产进行尽职调查。131 

指标 2.2.2 

认证单元应保持所有原料成分 132的准确和最新清单，这些原料成分是占认

证单元收到的年度总成分重量(体积)的>1%的成分。清单应包括以下信息: 
– 原料制造商的名称及联络资料; 
– 配料的主要原料; 
– 陆上主要原料的原产国; 
– 就海洋初级原料而言，原产地为渔业或渔场。 

指标 2.2.3 
认证单元应每年公布 133所列成分、其主要原料和主要原料生产的国家/渔
业(指标 2.2.2)。 

指标 2.2.4 
认证单元应(从第二个认证周期开始)每年公布 134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的生

产区域 135。这只适用于陆地植物源成分。 

指标 2.2.5 
认证单元应针对表 1 中列出的风险因素对原料制造商进行尽职调查 136，涉

及海洋成分、植物成分 137和其他饲料成分的供应商，并要使用附录 3.138

中定义的四种方法之一。  
 
 

130 可追溯性：见定义列表。 
131 初级原料（生产）：见定义列表 
132 这排除了以下每项默认的饲料添加剂，即使它们占 UoC收到的年度总成分(重量(数量))的占比大于 1%，包括：预混料、维生素、矿
物质、微量元素、着色剂。 
133 有关供应商和/或制造商的名称或标识以及饮食配方的商业敏感信息不需要公开披露。 
134 通过认证单元的公开网站。 
135 区域：见定义列表。 
136  如果一种原料由来自多个国家/渔业(即混合批次)的主要原料组成，则风险最高的国家/渔业占主导地位。例如，从三个国家生产的小
麦中提取的小麦谷蛋白——风险最高的国家在总体风险中占主导地位。 
137 植物性成分：见定义列表。 
138 换句话说，饲料添加剂原料制造商不需要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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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2.6 
认证单元应针对表 1 中列出的风险因素对其主要海洋和植物原料的生产过

程进行尽职调查，并使用附件 3中定义的四种途径之一。139 140
 

指标 2.2.7 
在选择了“部门/渔业评估”或“原料成分制造商评估”两种途径之任一的所有

情况下，UoC 应遵循图 4 附录 7中概述的所有五个风险管理框架步骤。  

指标 2.2.8 
UoC 应拥有一套系统，以确保其仅从那些在原料制造商尽职调查结果中显

示第 2.2.5条所述风险因素较低的供应链中采购原料。141 142
 

指标 2.2.9 
UoC 应拥有一套系统，以确保仅在对各自主要原材料生产的尽职调查结果

中显示 2.2.6.所述风险因素较低的情况下，才采购海洋和植物原料。143 144
 

指标 2.2.10 
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UoC 应每年发布并向 ASC 报告已进行的尽职

调查的结果和所选择的相应途径的概述。145
 

指标 2.2.11 
在选择了路径“部门/渔业评估”或“成分制造商评估”(见附件 3)的所有情况

下，UoC 应发布并与 ASC 共享一份最新的总结报告，其中包括附件 3 中

每个路径 b 项下要求的证据。 

 
 
 
 
 
 
 
 
 
 
 
 
 
 

139 换句话说，对于非海洋和非植物原料，例如饲料，不需要尽职调查。 
140 对海洋原料的尽职调查应包括从渔业、整鱼以及副产品中提取的所有产品，但根据欧盟上岸义务保留的副渔获物除外。尽职调查不
包括水产养殖的副产品。 
141 换句话说，当所有适用的风险因素的风险都被确定为低时，尽职调查就通过了。 
142 这些规定的形象化描述见附件 5、图 1 和图 2。 
143 换句话说，当所有适用的风险因素确定为低风险时，尽职调查即通过。 
144 这些规定的形象化描述见附件 5、图 1 和图 2。 
145 在尽职调查未通过的情况下，不适用向 ASC发布和报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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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 - 认证单元记录原料投入和饲料产出。 
 
准则 3.1 -  认证单元实施一套原料成分投入和产品产出的计算系统。 

 
准则 3.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水产养殖作为更广泛的海产品部门的一部分，非常容易受到食品欺诈，特别是产品

标签错误和物种替代。除此之外，还存在与所使用的原材料来源有关的可追溯性挑战，以及与

水产养殖饲料生产相关的供应链的复杂性。 

ASC 饲料指导委员会认识到，在饲料标准发布之前，不太可能有足够数量的经可持续认

证的原材料来生产 ASC 认证的饲料。在那之前的第一步，饲料加工厂可以使用一个或两个

ASC 接受的模型，而且 ASC 饲料可能有两种形式，即根据质量平衡模型
146(包含符合条件

的
147
和不符合条件的成分

148)或者根据隔离模型
149 (只包含符合要求的原料)。然而，饲料加工

厂被鼓励采购越来越多的符合要求的 ASC 饲料原料。 

为了能够在分离模式下生产饲料，饲料加工厂需要在生产的所有阶段识别和分离符合要求

的成分和不符合要求的成分。 

为了在质量平衡模型下生产饲料，饲料厂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核算系统，以确保在质量平衡

模型下生产的合格原料的数量覆盖出料的数量。 

 
指标 3.1.1-3.1.2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指标 3.1.1 

认证单元应记录收到的所有原料，包括： 
– 供应商名称及联系方式； 
– 发货日期和实际收货日期； 
– 制造商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 原料名称/唯一标识符； 
– 唯一的批号/批号； 
– 主要原材料生产的国家(和指标 2.2.3和 2.2.4 所要求的区域)或渔场； 
– 收到的数量(公斤或吨)； 
– 不论成分是否来自或包括转基因物质； 
– 成分是否含有抗生素，如果含有，包含水平(mg或 g/kg)； 
– 适用的保管链认证的有效性； 
– 原则 5 所界定的海洋可持续发展类别 
– 两类植物性成分的合法砍伐森林/转化的风险： 1 ) 大豆和油棕榈

衍生成分，以及 2 ) 含量最高的植物成分。  

 

146  质量平衡模型：见定义列表。 
147  符合要求的成分：见定义列表。 
148  不符合要求的成分：见定义列表。 
149  隔离模型：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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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3.1.2 

认证单元应记录所有发货产品 150，包括： 
– 客户名称和地址； 
– 发货日期和实际发货日期； 
– 产品名称/唯一标识符； 
– 发送数量(公斤或吨)； 
– 产品是否来自或包含转基因物质； 
– 产品是否含有抗生素，如果含有，包含水平(mg或 g/kg)； 
– 是否在 ASC分离模式下发货； 
– 产品是否在 ASC质量平衡模型下发货； 

 

指标 3.1.3和 3.1.4 的范围-仅使用分离模型的认证单元 
 

指标 3.1.3 
认证单元应有文件化的可追溯系统，确保记录原料的识别信息；这应包括在

接收期间的原料，以及其生产的任何产品，通过认证单元的所有环节的发货

情况。 

指标 3.1.4 
认证单元应设置系统，确保 ASC 合格成分和不合格成分在接收至认证单元

分发货的所有阶段都保持分离，以防止混合。 

 
 
 
 
 
 
 
 
 
 
 
 
 
 
 
 
 
 
 
 
 
 
 
 
 
 

 

150 产品：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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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3.2 - 认证单元要确定合格成分并计算其合格成分质量平衡总量 

指标 3.2.1和 3.2.4 的范围-仅使用质量平衡模型的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为了符合本标准中的可持续性指标，需要对进入磨粉机的原料进行准确的分类。

并非所有可由认证单元溯源的原料都计入合格成分质量平衡总量。本准则中的指标规定了此计

算的要求。 

指标： 

指标 3.2.1 
认证单元应根据附件 5 的说明确定哪些成分是合格成分，并计算合格成分质

量平衡总量，记录计算步骤的细节。 

指标 3.2.2 认证单元应每年进行质量平衡计算，为期 12个月，从 1月到 12 月
151
。 

指标 3.2.3 

认证单元应评估在原料用于生产最终产品之前加工原料是否可能导致原料收

到时间和使用时间之间的重量(体积)变化 152超过 5%。如果是，则应确定并

记录用于预处理的重量(体积)差值，并考虑用于计算合格成分质量平衡总

量  
指标 3.2.4 

认证单元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对每年在质量平衡模型下的产品销

售总量进行报告。 

指标 3.2.5 的范围-仅使用分离模型的认证单元 

指标： 

指标 3.2.5 认证单元应使用 ASC网站的模板，每年报告隔离模式下的产品销售总量。 
 

 

准则 3.3 - 认证单元对产品正确使用标签。 

指标 3.3.1 的范围-仅使用质量平衡模型的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为了鼓励 ASC 饲料标准的实施，认证单元只能将其产量的一部分作为 ASC 合格

饲料出售。这个标准的最初版本允许制造商在两个模型之间选择：ASC 分离模型和 ASC 质量

平衡模型。本标准中的指标规定了可根据所使用的类型对最终产品进行标签(或标识)的要求。 

 注：两种类型都可以在认证单元随时使用。 

指标： 

指标 3.3.1 
UoC 应使用允许的饲料声明来标识在质量平衡模型下销售的产品，包括应

用的模型(即质量平衡)。不得使用 ASC标志。 

指标 3.3.2 的范围-仅使用分离模型的认证单元 

指标： 

指标 3.3.2 
UoC 应根据证书附表中列出的饲料名称，使用一个不同的饲料名称来识别

在分离模式下销售的产品，然后是允许的饲料声明，包括应用的模型(即分

离)。可使用 ASC 商标，但须符合条件。 

151  其他的物质平衡计算方法将被 ASC审查，并可能在未来被接受。 
152  例如，由于提取或添加水，或清除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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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3.4 - 认证单元对产品特性是透明的。 
 
准则 3.4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氮和磷会成为未被食用的饲料和代谢副产物被释放到养殖场周围的水域。如果管理

不当，这可能导致海洋和底栖生态系统发生重大变化。饲料公司可以帮助他们的客户更好地了

解他们的饲料对当地环境的潜在影响，通过向他们提供一个基于他们的饲料的营养含量的营养

排放的估计。虽然允许在饲料中使用转基因生物，但必须公开。转基因植物通常用于世界各地

的水产养殖饲料和动物饲料，但一些消费者和零售商希望能够识别转基因食品，包括养殖鱼类，

或喂养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必须向客户提供使用转基因生物的文件。该要求确保了饲料中任何

转基因材料(成分>0.9%)的透明度，以支持零售商和消费者的知情选择。 

 
指标： 

指标 3.4.1 认证单元应根据要求提供可核实的支持文件，向产品的所有 153买家披露每

种饲料产品的氮(N)和磷(P)含量(以千克/吨产品或克/千克产品为单位)。 

指标 3.4.2 认证单元应披露 154每种产品的转基因生物(GMO)155或由 GMO 生产的成

分 156，对所有买家 157公开该信息。 

指标 3.4.3 认证单元应向产品的所有 158买家披露每种产品的活性化合物和添加抗生素

或其他添加药用饲料添加剂的含量(以毫克或克/公斤产品为单位)。 

指标 3.4.4 认证单元应向获得 ASC 认证的养殖场和申请 ASC 认证的养殖场披露每种饲

料产品中全鱼海洋成分含量 159的相关信息。 

 
 
 
 

 

 

153 所有买家也包括非 ASC养殖场。 
154 允许在非转基因食品或饲料来源中偶然或偶然存在转基因物质的阈值为 0.9%。参考文献:欧盟法规 1830/2003，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可
追溯性和标签以及由转基因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饲料产品的可追溯性。 
155 转基因生物：见定义列表。 
156 适用于欧盟法规 1830/2003 中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可追溯性和标签以及转基因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饲料产品的可追溯性所定义的宏观成
分。 
157 所有买家也包括非 ASC养殖场。 
158 所有买家也包括非 ASC养殖场。 
159 ASC养殖场标准中 FFDR(饲料鱼对鱼粉/鱼油的依赖比)和 FFER(鱼饲料转化率)的计算需要这些信息。本指标仅适用于 ASC认证养殖

场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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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4 - 认证单元选择负责任的海洋原料来源  
准则 4.1 -  认证单元提高了其(全鱼)海洋原料成分的整体可持续性水平。 

准则 4.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海洋成分在水产饲料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们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鉴于

这一关键作用，可以预见，尽管存在环境和社会问题，海洋原料仍将是全球饲料原料供应的一

部分。ASC 认识到这一点，并寻求激励渔业和海洋原料生产行业，以随着时间推移提高渔业供

应链的可持续性，作为解决和减少负面影响的有效方法。 
鉴于(饲料)渔业在可持续性绩效方面的全球差异，已经开发了一个改进模型(“多数可持续

性水平”)，其中确定了四个可持续性水平(可持续性水平 L1 - L4；见附件 4)。改良模式适用于大

部分(50-100%)全鱼海洋原料。少部分(0-49%)可以分配给任何剩余级别或其组合。这种灵活性

确保了参与改进计划的渔业供应能够保持市场准入，这是持续改进的关键激励因素。总体而言，

“大多数可持续性水平”调和了全球(饲料)渔业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不可否认的差异和挑

战，但也使饲料制造商能够按照单一的全球模式推进其个别采购改进。 
饲料制造商根据他们最近的全鱼海洋原料采购情况，可以以任何确定的表现水平进入改进

项目。从这里开始，全鱼海洋原料的多数可持续性水平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多数量每三

年提高一个水平)。 

ASC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饲料中海洋成分 100%来自 MSC 认证或同等的认证，正如水

产养殖对话框架所陈述的那样。因此，这将成为修订后的“多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第五个水平。

审查第五层的可行性将通过标准修订程序并在仔细考虑需求量和供应的基础上确定。将以同样

的方式审查质量平衡的使用，并在适当和可行时考虑过渡到隔离供应模式。 

指标： 

指标 4.1.1 
认证单元应确定收到的海洋原料

160
的数量，包括鱼类副产品

161
和整鱼，根据

表 2 中的类别 1-4 对整鱼原料进行评分，并据此计算认证单元的多数可持续

性水平(MSL)(附件 4)。 

指标 4.1.2 
对于初始审核，认证单元应计算其入门级(EL)。EL 是初始审核前 24 个月的

MSL。 

指标 4.1.3 认证单元应在初始认证周期内保持其 MSL，至少与 EL(附件 4)162相同。 

指标 4.1.4 
认证单元应在每一个后续的证书周期中增加其 MSL，至少比前一个证书周

期的水平高一级 163(附件 4)。 

指标 4.1.5 
认证单元应计算并报告 ASC，并公布 164每个证书周期的多数可持续性水平

(MSL)。 

指标 4.1.6 
认证单元应计算、向 ASC 报告并公布 165其在上一个认证周期中使用的海洋

成分的数量。 

160 海洋成分：见定义表。 
161 海洋副产品：见定义表。 
162 只要 UoC能够在初始审核期间证明，在初始认证周期的第一年，系统已经就位，可以转移到 MSL 1，就可以在 MSL基线(附件 4)上
提供 EL。 
163 如果 UoC能够证明它的海洋成分依赖于一个渔场，而且不可能转移供应链，那么饲料制造商被允许在目前的总体海洋可持续性水平
上延长其周期，最长为 3 年，以符合 FIP 进展轨迹。支持证据(渔业供应、fip 进展状况和预计完成时间)应作为 ASC 审核报告的附录。 
164 通过认证单元的公开网站。 
165

通过认证单元的公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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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5 - 认证单元选择负责任的植物原料来源。 
 
准则 5.1 - 认证单元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森林砍伐/无林业转换的供应链。 

 
准则 5.1 适用范围 - 所有认证单元 
基本原理 – 水产养殖业在全球农业产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然而，全球水产饲料原料总量

的 75% 166来自农业。这使得水产养殖饲料行业与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密不可分。 

农业的一个主要关切是通过砍伐
167(热带和温带)森林和改变

168
其他自然生态系统

169(如大

草原和草原)来扩大农田。其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 15 明确解决了这

一关键关切，该目标包括“保护、恢复和促进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
170
，制止生物多样性丧失”。 

森林砍伐和土地转换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吸收和锁定二氧

化碳起到碳汇的作用。此外，这些生态系统为许多物种提供了栖息地，从而有助于保护生物多

样性，有助于区域气候控制，如果管理得当，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 

2016 年底，一个多元化的联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加快进展，并改善对公

司保护森林、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权承诺的问责制。认识到需要缩小承诺和结果之间的差距，该

联盟的成员发起了问责框架倡议(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initiative  - AFi)171。 

ASC 认证的饲料制造商通过公开承诺和随后的公共行动计划，为全球减少森林砍伐和土

地转换的努力作出贡献，向无森林砍伐和土地转换的供应链过渡。为此制定的要求与 AFi 的原

则一致。 

作为一个额外的目标，鼓励认证的饲料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使供应商成为森林砍伐和无

转化的供应商。 

在许多主要原料生产国，大豆和油棕的生产与相当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有关。由于这两种

作物都用于生产用于水产饲料的原料，因此通过本标准明确解决了这些问题。附件 6中定义的

保证程序旨在确保大豆和棕榈油成分来自任何土地转换和森林砍伐地区的风险很低。保证程序

还鼓励生产者与供应链合作，以确保饲料加工厂使用的大量植物原料的土地转换和森林砍伐都

处于低风险，并鼓励生产者对所有其他植物原料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166  Tacon, A.G.J.; Hasan, M.R.; Metian, M. 《养殖鱼类和甲壳类饲料原料的供需趋势与展望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Paper 
No. 564. FAO, 2011. 87 http://www.fao.org/3/ba0002e/ba0002e.pdf 
167  毁林：见定义清单。 
168  转换：见定义清单。 
169  自然生态系统：见定义清单。 
170  退化：见定义清单。 
171  www.accountability-frame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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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 5.1.1 

认证单元应作出公开承诺 172，为其所有植物成分(类别 1-3)的采购过渡到

不砍伐林业 173和非转换林业 174的供应链。公开承诺应包括： 
- 有关停止林业砍伐和转换林业的供应链截止日期 175，不迟于 ASC 饲

料标准 v1.0 发布的月份。 

指标 5.1.2 

 认证单元应将其工厂供应链分为以下几类： 
类别 1: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成分(即从大豆油和棕榈油中提取的成分)， 
类别 2:产量最高的植物成分 176， 
类别 3:其他植物成分。 

指标 5.1.3 
认证单元应在其所有植物原料供应链的植物原料生产层面评估合法砍伐森

林和土地转换的风险，优先考虑 1)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成分(即从大豆和棕

榈油中提取的成分)，以及 2)其最高产量的植物成分。 

指标 5.1.4 认证单元也应对类别 3 其他植物成分(5.1.2)的工厂供应链进行分析；但并

不强制认证单元为了获得认证或保持认证而必须这样做。 

指标 5.1.5 
认证单元应使用以下四种途径中的一种来确定合法砍伐或转化的风险

水平：1)国家计分卡，2)地方/部门评估，3)成分制造商评估，或 4)
认证(定义见附件 6)。 

指标 5.1.6 
在选择“地方/行业评估”或“成分制造商评估”(见 5.1.5)两种途径之一的所有

情况下，认证单元应当遵循图 4 附录 7 中概述的风险管理框架的一般流

程。 

指标 5.1.7 

认证单元应在初始审核后的 1 年内，制定一项公众行动计划
177
，以实现对

1)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成分(即从大豆和棕榈油中提取的成分)和 2)其产量

最高的植物成分的承诺，其中包括: 

-时间表和目标日期
178
； 

-能够客观评估的定量和地理上的具体
179
目标和里程碑。 

指标 5.1.8 认证单元应拥有一个系统，以确保其仅从其向不砍伐森林和无转换供应链

过渡的公开承诺所涵盖的供应链体系采购植物成分(见 5.1.1)。
180
 

 
 

172 该承诺适用于 UoC生产的水产饲料。  
173 无砍伐：见定义列表。 
174 无转换：参见定义列表。 
175 截止日期：见定义清单。 
176 最大数量的植物成分：这适用于如下成分，这些成分构成了总植物成分的大部分，即≥50%。最高数量的单个植物成分构成了整体

的大部分体积。 
177 这计划不适用于 1)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成分(即从大豆油和棕榈油中提取的成分)和 2)最高量植物成分已被证明是低风险的，也不适

用于 3)其他植物成分。 
178 目标日期：见定义列表。 
179 至少在国家一级。适当的地理规模需要与风险水平相匹配。 
180 这些要求可以在附件 5，图 2 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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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5.1.9 

对于类别 1) 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成分(即从大豆油和棕榈油中提取的成分

和类别 2) 最高量的植物成分，认证单元应拥有一套系统，以确保其仅来源

已证明具有低风险的植物成分，或正在实施行动计划以实现低风险(见
5.1.7)。 

指标 5.1.10 
对于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类别 1）成分(即从大豆油和棕榈油中提取的成

分)，认证单元应该有一个系统来确保只使用具有低风险的合格成分 181来

作为原料的植物成分。182 

指标 5.1.11 
认证单元应每年公开报告其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报告应包括针对公共行

动计划中要量化和在地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各项工作 (见 5.1.7)。 

指标 5.1.12 
认证单元应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每年发布并向 ASC 报告确定的低

风险植物成分概述和选择的相应途径。 

指标 5.1.13 
认证单元应至少参与一个推动向无转换供应链过渡的多利益相关方平

台。183 
 
 
 
 
 
 
 
 
 
 
 
 
 
 
 

181 合格成分：见定义表。 
182 这并不适用于类别 2)最高量的植物成分或类别 3)其他植物成分。 
183 比如：《塞拉多宣言》。(https://cerradostatement.fair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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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首字母缩写、定义和口头形式使用的列表 
 
首字母缩写列表 

 
AB Accreditation Body 认可机构 

Afi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initiative 问责制框架计划 

ASC 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 

ASI Assuranc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国际保险服务 

CAB Conformity Assessment Body 合格的认证机构 

CAR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Requirements 认证及认可要求 

CASS Conservation Alliance for Seafood Solutions 海鲜解决方案保护联盟 

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C CC Chain of Custody Code of Conduct 监管链行为准则 

D/C Deforestation and Conversion 森林砍伐和转换 

DD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 

EL Entry Level 入门级 

EEMP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Plan 能源效益管理计划 

EMP Effluent Management Plan 废水管理计划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 

FAO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IP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 渔业改进项目 

FPIC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免责、事先和知情同意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HG Greenhouse Gas 温室气体 

GM / 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转基因/转基因生物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EAL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creditation and Labelling (Alliance) 

国际社会及环境认证及标签(联盟)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LLA  Logo Licence Agreement   商标许可协议 

IM  Ingredient Manufacturer 原料成分制造商 

MJ  megajoules 兆焦耳 

ML megalitres 兆升 

MSC MSL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ajority Sustainability 
Level 

海洋管理委员会多数可持续发展水

平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非政府组织 

OHCHR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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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Plan-Do-Check-Act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 

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个人防护设备 

RUoC Requirements for the Unit of Certification 认证单位的要求 

SDG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t Tonne (1,000 kg) 每吨(1000 千克) 

ToC Theory of Change 变革的理论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DHR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世界人权宣言》 

UoC Unit of Certification 认证单元 

WCEP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fficiency Plan 节约用水和提高效率计划 

WMP Waste Management Plan 废弃物管理计划 

 
定义列表 
 
注：ASC 目前正在开发一个 ASC 词汇数据库。在此操作之前，UoC 将使用下面的定义列表。 

 
术语 定义 参考 

Aquaculture 
水产养殖 

水产养殖是水生生物的养殖，包括鱼类、软体动

物、甲壳类动物和水生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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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免受捕食者的侵害等。养殖还意味

着个人或公司拥有被养殖的生物。 

FAO 

Aquaculture feed / 
aquafeed 
水产饲料 

用于喂养水产养殖品种的饲料(见定义)。 ASC 

Aquaculture 
sector 
水产养殖板块 

代表一组具有共同属性的行业(如:饲料行业、养殖

业、加工业等)和市场(如:水产养殖产品)。 ASC 

Basic needs 
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要素是人类满足基本需求和过上体面生活所必

需的。通常，清单包括基本商品，如食物、衣服和

住所，以及基本服务，如获得饮用水、卫生设施、

教育、医疗设施和公共交通。 

ILO 

Chemical and 
Hazardous waste 
化学及危险废弃物 

化学和危险废弃物： 
- 由有害化学品产生的废弃物或具有对人类健康或

环境(空气、土壤、水)有潜在危险或有害的性质

的废弃物。  
- 危险废弃物是浪费,拥有的任何特征中包含附录

巴塞尔公约 III,或由国家立法被认为是危险的。. 

ASC 

GRI (全球报告

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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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儿童 

任何年龄低于 18 岁以下的人(或国家法律规定的法

定成年年龄，如果该年限更高)。 
ILO (no. 182 – 
Article 2) 

Child labour, 
including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童工，包括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 

童工： 
任何由孩子承担的工作，是指： 

– 对儿童在精神、身体、社会或道德上有危险

和有害的；以及 
– 妨碍他们的学业: 

o 剥夺他们上学的机会； 
o 迫使他们过早地离开学校：或 
o 要求他们尝试把上学和过长、过

重的工作结合起来。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 一切形式的奴役或类似于奴役的做法，例

如买卖和贩卖儿童、债务奴役和农奴制以

及强迫或强制劳动，包括强迫或强制征召

儿童用于武装冲突； 
– 利用、收买或提供儿童使其卖淫、制作色

情作品或从事色情表演； 
– 利用、收买或提供儿童从事非法活动，特别

是生产和贩运有关国际条约所界定的毒品； 
根据工作性质或工作环境可能损害儿童健康、安全

或道德的工作。 

ILO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集体谈判权 

雇主和雇员组织之间的自愿谈判，以集体(书面)协议

的方式确定雇用条款和条件。 ASC 

Commodity trade
商品贸易 

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这些货物是原材料或部分精

炼的材料，其价值主要反映发现、收集或收获这些

货物的成本;它们被加工或合并成最终产品。 
水产饲料行业内交易的商品有谷物、油脂类和海洋

原料。 

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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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转换 

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向另一个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或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结构或功能方面发生

的深刻变化。 
注： 

– 砍伐森林是一种转化(自然森林的转化)形
式。 

– 转化包括严重退化或引入了管理措施，导致

生态系统以前的物种组成、结构或功能发生

实质性和持续的变化。 
– 对符合这一定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无

论是否合法，都被视为转换。 

AFi 

Conversion-free 
免转换 

不造成或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转变的商品生产、采

购或金融投资(按问责框架定义)。不转换是指没有自

然生态系统的整体转换。 
“不存在转换 ”和“免转换”被用于支持“零转

换”，因为“零”可能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方法，这

可能与为了促进最佳的保护和生产结果而有时需要

在场地水平上容纳最低程度的转换的需求相冲突。 

AFi 

Customary rights 
习惯权利 

由于长期不断重复的习惯或习惯行为而产生的权

利，通过这种重复和不间断的默许，在一个地理或

社会单位内获得了法律的效力。 

FSC (森林管

理委员会) 

Cut-off date 
截止日期 

 (与不毁林承诺有关)：特定区域或生产单元受到森

林砍伐或转换的影响之后的日期，直到不砍伐森林

或不转换的承诺没有受到遵守之后。  
AFi 

Deforestation 
毁林 

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天然林损失:㈠转为农业或其他

非森林土地用途;(二)转为人工林;(三)严重和持续的

退化。 
注： 

– 这一定义适用于不砍伐森林供应链承诺，一

般侧重于防止天然林的转化。 
– 严重退化(定义中的情形三)造成毁林，即使

该土地随后没有被用于非森林类土地使用。 
– 符合这一定义的天然林损失即被认为是森林

砍伐，无论是否合法 
– 问责制框架对毁林的定义是指天然林的“毁林

总量”，其中“总量”指的是“聚合;不扣除重新

造林或其他补偿的总量”。 

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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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orestation-free 
免毁林 

没有造成或促成毁林的商品生产、采购或金融投资

(按问责框架的定义)。 
注： 

– 不毁林是指不大规模砍伐天然林，问责框架

将其作为企业和供应链在这一主题上的适当

政策和目标。 
– 在问责框架内，毁林是指天然林的丧失(见毁

林的定义)。 
– AFi 认可高碳储量方法(HCSA)为在热带地区

实施不毁林的实用工具，前提是该工具已经

得到验证。 
– “不毁林（no-deforestation）”和“免毁林

（deforestation-free）”被用于支持“零砍伐

森林”,因为“零”可以意味着一个专制的方法有

时可能与需要适应最低级别的转换在站点级

别的利益促进最佳的保护和生产结果。 

AFi 

Degradation 
退化 

自然生态系统内的变化，对其物种组成、结构和/或
功能产生显著和负面影响，并降低生态系统在提供

生产力、支持生物多样性和/或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方

面的能力。 
如果有以下情况，退化可被视为转化： 

– 是大规模的、渐进的或持久的； 
– 改变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使其不

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或 
– 导致土地用途的变化(例如，农业或非自然森

林或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用途)。 

AFi 

Disciplinary 
practices 
纪律实践 

一种处理引起问题或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的员工的

方法。 
ASC 

Discrimination 
歧视 

任何能使机会或待遇平等原则变得无效或受到损害

的区别、排斥或偏爱。并非所有的区别、排斥或偏

爱都构成歧视。对来自某些代表性不足群体的人的

积极歧视在某些国家可能是合法的。 

ASC 

Effluent 
废水 

流入河流、湖泊或泻湖等水体或下水道系统或水库

的液体废弃物。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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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le 
Ingredients 
合格的成分 

合格成分是指使用质量平衡模型时计入“质量平衡合

格体积”的成分(包括添加剂)，以及使用分离模型时

产品中包含的成分(包括添加剂)。 
ASC 

Non-eligible 
Ingredients 
不合格成分 

认证单元也可以采购不合格的成分，但不能计入质

量平衡模型下的质量平衡合格数量，也不适合用于

隔离模型下生产的饲料(另见“合格成分”的定义)。 
不合格的成分可以用于非 ASC认证的饲料中。 
不合格的成分不同于不允许的成分，因为不允许

的成分是不能被认证单元采购的。 

ASC 

Employee 
雇员 

在口头或书面的(分)雇佣合同下工作的人，通常为工

资或薪金，职位低于行政级别。这包括兼职合同。 
其他常用的术语，如蓝领和白领员工、工人、移民

工人、青年工人、季节性工人、劳动者，都包括在

“雇员”一词中。 
员工在执行层面,换句话说,员工因其位置和责任而具

有更高的管理角色并产生深远的决策权力,且参与对

公司结构、业务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过程的,
不包括在术语“雇员”范围内。例如，首席执行

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营销官可以被

认为是执行层的一部分，而董事、经理和部门主管

则不被认为是执行层的一部分。 

ASC 

False 
Apprenticeship 
Scheme 
虚假的学徒计划 

按学徒条款雇用雇员，而不订明学徒条款或合约下

的工资。如果学徒制的目的是低薪、逃避法律责任

或雇佣未成年员工，那么它就是一种“虚假”的学徒

制。一个虚假的学徒缺乏下列的一个或多个要素： 
- 获得新技能和新技术知识的培训计划， 
- 为新工作地点积累实际经验， 
- 在行业环境中练习新技能的机会。 

ASC 

Family contracting 
家庭承包 

在与一名家庭成员订立就业安排的情况下，其他家

庭成员为认证单元工作，但他们本身并不被承认为

雇员。 
通过这种方式，员工的配偶、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

被迫工作。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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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 
饲料 

任何一种或多种用于直接喂给食用动物的原料，无

论是已加工的、半加工的或未加工的。 
在一些国家法律法规中，如有添加了药物的情形，

上述定义就不能用于定义饲料。因此，在标准中，

“产品”一词经常被用来代替“饲料”一词，以涵盖饲料

加工厂生产的所有产品，目的是喂给食用动物，即

使添加了药物。 

IFIF 
(国际饲料工业

联合会) 
 
ASC 

Feed ingredient 
饲料成分 

构成饲料的任何组合或混合物的组成部分或成分，

不论其在动物的饮食中是否具有营养价值，包括饲

料添加剂。原料来自植物、动物或水生植物.  
IFIF 

Feed 
manufacturer 
饲料工厂 

为水产养殖生产饲料的工厂(或“作坊”)。 ASC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免责、事先和知情

同意 

一种法律条件，在此条件下，一个人或社区可以被

称为在一项行动开始之前就表示同意，此同意是建

立在明确了解和理解该行动的事实、影响和未来后

果的基础上，并在作出同意时掌握所有有关事实。

免责、事先和知情的同意包括授予、修改、拒绝或

撤回批准的权利。 

OHCHR 

Forced, bonded, 
compulsory 
labour 
强迫，奴役和强制

劳动 

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的威胁下被迫从事并不是自

愿提供的所有工作或服务。 
来自 ILO 的定

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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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 
转基因生物 

一种生物体，除人类外，其遗传物质以一种非通过

交配和/或自然重组而自然发生的方式被改变。 
 
转基因技术包括： 

– 核酸重组技术，将以任何方式在生物体外部

产生的核酸分子插入任何病毒，从而形成新

的遗传物质组合;细菌质粒或其他载体系统，

以及它们与宿主生物的结合，在宿主生物中

它们不是自然发生的，但它们能够继续繁

殖； 
– 将在生物体外制备的遗传物质直接导入生物

体的技术，包括微注射、宏观注射和微包

封； 
– 细胞融合(包括原生质体融合)或杂交技术，

即通过两个或多个细胞的非自然融合方法，

使活细胞与可遗传遗传物质的新组合形成。 
 
不被认为会导致基因改造的技术，条件是它们不涉

及使用重组核酸分子或由上述技术/方法制成的基因

改造生物体： 
– 体外受精； 
– 自然过程，如：接合、转导、转化； 
– 多倍体诱导。 

EU – Directive 
2001/18/EC 
(Article 2 and 
附录 I) 

Grievance 
不满 

就业方面的申诉是指通过确定的程序发出的明确

的、正式的员工申诉通知。 
ASC 

Grievance 
mechanism 
申诉机制 

申诉机制是一种正式的申诉程序，工人可以用它来

解决申诉。 ASC 

Harassment 
骚扰 

旨在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心理、性或经济伤害的

不可接受的行为和做法或其威胁，无论是单一事件

或重复发生。这包括因其性别而针对他人的骚扰，

或不成比例地影响某一性别的人，并包括性骚扰。 

改 编 自 ILO
《暴力和骚扰

公约》2019 

Hazard 
危害 

对人的健康造成伤害或损害的内在可能性(例如，无

法安全处理重型机械和无保护地接触有害化学品)。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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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ous work 
危险工作 

工作的性质或工作环境可能对雇员的健康、安全或

道德造成潜在危害的工作，特别是在没有特定技

能、经验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例如，这包括与人

的体型不成比例的重物搬运、操作重型机械、接触

有毒化学物质。 
危险工作是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的一个例子。 

ASC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贩卖 

以威胁、武力、欺骗或者其他形式胁迫的方式招

收、转移、窝藏或者接收人员，以达到剥削目的。 
ILO 

Incineration  
焚烧 

在高温下对废弃物的受控燃烧。 
GRI, 306 
废弃物 

Indigenous 
peoples 
原住民 

考虑到原住民的多样性，联合国系统的任何机构都

没有采用“土著”的官方定义。相反，系统基于以下内

容发展了对这个术语的现代理解： 
– 在个人层面自我认同为原住民，并被社区接

受为其成员。 
– 殖民前和(或)移民前社会的历史连续性。 
– 与地区及周边自然资源紧密联系。 
– 不同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 
– 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信仰。 
– 形成社会非主流群体。 
– 决心维护和复制他们祖先的环境和系统，使

其成为不同的民族和社区。 
多年来，“原住民”一词一直是一个通用术语。在一些

国家，可能会有其他词语的偏好，包括部落，第一

民族/国家，土著，民族群体，adivasi和 janajati。 

联合国 

Ingredients 
材料成分 

就本标准而言，“成分”一词包括海洋成分、植物

成分、饲料(如陆地动物、藻类、昆虫类)和饲料添

加剂(即预混料、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着色

剂)，除非在指标中另有定义。其他饲料添加剂不包

括在这个术语中，例如药品。 

ASC 

Ingredient 
manufacturer 
原材料成分工厂 

生产饲料的生产商所使用的原料材料的公司/设施。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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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only 
contracting 
arrangements 
劳动承包合同 
 

雇用雇员而没有建立正式雇佣关系的做法，目的是

避免支付正常工资或提供法律要求的福利，如健康

和安全保护。 
ASC 

Landfilling 
填埋 

固体废弃物在工程处置地点的地面以下或地面以上

的最后存放 
废弃物  
GRI,306 

Legal tender 
法定货币 

可以在一个国家正式使用的货币。 剑桥词典 

Light work 
轻量工作 

13 至 15 岁儿童从事的不太可能对其健康或发育有

害的工作；不妨碍他们上学，不妨碍他们参加主管

当局批准的职业指导或培训方案，不妨碍他们从所

接受的指导中获益的能力。 

ILO ( 第  7 章

138条) 

Living wage 
生活工资 

根据工作地点附近的当地价格，工人在一个标准工

作周内的劳动能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平均基本需求的

工资。 
ASC 

Management 
System 
管理系统 

管理体系是一套政策、过程和程序，为计划和实施

ASC 的要求，包括定期审查和必要时修订管理体

系，以达到有效遵守本标准的目的。 
ASC 

Marine  
by- products 
海洋副产物 

1) 在加工供人食用的海产品、饲料原料、食品补充

剂(如 omega - 3)或类似产品时未使用的部件(如
内脏、骨架、头部)。海洋成分可能来自渔业或

水产养殖。 
2) 此外，这包括在欧盟规定的上岸义务下保留的全

鱼兼捕物。 

ASC 

Marine ingredient 
海洋成分 

来自水生生物(海洋和淡水-捕捞和养殖场)的成分，

如鱼、磷虾、鱿鱼和贝类。从(微)藻类中提取的成

分不属于这个范围。 
ASC 

Mass Balance 
Model 
质量平衡模型 

当使用质量平衡模型时，产品或饲料不一定只由合

格的成分组成。相反，认证单元有一个会计系统，

确保输入“合格成分”的数量与输出产品的数量相

等。 
在设施内，计入质量平衡合格总量的合格成分可以

与不合格成分混合，这两种成分不需要分离。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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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abuse 
精神虐待 

以故意使用权力为特征，包括语言辱骂、隔离、性

骚扰或种族骚扰、恐吓或威胁使用武力。 
ASC 

Migrant worker 
移民工人 

将在非本国国民的国家从事、正在从事或已经从事

有报酬活动的人。 
OHCHR 

Minimum wage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是法律允许的最低时薪。 ASC 

Natural ecosystem 
自然生态系统 

一个在物种组成、结构和生态功能方面基本上相似

的生态系统，一个在没有重大人类影响的特定区域

内存在的生态系统。这包括人类管理的生态系统，

其中有许多自然物种组成、结构和生态功能。 
 
自然生态系统包括： 

– 主要是“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近期历史

上没有受到重大人类影响； 
– 在过去受到重大影响的再生自然生态系统(例

如农业、畜牧业、植树造林或集约采伐)，但

主要影响原因已停止或大大减少，生态系统

已达到物种组成、结构、与以前或其他当代

自然生态系统相似的生态功能； 
– 有管理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许多可称为“半

自然”的生态系统)，其中大部分生态系统的

组成、结构和生态功能都已存在;这包括有管

理的自然森林以及在历史上曾被牲畜放牧的

原生草原或牧场； 
– 因人为或自然原因(例如收获、火灾、气候变

化、入侵物种或其他)已部分退化的自然生态

系统，但土地尚未转换为其他用途，生态系

统的大部分组成、结构、生态功能仍然存

在，或有望通过自然或管理进行生态恢复。 

AFi 

Plant-based 
ingredient 
植物性成分 

从农产品(农作物)中提取的成分。例如，原料来自:

大豆、玉米、小麦、大米、油棕、油菜籽/油菜、大

麦、黑麦、亚麻籽、羽扇豆、豆类、向日葵。 

ASC 

Premium rate 
加班费率 

高于正常工作周工资的工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

行业标准。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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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xes 
预混料 

预混料是指饲料添加剂或一种或多种饲料添加剂与

作为载体的饲料或水的混合物，不用于直接喂养动

物。 

FEFANA   (欧
盟特种饲料配

料及其混合物

协会) 

Primary raw 
material 
初级原材料 

未经加工的农、渔业产品。主要原料包括:(整)鱼、

磷虾、鱿鱼、大豆、玉米、小麦、大米、油棕、油

菜籽/油菜、大麦、黑麦、亚麻籽、羽扇豆、豆类、

向日葵。 

ASC 

Primary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初级原料生产 

农业生产主要原材料，即农业、水产养殖或渔业。 ASC 

Produced water 
采出水 

由于开采(如原油)、加工(如甘蔗压榨)或使用任何

原材料而进入组织范围内的水，因此必须由该组织

管理。 
注:本定义基于 CDP, 《CDP 水安全报告指南》

2018 年。 

GRI 303: 
水和废水

2018 

Product 产品 见“饲料”的定义。  

Recommendation 
建议 

一种表达建议的可能的选择或行动，认为特别合

适，但不一定提及或排除其他的表达方式。 

注 2：在否定形式中，推荐是指不推荐建议的可能

选择或行动方针，但不禁止。 

ASC 

Recycling 
循环利用 

对已成为废弃物的产品或产品部件进行再加工，以

制造新材料。 
GRI 

Region 
区域 

一个地理区域，所有的养殖场都可能是一种确定的

初级原料的来源。 
ASC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可再生能源 

从可再生资源中收集的能量，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

自然地得到补充。例如:风能、太阳能、水能、潮汐

能和地热能。 
ASC 

Requirement 
要求 

一种表达要实现的标准的表达方式。“可能”一词

用于允许但不是必须的情况，例如对主要要求的另

一种方法。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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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se 
重利用 

检查、清洗或修理已成为废弃物的产品或产品部

件，使其准备投入与其最初设想的目的相同的用

途。 

编辑自 GRI, 306

“废弃物” 

Risk Assessment 
风险评估 

为了达到这些标准的目的，风险评估指的是图 4(风
险管理框架)中概述的过程的第三步(附录 7). 

ASC 正在制定一个环境和社会风险框架。在特定的

要求出台之前，认证单元应遵循风险管理框架的一

般流程大纲，参见附录 7 图 4。 

ASC 

Segregation 
Model 
隔离模型 

当使用隔离方法时，输出产品(或饲料)由合格的成

分组成。因此，工厂内需要一个可追溯系统，以识

别和保持合格成分与未被归类为“合格成分”但可能

由认证单元带到现场的原料成分相分离。 

ASC 

Standard 
标准 

规定产品或相关过程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

征，供通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并不是强制遵守的

文件。 

ISEAL -标准设

置规范第 6 版 

Target date 
目标日期 

指定公司(或其他承诺或政策签发实体)打算完全实现

或遵守其承诺或政策的日期。 
AFi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System 
第三方认证体系 

由独立于提供该目标的个人或组织以及用户在该目

标中的利益的个人或机构进行的合格评定活动。 
ISO 17000 

Traceability 
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是识别和追溯产品、部件、材料和服务的

历史、分布、位置和应用的能力。 
ISO 
9001:2015 

Trace elements 
微量元素 

动物所需的微量营养素。 ASC 

Transport 
company 
运输公司 

提供交通运输的公司 剑桥词典 

Voluntarily 
(person offering 
himself or herself 
voluntarily)  
自愿(自己自愿参与

人) 

“自愿提供”指的是一个人自由和知情地同意接受一

份工作，以及他或她在任何时候离开的自由。例

如，当雇主或招聘人员做出虚假承诺，让一个人接

受了他或她本来不会接受的工作时，情况就不是这

样了。 

编辑自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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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废弃物 

废弃物是任何被认证单元丢弃的东西： 
- 这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者没有任何用途

的固体或半固体、不溶于水的物质(包括容器内的气

体和液体)。 
- 包括包装材料、损坏的设备/机械或不再使用的设

备/机械、剩余或过期的化学品等。这并不包括废

水，因为这些在这些标准中是单独描述的。 

ASC 

Workplace 
problems 
工作场所问题 

工作场所问题是指员工可能对其工作的任何方面产

生的担忧或申诉。 
ILO 

Young employee 
青年雇员 

18 岁以下但超过 15 岁，或超过最低受雇年龄，或

超过强制性上学年龄(以较长者为准)的雇员。另一个

常用的术语是“青年工人”。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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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饲料制造商对环境的影响 
 
Section A1 用水量计算 

用水量计算方法如下： 

用水量计算 – 指标 1.18.2： 
1. 确定计算涉及的年份。这被设置为上一个日历年(1月 1日- 12月 31日)。 
2. 计算在规定时间内产品的总生产量(t)(步骤 1)。 
3. 按“淡水”和“其他水”184分类列出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接收到最终产品发货的所使用的所有

水源： 
- 市政供水(自来水/总水管)； 
- 地表水来源(包括湿地、河流、湖泊、收集/收集的雨水)； 
- 地下水源(例如水井)； 
- 海水； 
- 采出水 185

 

4. 计算用水量 186  - 在设定的时间内(步骤 1)每个水源的用量(步骤 3)，单位(百万升)。 
5. 汇总用水量 (步骤 4)。 
6. 总用水量（步骤 5）除以年度总产品产量（步骤 2），单位（百万升/吨）。 
7. 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通过 data@asc-aqua.org 向 ASC 报告步骤 4、5 和 6 的

结果。 
 
Section A2 废水排放计算 

废水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废水排放量计算 – 指标 1.20.2： 

1. 确定计算涉及的年份。这被设置为上一个日历年(1月 1日- 12月 31日)。 
2. 按目的地列出所有污水，按“淡水”和“其他水”187分类，包括从原料接收到最终产品发送

的全生产过程中产生。  
- 市政处理设施； 
- 地表水(包括湿地、河流、湖泊)； 
- 地下水； 
- 海水。 

3. 计算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步骤 1)每个目的地(步骤 2)排放的污水量(百万升)。 
4. 将排放的污水量相加(步骤 3)。 
5. 使用 ASC 网站上提供的模板，通过 data@asc-aqua.org 向 ASC 报告步骤 3 和步骤 4

的结果。 
 
Section A3 能耗计算 
能耗计算方法如下:  

184 根据 GRI的报告要求，“淡水”被归类为≤1,000 mg/L总溶解固体，而“其他水”被归类为>1,000 mg/L 总溶解固体。 
185 采出水：见定义列表。 
186 耗水量的计算，即用水量的计算，应以用水量减去排放量为基础，而不是以用水量的估计为基础。 
187 这符合 GRI的报告要求，其中“淡水”被归类为≤1,000 毫克/升溶解固体和“其他水”被归类为>1,000 mg/L总溶解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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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 指标 1.21.2: 

1. 确定计算涉及的年份。这被设置为上一个日历年(1月 1日- 12月 31日)。 
2. 计算在规定时间内(步骤 1)产品的总生产量(吨)。 
3. 列出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能源，从原料的接收开始到最终产品的发送： 

范围 1—现场消耗的能源载体，包括： 
- 柴油 (升) 
- 汽油 (升) 
- 天然气 (m3) 
- 其他燃料 (需列明) 

 
范围 2—电力和其他场外能源生产，包括： 
- 电量(千瓦时)，指定： 

 来自国家或地区电网的电力 
 来自离网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指定来源) 
 离网非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不包括在现场燃料消耗中(指定来源) 

- 集中供热/制冷(千瓦时) 
4. 计算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步骤 1)每个能源(步骤 2)的使用量。 
5. 把所使用的数量(步骤 4)换算 188成兆焦（MJ），并把总数加起来。 
6. 计算评估年度内(步骤 2)每生产一吨产品的总能量消耗(步骤 5)单位兆焦。 
7. 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通过 data@asc-aqua.org 向 ASC 报告步骤 4、5 和 6 的

结果。 
 
Section A4 废弃物消费计算  
废弃物消费量计算方法如下： 
废弃物消费 – 指标 1.19.2: 

1. 确定计算涉及的年份。这被设置为上一个日历年(1月 1日- 12月 31日)。 
2. 按目的地列出废弃物的组成，分为危险废弃物和非危险废弃物，包含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从原料接收到最终产品发运的全阶段： 
• 回收再利用 189

 

• 回收利用 190 (包括堆肥) 
• 通过其他方式回收(须列明) 
• 焚化处理 191 (附带能源回收) 
• 焚化处理(无能量回收) 
• 通过垃圾填埋 192处理 
• 通过其他方式处理，如倾倒，露天燃烧(须列明) 

 
188 有几种在线转换工具可用。例如：http://www.abraxasenergy.com/energy- resources/toolbox/conversion-calculators/energy/ 
189 再利用：见定义列表。 
190 回收：见定义列表。 
191 焚烧：见定义列表。 
192 填埋：见定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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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步骤 1)每个目的地(步骤 3)产生的废物数量(吨)。 
4. 将产生的废物数量相加(步骤 3) 
5. 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通过 data@asc-aqua.org 向 ASC 报告步骤 2、3 和 4 的

结果。 
 
Section B 温室气体排放计算– 指标 1.21.4 
为了估算与水产饲料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应包括《温室气体议定书》规定的每个排放

范围内的下列温室气体输入 1： 
• 范围 1 — 在 A3 部分量化的能源载体(柴油、汽油/汽油、天然气)的现场消耗所产生的

排放。 
• 范围 2 — 在 A3 节中量化的与购买电力和其他场外能源发电(如集中供热)相关的排放。 
• 范围 3 — 与作物、渔业、家禽/牲畜和其他原材料来源的原料生产、加工和运输有关

的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法如下： 
 

1. 列出饲料生产的投入，包括 A3 节中提到的能源投入，以及至少占平均原料饲料成分 1%
的任何饲料成分。 

2. 计算上一日历年(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生产一吨饲料所使用的每种投入物的数量。 
3. 确定并记录步骤 1 中所列的每个输入的适当排放因子及其来源，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单位表示。详见下文。 
4. 将步骤 2 的每个投入的数量乘以步骤 3 中各自的排放因子，以计算每吨饲料相关的每

个投入的总排放。 
5. 以千克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计算与一吨饲料相关的总排放量。 
6. 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模板，通过 data@asc-aqua.org向 ASC报告 2、3、4和 5的结

果。 
 

为投入确定适当的排放因素 — 排放因子可以直接建模，从数据库中提取(如农业足迹、生态

发明)，或使用 ASC的在线温室气体计算器计算。排放因子的来源应明确说明。如果直接模拟

排放因子，则应包括所有温室气体，并使用 IPCC2中最近的 100 年全球变暖潜势特征因子。.
饲料成分排放因子应包括相关的生物源排放(如稻田的甲烷排放)，以及在过去 20 年内发生转

变的土地利用变化(如为农业作物生产清除森林)造成的排放。土地利用变化的计算应针对来源

国，并遵循现有标准中详细说明的公认方法 3,4。在计算排放因子时，不应考虑植物和动物材

料中固存的碳(即不要从饲料原料的排放因子中减去固存的碳)，因为这种碳在消耗后又返回到

大气中。在分配来自饲料生产系统的副产物(如鱼副产物粉、羽毛粉)之间的影响时，分配的

首选方法是根据可获得的海鲜产品类别规则的碳足迹规范 5,6,7，通过相对质量法来分配。采用

其他分配办法的，应当说明使用理由。 

为了便于计算和评估的一致性，生产者还可以使用 ASC 网站提供的温室气体计算器来提

供排放因子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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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尽职调查(DD) 
 
DD 评估和需要评估的地方 

1. 原料制造商 193； 
a. 来自海洋的成分； 
b. 来自植物的成分； 
c. 饲喂材料 (e.g. 基于陆地动物，藻类或昆虫) 

 
2. 初级原材料 194； 

a. 来自海洋的初级原材料 195； 
b. 来自植物的初级原材料。 

 
DD 过程 
与附件 7 中的风险管理框架概念一致，尽职调查(DD)过程是根据预定义的风险因素进行的，

包括一系列步骤，每个步骤都适合当地的风险。这些步骤遵循一个集合序列，并包括以下元

素： 
1) 定义目的/目标 

– 第一步可以跳过，因为意图已经在这些标准中定义好了。 
2) 确定风险因子 

– 使用表 1中列出的危险因子。 
3) 评估风险 

a. 评估风险水平。如果根据表 1 中列出的途径 1)ASC 国家记分卡或途径

4)ASC 批准的认证，风险因子的风险水平已预先确定为低，则不需要进行

风险评估。 
4) 实施适当的措施 

a. 当风险评估的结果不能确定低风险时，当采取措施并实施措施： 
o 预防 
o 缓解 
o 补救 
o 应停止采购，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缓解而非停止采购也是好选

项。 
5) 监管： 

i. 监管风险因子或风险因子的指标，以确保确定的风险水平保持有效; 
ii. 监督所实施措施的有效性。 

 重复风险管理过程： 

193 对于由牲畜副产品制成的配料(例如羽毛粉、血粉、骨粉、血红蛋白粉)，应仅对配料制造商进行尽职调查，而不应对主要原料(即
牲畜养殖场)进行调查。 
194 以农业、渔业的副产品为原料的原料，是指用于生产主要产品的原料。例如： 

1. 鱼粉由鱼的辅料制成，主要原料是整条鱼。 
2. 小麦麸质来源于小麦加工——主要原料是小麦。 
3. 大豆卵磷脂来源于大豆加工——主要原料是大豆。 

195 对海洋原料的尽职调查应包括从渔业、整鱼以及副产品中提取的所有产品，但根据欧盟上岸义务保留的副渔获物除外。尽职调查
不包括水产养殖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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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监管显示的风险级别与先前确定的不同； 
o 监管表明所实施的措施是无效的； 
o 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先前确定的风险水平； 
o 在所有情况下实施监管，至少每个认证周期内(3年)。 

关于实施尽职调查程序的更多指导可参见联合国指导原则
196
和经合组织尽职调查指导

197
。 

 
DD 风险因子 

需要证明，至少对于表 1 中列出的风险因素来说，原材料制造商、来自海洋和来自植物

的初级原料的生产是低风险的。配料制造商是生产饲料生产商使用的配料的公司/设施。 
 
风险因子 

表 1：对原材料制造商的风险因子，以及来自海洋和植物的初级原料生产的风险因子进行尽职

调查，并证明其低风险的方案。 
 

 法律 社会 环境 

原材料制造商的

风险因子 

原材料制造商不符

合以下指标的风

险： 
1.1.1 合法的许可证

和执照，在受监管不

力影响的地区经营，

导致系统性违反法律

和法规。 

原材料制造商不符合

以下标准的风险: 
1.3 违反劳动法规； 
1.4 强迫劳动； 
1.5 儿童和青年工人 
1.6 歧视； 
1.13 申诉机制 

原材料制造商不符

合以下标准的风

险： 
1.17 违反环境法规 
1.18 利用水资源 
1.19 处理废弃物 
1.20 处理废水 

及下列指标： 
3.4.2 GMO 信息披露 
3.4.3 药品添加剂披露 

第三方方案表明，上

述风险因素对原材料

制造商的风险较低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来自海洋的初级原料

生产商的风险因子 

主要原材料来自受监

管不力的影响，导致

渔业内部有系统的非

法捕捞的区域。 

使用强迫劳动或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生产主

要原材料的风险。 

初级原材料来源于未

报告或未管制捕捞的

风险。 
主要原材料来源于

IUCN 濒危或极度濒

危物种的风险。 
主 要 原 材 料 来 自

《CITES 名录》中

捕捞的物种的风险。  

196 联合国(2011)，《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执行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 
197 OECD(2018)，《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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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方案表明，

上述风险因素对来

自海洋的人原材料

制 造 商 的 风 险 较

低 198
 

MSC 认证渔业 

MarinTrust 批准渔业 

渔场获 GSSI 认可的

渔业计划认证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MSC 认证渔业 

MarinTrust 批准渔业 

渔场获 GSSI 认可的

渔业计划认证 

来自植物的初级原

料生产者的风险因

子 

初级原料来自受监管

不力影响的地区的风

险，导致在以植物为

基础的初级原料生产

过程中系统性地违反

土地使用或环境法律

和法规。 

使用强迫劳动或最恶

劣形式的童工生产主

要原材料的风险。 

主要原材料来源于非

法砍伐 /转化地区的

风险。 

第三方方案表明，上

述风险因素对来自植

物的人原材料制造商

的风险较低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请参阅 ASC 网站获

得批准的方案 

 
DD 确定低风险的途径 

四种途径之一：1)国家记分卡，2)行业/渔业评估，3)成分制造商评估，或 4)认证应使用，

以确定每个风险因素的风险水平。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评估法律、社会和环境的不同风险因

素(见表 1)。如果一条途径评估的风险不低，则需要选择另一条途径。如果没有任何途径可以

让认证单元能够确定低风险，则认证单元就不应该从此类供应链采购，直到实施的缓解措施实

现了低风险。对于植物和海洋原料，以及在混合(即混合物)的情况下，风险最高的材料对混合

物进行分类，以及是否可以采购整个混合物。附录 7图 5为尽职调查确定低风险的四种不同途

径的说明. 
 
途径是： 
1. 国家计分卡： 

a. ASC将在 ASC网站上提供一个国家风险卡，根据表 1中的(法律和环境)风险因

素，将国家风险等级划分为低、中和高风险。对于各自风险因素得分较低的国

家，UoC 不需要针对该特定风险因素采取进一步的 DD 步骤。对于尚未拥有国

家风险卡的任何国家，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确定是否是低风险。 
2. 地方/部门评估(用于植物原料生产)/行业/部门评估(用于成分制造商)/渔业评估(用于海洋原

料生产)： 
a. 评估单元对部门/行业/渔业进行评估，以证明表 1所列风险因素的风险较低。 
b. 证明低风险的证据应包括： 

198 解决表中风险的其他第三方认证方案将由 ASC进行审查，并可能在该标准的未来版本中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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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风险评估或风险摘要； 
ii. 风险评估结果，即每个风险因子的风险水平； 
iii. 实施监管程序。 

3. 原材料制造商评估 199： 
a. 认证单元与原料制造商合作，证明原料制造商、基于海洋或植物的初级原料

对表 1 所列风险因子的风险较低。对于以海洋和植物为基础的初级原料生产

风险因子，评估涉及原料制造商是否有适当的系统或足够的信息，以确保原

料生产水平的低风险。 
b. 如果证明低风险，证据应包括： 

i. 风险评估或风险摘要； 
ii. 风险评估结果，即每个风险因素的风险水平； 
iii. 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iv. 实施监管方案。 

4. 认证： 
a. ASC 考虑表 1 中列出的方案，以解决风险因子，以确保低风险。对于基于海洋

的初级原料生产，认证单元可以使用 IUCN红色清单和 CITES 附录 I、II、III清
单来证明与濒危物种相关的两种环境风险因子的低风险，如表 1200所示。 

199 AFi 有供应链参与和监控与验证的指导。https://accountability- framework.org/contents-of-the-framework/monitoring-and-
verification/ 
200 对于根据欧盟上岸义务保留的鱼，不需要评估这一风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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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计算“多数可持续发展水平”(MSL) 
 
第 1 步:确定整个鱼类种群的可持续性类别 
所有全鱼类海产品成分配料必须按照下表评分。下表解释了如何将可持续性类别分配给全鱼类

海洋原料。 
 

表 2：该表描述了海洋全鱼类原料的可持续性类别。 
 
类别 在下列条件下以全鱼为原料的鱼类： 

 
 
 

 

类别 1 - 根据 MarinTrust 改善计划来批准采购原材料，以及； 
- 原料渔业被列为活跃(基本)201的 FIP，见网站 www.fisheryprogress.org，

以及； 
- 原材料制造商是 MarinTrust is 认证的 (或等同的 202)，以及; 
- 认证单元收到的原料是由 MarinTrust CoC 认证的工厂到饲料厂供应链提

供的，或认证单元可以证明从原料工厂到饲料工厂的可追溯系统。 

类别 2 – 根据 MarinTrust 标准(或同等的 203)认可的原材料，以及； 
– 原料制造商经 MarinTrust 认证(或同等认证)； 
– 认证单元收到的原料是由 MarinTrust CoC 认证的工厂到饲料厂供应

链提供的，或认证单元可以证明从原料工厂到饲料工厂的可追溯系

统。 

类别 3 - 根据 MarinTrust 改善计划来批准采购原材料，以及； 
– 原料渔业参与了一个全面的 204 FIP，并在 www.fisheryprogress.org 上

被列为活跃状态，以及； 
– 在达到类别 4之前，原材料仍然按照 MarinTrust 标准获得批准，以

及； 
– 原料制造商通过了 MarinTrust 认证(或同等认证)，并且； 
– 认证单元收到的原料是由 MarinTrust CoC 认证的工厂到饲料厂供应链提供

的，或认证单元可以证明从原料工厂到饲料工厂的可追溯系统。 

类别 4 
– MSC 产销监管链认证(默认版本)；原材料经海洋管理委员会监管

链认证(或同等认证
205)。 

 

201 请见 CASS: https://solutionsforseafood.org/resources/fishery-improvement/ 
202 与 MarinTrust认证成分制造商的等效性将基于对 ISEAL良好操作规范的符合性评估，以及考虑 MarinTrust引用的关键可持续性标准。
这些应包括:  

– 所有成品原料可追溯至原产渔业。 
– 能够根据产品类别对成品进行分类，并提供每批货物的成分信息。 
– 要求工厂建立机制，确保工作符合国家立法和相关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规定的就业、福利和安全要求(29、87、98、99、100、

105、111、138、182) 
– 要求工厂获得良好生产规范标准认证，该标准应涵盖产品纯度和安全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包括排放和废水。 

203 与 MarinTrust原材料标准的等效性将基于对 ISEAL良好操作规范的遵守情况的评估，以及考虑 MarinTrust标准中引用的关键可持续性
标准，特别是第 1.3 节渔业原材料的负责任采购。认可将通过 ASC网站公布。 
204 请见 CASS: https://solutionsforseafood.org/resources/fishery-improvement/ 
205 与 MSC的等效性将基于对 ISEAL良好实践规范的符合性评估，以及对 MSC原则和标准中引用的可持续性标准的考虑。根据 ISEAL
《社会和环境标准制定良好实践规范》(Code of Good Practice for Sett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制定了等同于 MSC标准的标准，

并被全球可持续海产品倡议(GSSI)全球基准工具认可/满足要求。该标准应以完整的生态系统方法为基础，对低营养级物种的管理和依赖

捕食者种群的保护作出具体规定。认可将通过 ASC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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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确定大多数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在确定全鱼海洋原料的可持续性类别后，饲料制造商需要计算整个认证单元的多数可

持续性水平(MSL)。多数被定义为：全鱼量的 50%(即 50%或更高)。 
 
1.1. 数量计算 
首先，应计算每一类型的海洋成分的数量。数量以吨计算。海洋原料分为以下几种： 
1. 海洋原材料(全鱼及副产品)数量； 
2. 来自全鱼海洋原料的数量； 

2.1. 海洋全鱼原材料的总量； 
2.2. 评分为类别 1的来自全鱼海洋原料的数量  (表格 2); 
2.3. 评分为类别 2的来自全鱼海洋原料的数量  (表格 2); 
2.4. 评分为类别 3的来自全鱼海洋原料的数量  (表格 2); 
2.5. 评分为类别 4的来自全鱼海洋原料的数量  (表格 2); 
2.6. 评分没有达到类别 1-4的来自全鱼海洋原料的数量 (表格 2); 

 
2.2. “大多数”的计算 
第二，通过以下公式来把每一种海洋成分的数量应用到“大多数可持续性水平”的计算中： 

- 基线，适用于没有被归为 1-4任何一个类别的情况。 
– 当第 2.2 项的总量大于 2.1 项总量的 50%时，适用水平 1； 
– 当第 2.3 项的总量大于 2.1 项总量的 50%时，适用水平 2； 
– 当第 2.4 项的总量大于 2.1 项总量的 50%时，适用水平 3； 
– 当第 2.5 项的总量大于 2.1 项总量的 50%时，适用水平 4； 

 
注:当多数水平计算导致两个潜在水平时，应采用以下方法： 

– 当 [(2.3 项总量) + ( 2.4 项总量) + (2.5项总量)] ≥ 50% (2.1 项总量)时，适用水平 2； 
– 当 [(2.4 项总量) + ( 2.5 项总量)] ≥ 50% (2.1 项总量)时，适用水平 3；  
 

注意：副产品不包括在大多数水平的计算中。 
 
2.3. 在初始认证前 

2.1 的数量计算包括最初审核前 24个月收到的海洋原料。2.2 中的 MSL计算是基于此数

量，成为 MSL 改进阶梯的入门级。 
 
2.4. 在初始认证后 

2.1 的数量计算每年重复一次，包括 1月至 12 月的 12个月期间收到的海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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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质量平衡合规数量的计算 
 
1.确定合规的原料 

并非所有可由认证单元采购的海洋和植物成分都计入质量平衡合规数量。下列成分要计入

质量平衡合规总量： 
 
- 来自海洋的原料成分： 

o 水产养殖业的副产品、欧盟上岸义务下保留的副渔获物； 
o 渔业副产品(如果尽职调查显示风险较低)； 
o 整鱼(如果尽职调查显示风险低，可持续性类别为 1-4)。 

 
- 来自植物的原料成分： 

o 类别 1）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植物成分，即大豆油/棕榈油(如果尽职调查表明风险

低，已作出免毁林/免转化林业(D/C)承诺，证明合法 D/C的低风险)。 
o 类别 2）最大数量的植物成分(如果尽职调查表明低风险，已作出免毁林/免转化林

业(D/C)承诺，证明 D/C的低风险，或正在实施改进行动计划)。 
o 类别 3）其他植物成分(如果尽职调查表明风险较低，已作出免毁林/免转化林业

(D/C)承诺)。 
 
- 饲喂材料 (如果“尽职调查”显示风险较低) 

 
- 饲料添加剂 

 
下列成分可以采购，但不计入质量平衡合规数量： 
- 来自海洋的原料成分： 

o 整鱼(如果尽职调查显示风险低，但未划定在可持续性类别 1-4) 
 
- 来自植物的原料成分： 

o 类别 1）已知具有全球风险的植物成分，即大豆油/棕榈油(如果尽职调查显示低风

险，已作出免毁林/免转化林业(D/C)承诺，虽无法证明免毁林/免转化林业合法性风

险低，但正在实施改进行动计划)。 

 



 
 

图 1： 确定合规的原料 

 

 

 



图 2：确定合规的植物成分 
 

森林砍伐/转化(D/C)风险评估结果及其对植物成分采购的影响。对于高风险的第 3 类成分或在植物原料供应链中与森林砍伐或土地转换相关

的没有证明低风险的成分，在本版标准中没有明确的采购要求。这将由 ASC审查，并可能在未来的标准版本中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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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合规数量 
按照这四个步骤计算质量平衡合规数量： 

1) 合规海洋成分总量（吨） 
2) 合规植物成分总量（吨） 
3) 饲喂特种材料总量（吨） 
4) 饲料添加剂总量（吨） 

以上 1) - 4)项的合规成分的数量之和等于“质量平衡合规数量” 
 
 

图 3：合规成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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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免毁林/免森林转换供应链保证程序 
 
认证单元使用的植物成分需要评估表 3 列出的风险因子的风险水平。这一额外步骤的重点是与

(合法)毁林和土地转换有关的风险。 
 
植物性成分的风险因素，以及证明低风险的方案。 

 
 环境 

植物性初级原料的风

险因子 
主要原材料来自合法的森林砍伐/转化地区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证

明植物性初级原材料低

风险的第三方方案 206
 

见 ASC 网站 

 

可以从四种途径中选择一种来评估和确定与毁林和转化相关的风险。 
 
可以使用不同的途径来评估毁林/转化的风险因素。如果一条途径的风险不低，则应选择另一

条途径。在混合的情况下(即混合物)的成分，具有最高风险的材料决定了该混合物的风险分级。 
 
路径是： 

 
1. 国家的计分卡： 

a. ASC将在 ASC 网站上提供国家风险卡，根据表 3 中的风险因素，将国家风险

等级划分为低、中、高风险。对于各自风险因素得分较低的国家，认证单元不

需要进一步的风险评估步骤。对于尚未拥有国家风险卡的任何国家，需要通过

不同的途径来确定其是否低风险。 
 

2. 地方/部门评价： 
a. 认证单元进行地方级别或部门级别的评估 
b. 要证明低风险的，证据应包括： 

i. 风险评估或风险摘要； 
ii. 风险评估结果，即风险等级； 
iii. 实施监管程序。 

 
3. 原料制造商评估

207
： 

a. 与原料制造商合作，证明植物性初级原料的风险系数较低，如表 3 所示。 

b. 证明其低风险，证据应包括： 

206 解决表中风险的其他第三方认证方案将由 ASC进行审查，并可能在该标准的未来版本中被接受。 
207 AFi 有供应链参与和监管与验证的指导：https://accountability- framework.org/contents-of-the-framework/monitoring-and-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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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风险评估或风险摘要； 

ii. 风险评估结果，即风险水平； 

iii. 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iv. 实施监管方案。 

c. 然而，如果尚未实现低风险，但正在实施实现具有公开承诺的改进行动计划，

则证据应包括： 

i. 主要原材料的可追溯性分析； 

ii. 风险评估或风险摘要； 

iii. 风险评估结果，即每个风险因子的风险水平； 

iv. 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v. 实施监管方案； 

vi. 在公共行动计划的定量指标、特定地理目标和时间进度里程表方面的进

展情况。 

4. 认证： 
a. ASC 考虑表 3 中列出的方案，以解决风险因素，以确保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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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说明尽职调查（DD）、无毁林和林转化（D/ C）风险评估要求的流

程图和许可工作类型的汇总表 
 
图 4： 风险管理框架的一般流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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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可用于尽职调查确定低风险的四种不同途径的说明。 

 

 

 



 
表 4：每个年龄组允许从事的工作类型。该表总结了每个年龄组允许的工作类型。带阴影的单元格表示禁止的内容 

 
 

年龄 
 
工作类型 

≥ 18 
 

成年人 

15(14208) - 17 
 

年轻员工，儿童 

13(12209) - 14 
 

儿童 

< 13(12) 
 

儿童 

所有的工作;包括危险工作     

无风险工作     

轻量工作     

208  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以 14 岁作为最低年龄的例外。ASC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同样允许在这些国家的就业年龄为 14 岁。 
209  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以 12 岁作为最低年龄的例外。ASC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同样允许在这些国家的就业年龄为 1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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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每年龄组的允许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年龄组 工作/休息时间 

成年人 ≥18 
8 小时/天 & 
48 小时/周 

12 小时/周 
 
必须是例外

和自愿的 

1 小时/ 8 小

时 11 小时 24 小时(1 天) 

3 周带薪休

假 

遵守有关保险费率、工

作时间、休息时间、每

日休息、每周休息和夜

班健康评估的法律和行

业标准。 

年轻雇员，儿童 15(14210) – 
17 

8 小时/天 & 
48 小时/周 

 0.5 小 时 / 
4.5 小时 12 小时 

48小时  
(2 天) 

不允许在晚上 10 点

到早上 6点之间工作 

儿童 
13(12211) - 
14 

3 小时/天 & 
14 小时/周 

 0.5 小时/ 3 
小时 14 小时 不允许在晚上 8 点

到早上 6点之间工作 
  工作时间 

(最大小时; 

不包括休息时间) 

加班 
(每周最高小时

数) 

休息 
(每班次最少工

作小时数) 

每天休息 
(每 24小时最

少连续工作小

时数) 

每周休息 
(每 7天最少连续

工作小时) 

年假 
(每全职服务满

一年时，最少

一次) 

夜班 

210 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以 14 岁作为最低年龄的例外。ASC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同样允许在这些国家的就业年龄为 14 岁。 
211 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以 12 岁作为最低年龄的例外。ASC遵循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同样允许在这些国家的就业年龄为 12 岁。 

ASC 饲料标准 v1.0 ( 2021 年 6 月) 
 

第 82页 

 

                                                             



 
附录 8： ASC 认证单元公开发布信息和向 ASC 报告的要求 
 

报告标题 公开 向 ASC 报告 模板 指标 
Water Consumption Report                                            水消耗报告 否 是 是 1.18.2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fficiency Plan 节约用水和提高效率计划 否 否 否 1.18.4 

Waste Disposal Report 废物处置报告 否 是 是 1.19.2 

Waste Management Plan 废物管理计划 否 否 否 1.19.3 

Effluent Report 废水报告 否 否 否 1.20.2 

Effluent Management Plan 废水管理报告 否 否 否 1.20.3 

Energy Consumption Report 能源消耗报告 否 是 是 1.21.2 

Energy Efficiency Plan 能源效率计划 否 否 否 1.21.3 

GHG Emissions Report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是 是 是 1.21.4 

Ingredients and Primary Raw Material Report   原料成分及初级原料报告  
是 

 
否 

 
是 

2.2.3 
2.2.4 

Due Diligence and Pathways Report 尽职调查和路径报告 是 是 是 2.2.10 

Sectoral/fishery Assessment or Ingredient 
Manufacturer Assessment Summary Report 

行业/渔业评估或成分制造商评估总结报告 是 是 是 2.2.11 

Volume of Product Sold (Mass Balance) Report 产品销售数量(质量平衡)报告 否 是 是 
3.2.4 

Volume of Product Sold (Segregation) Report 销售产品数量(隔离)报告 否 是 是 
3.2.5 

Majority Sustainability Level Report 大多数可持续发展水平报告 是 是 是 4.1.5 

Volume of Marine Ingredients Report 海洋成分数量报告 是 是 是 4.1.6 

Deforestation and Conversion Free Plant 
Ingredients Progress Report 免毁林和转换植物性成分进展报告 是 否 否 5.1.11 

Low Risk Plant Ingredients Report 低风险植物成分报告 是 是 是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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