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LOBALG.A.P.水产养殖认证
关心消费者—— 
各个生产阶段的可靠采购

www.globalgap.org/aquaculture



水产养殖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农业形式之一。同
时，各地的消费者都在寻找生态良好条件下生产出的
可信赖的食品。 

GLOBALG.A.P.使生产者与品牌所有者能够满怀信心
的提供令人放心的产品。我们的标准是良好水产养殖

规范的一个通用标志，在保护稀缺资源的同时，鼓励
生产和销售安全食品。

GLOBALG.A.P.水产养殖标准涵盖从亲鱼和鱼苗到养
殖与收获以及饲料的整个生产链。  
它包括产销监管链工具，为最终消费者提供直至销售

点的GLOBALG.A.P.认证要求保障。作为任何一名水
产养殖生产者的实用手册，它确保食品安全、将环境
影响最小化并考虑生物多样性，以及满足动物福祉和
工人的健康与安全要求。在版本5中，关于社会实践的
风险评估成为强制性要求。

配合饲料

孵化 养成

收获

收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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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水产养殖认证
涵盖各个生产阶段的食品安全、动物福祉、职工福利、环境、 可追溯性和关键可持续方面



支持农民实施良好的水产养殖规范

一个针对 
整个生产链的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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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关于我们消费者网站的更多信息
www.my-fish.info

• 食品安全 
• 动物福祉 
• 可追溯性 
• 工人的职业健康与安全
• 兽医健康计划
• 社会实践评估
• 产品质量保证 
• 水与排放管理
• 生物多样性管理
• 产销监管链 

消费者需要的标准

提高消费者意识

供应链的每个经认证的法人实体会收到一个独有的
GLOBALG.A.P.编号（GGN）。如果一个单独的法
人实体集饲料制造到收获后活动的所有生产步骤为一
体，所有认证信息将在一个单一的GGN下存储。 

GLOBALG.A.P.集团认证工具允许农民团体，包括小
规模农民，申请认证。可以通过GLOBALG.A.P.数据
库的公共搜索工具验证所有的G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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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降低了食品安全风险。 

2. 它提高了农场管理效率。 

3. 它提供了一切必要工具来满足强制性要求：从鱼
苗、养殖、饲料和收获后到最终消费者销售点的
整个生产链的认证。  

4. 它是专门为您——一起创造它的零售商和生产者
设计的。 

5. 通过国家技术工作组，它结合了全球认可与对您
当地条件的适应性。 

6. 它在超过28个国家进行了反复试验、测试并获得
了信赖。 

7. 可向您提供18个以上可靠的认证机构，这些机构
均达到了最高诚信要求。 

8. 您可以通过加入GLOBALG.A.P. 委员会来塑造其
发展形式  

9. 您可以通过公共协商促进其发展。 

10. 所有文件都可以在线免费得到。 

11. 文件语言为与水产养殖业使用的最相关的各种语
言。  

12. 系统易于执行，而且信息和建议易于获取。 

GLOBALG.A.P.水产养殖是适合您的认证标准的15个原因

13. 始终引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关于水产养殖认
证的技术指南：以GLOBALG.A.P.系统适当的制
度与程序要求为依据的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福
祉、环境完整性和社会经济方面。  

14. 帮助您遵守国际兽疫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水生动物卫生法典》——通过将详细准则作为标
准的一部分。  

15. 它包括有鳍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等28
种以上的水产养殖物种，并认证整个生产
链。GLOBALG.A.P.水产养殖认证有利于您快速
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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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7月生效后，新的水产养殖标准版本5为
市场上的买家和供应商带来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版本5基于根据当前的市场需求，且涵盖了用于人
类消费的动物产品生产所需要实现的关键可持续
性方面的问题。

食品安全、环境、工人福利（包括健康与职业安
全）和动物福祉等关键因素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
均匀分布。GLOBALG.A.P.的范围水产养殖标准
版本5保留了版本4中规定的范围，并涵盖以下完
整的生产链验证：
• 亲鱼
• 鱼苗
• 饲料
• 养殖
• 收获后活动，直至最终消费者销售点 

为了实现并能够宣称最终产品的GLOBALG.A.P.认
证状态，必须按照规定对所有生产阶段进行验证
和评估。

整体分析：水产养殖
控制点的总数（包括收获后处理）：265

工人福利 
（包括职业健康与安全）
39

食品安全 
56

环境 
（包括生物多样性） 
66

可追溯性 
53

动物福祉 
51

GLOBALG.A.P. 
水产养殖认证 
版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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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标准版本5包括：

a. 已重新安排标准的顺序，以支持更为流畅的
审核流程。这使该文件更便于农民和检查员
使用。

b. 完善语言，确保清晰而一致的解释。
c. 依据4年修订过程中的现场反馈，要求包括阐

述来详细支持满足控制点所要求的证据。 
d. 添加关于社会实践的强制性风险评估。 
e. 增加了针对水产养殖活动中与动物福祉有关

的详细标准。 
f. 动物福祉标准包括伴生物种，即：清洁鱼 

（作为减少动物治疗的一种解决方案）。 

g. 证明所用饲料可持续性状态的工具：负责任
操作标准作为强制遵守所用配合饲料的一种
自愿补充模块。 

h. 现在可获得用于与消费者沟通的最终包装上
的标签。GLOBALG.A.P.合规性与海洋之友
这一标识相联系。

4年修订过程包括来自用户以及2个公众咨询期的
所有反馈，参与者包括零售商、供应商、动物健
康行业、农场咨询师、认证机构与非政府组织部
门。新版本中待验证的标准数量下降了3%。

水产养殖标准已经过试验，结果反映新版
本5在可审核性、可信性与可行性方面有所
提高。截至2016年1月，有29个国家已采用
GLOBALG.A.P.水产养殖认证，涵盖有鳍鱼类、
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组等29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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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 场所历史和场所管理
AF.2 记录保持和内部自我评估/内部检查 
AF.3 卫生   
AF.4 工人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AF.5 分包商
AF.6 废物和污染管理、回收及重新利用
AF.7 保护  
AF.8 投诉   
AF.9 召回/撤回程序
AF.10 食品防护（不适用于F&O)
AF.11 GLOBALG.A.P.状态
AF.12 标识使用 
AF.13 可追溯性与隔离 
AF.14 物料平衡
AF.15 食品安全政策声明
AF.16 减少食品造假
附件AF.1. 风险评估指南——综述
附件AF.2. 风险评估指南 
  场所管理 

AB.1 场所管理 
AB.2 繁殖
AB.3 化合物
AB.4 职业卫生与安全
AB.5 鱼类福祉、管理和饲养（在生产链

的所有点）
AB.6 取样和测试  
AB.7 饲料管理
AB.8 害虫防治  
AB.9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管理
AB.10 水的使用和处置
AB.11 收获及收获后——操作
AB.12 持水和聚集设施 
AB.13 宰杀活动
AB.14 净化
AB.15 收获后——物料平衡和可追溯性
AB.16 社会标准

GRASP

GLOBALG.A.P.关于社会实践的风险评估

• 员工代表（们）
• 投诉流程
• 关于良好社会实践的自我声明
• 访问国家劳动法规
• 工作合同
• 工资单
• 工资
• 不雇佣未成年人
• 接受义务教育
• 时间记录系统
• 工作时间和休息
• 额外社会福利

所有农场模块

GLOBALG.A.P.水产养殖认证版本5

水产养殖模块
有鳍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



*2016年1月更新

*认证亲鱼
**认证亲鱼和/或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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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鳍鱼类、
甲壳类和软体动
物的各类物种

目前符合GLOBALG.A.P水产养殖标准的物种 29个国家和地区* 

GLOBALG.A.P.水产养殖的统计数据

大西洋鲑  【安大略鲑】
澳洲肺鱼  【尖吻鲈】
蓝点海鲤  【蓝点赤鲷】
溪红点鲑  【美洲红点鲑】
褐鲑鱼  【亚东鲑】
军曹鱼  【海鲡】
银大马哈鱼  【银鲑】
细点牙鲷  【海鲷】
欧洲平牡蛎  【欧洲食用牡蛎】
欧洲鲈鱼  【舌齿鲈】
中国对虾  【斑节对虾】
金头海鲷  【金头鲷】
高体鰤  【杜氏鰤】*
石首鱼  【大西洋白姑鱼】
地中海贻贝  【紫贻贝】
尼罗罗非鱼  【罗非鱼】
扁口鱼  【牙鲆】 
虎头鲨  【低眼无齿鷶】
粉色牙鲷  【丝鳍牙鲷】
虹鳟鱼  【虹鳟】

澳大利亚
智利
中国
克罗地亚
丹麦
厄瓜多尔
法罗群岛
法国
希腊
洪都拉斯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意大利
韩国
尼加拉瓜
挪威
巴拿马
秘鲁

葡萄牙
沙特阿拉伯
西班牙
台湾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越南
津巴布韦

真鲷  【赤鲷】
大鳟鱼  【海鳟】
条纹鲷鱼  【细条石颌鲷】*
塞内加尔鳎  【塞内加尔鳎】
尖吻鲷鱼  【尖吻重牙鲷】
石首鱼  【波纹短须石首鱼】
大比目鱼  【大菱鲆】
白石斑鱼  【青铜石斑鱼】*
白肢虾  【凡纳滨对虾】

超过 210 万。 
公吨

全球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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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成员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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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动物营养是食物链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配合饲料在整个畜牧和水产生产和供应链确保食品安
全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原材料的生产和
采购以及其加工成为质量有保证的配合饲料已成为消
费者关心的主要问题。

CFM规定了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和采购以及配合饲料
成分的质量保证控制点与合规标准。它涵盖了配合饲
料从采购、处理和存储到加工配送的所有生产步骤。 

登录www.globalgap.org/cfm以了解更多信息

GLOBALG.A.P.配合饲料生产（CFM）
标准安全饲料——安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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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愿的GLOBALG.A.P.配合饲料生产者（CFM）
标准的补充模块鼓励饲料生产者识别影响其业务的关
键可持续性风险并采取针对措施。 

补充模块的范围包括法律合规及公平操作规范等一般
要求。对于制造过程，它涵盖了能源、排放、水、废
物和废水。还包括劳动实践，以确保尊重员工的基本
权利，且提供的工作条件有利于员工的安全与健康。
为平等与公正处理所建立的标准与GRASP评估是一样
的。地方社区的参与也是标准的一部分。 

ROS附加模块包括饲料原材料的采购标准，以确保
饲料生产者致力于生产和供应可持续性饲料并与其供
应商一起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标准包括农业和海洋产
品，着重强调鱼粉和鱼油的采购。野生捕获和养殖的

配合饲料制造商的 
负责任操作标准（ROS）补充模块

鱼类（包括各自的工业副产品）在物种和原产地方面
有详细的依从标准。对于捕获的野生鱼，必须有证据
表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所列的极度濒危
或濒危物种不是采购时使用的饲料原料的一部分。来
自目标渔场的至少60%的鱼粉和鱼油必须源自负责任
管理的渔场。
 
ROS附加模块还包括饲料效率、环境影响和转基因饲
料原料适当标识的标准。 

鉴于饲料在人类消费的动物产品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GLOBALG.A.P.为该行业提供了新的自愿ROS附
加模块，以支持可持续的实践。 

登录www.globalgap.org/cfm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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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产销监管链（CoC）认证标准通过供
应链确保分隔与可追溯性。可追溯性系统有助于撤回
和/或召回产品，如果必要的话。这些要求的目的是为
了确保经GLOBALG.A.P认证而销售的任何产品的生
产原料来自经认证的GLOBALG.A.P农场。  
在这个新版本中，分包商也可以单独认证并独立收到
认证产品法定所有权的、自己的CoC证书。 

对于水产养殖，与动物福祉相关的控制点适用于处理
活鱼的公司，包括鱼类的宰杀条件。产销监管链版本5
的等效标准是同时还执行收获后活动的那些法人实体

GLOBALG.A.P.产销监管链标准版本5   

的水产养殖模块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实体应当合规，
以获得农场级证书。 

为了在变更法定所有权之后维护产品的
GLOBALG.A.P.认证状态公司必须执行
GLOBALG.A.P.CoC标准。这有利于实现从农场层面
一直到最终消费者销售点的GLOBALG.A.P.认证产品
的适当可追溯性。 

全新GLOBALG.A.P.CoC标准版本5包括在多成分产品
中识别经过GLOBALG.A.P.认证的产品的可能性。  

新标准允许公司通过GLOBALG.A.P.编号（GGN）
适当识别各成分的GLOBALG.A.P. 认证状态，例
如，寿司产品中使用的在农场饲养的三文鱼和虾。因
此，GLOBALG.A.P.认证源的工业副产品可有可能成
为鱼粉与鱼油加工的原材料，其可通过CoC认证适当
鉴别。 

登录 www.globalgap.org/coc以了解更多信息

GLOBALG.A.P.编号 (GGN)与GLOBALG.A.P.CoC编号是
在GLOBALG.A.P.数据库唯一识别各GLOBALG.A.P.生产
者与CoC认证公司的一个13位数字。  

用它来确保您的供应商已将认证与未认证的产品隔开。

G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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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多成分产品的产销监管链

GLOBALG.A.P.认证水产养殖产品 多成分最终产品的包装

产销监管链版本5包括在多成分产品中识别经过GLOBALG.A.P.认证的产品的可能性。

CoC
产销监管链 

GGN

GGN

GGN虾

GGN鲑鱼

GGN
C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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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相关的GLOBALG.A.P.标准文件
与检查表。 

利用检查表执行自我评估并改正全部不符合项。在
此，一位GLOBALG.A.P.农场咨询师可在您准备审核
期间为您提供宝贵的帮助。 

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GLOBALG.A.P.认可的认证机构
的完整列表。 

与您的GLOBALG.A.P.认可的认证机构安排预约。
然后，检查员会进行首次现场检查。

一旦您成功满足标准的要求，您将会收到相关范围内
的GLOBALG.A.P.综合农场保证标准版本5的证书。

在www.globalgap.org/documents网站上
  

GLOBALG.A.P.认证的五个步骤  

GLOBALG.A.P.农场咨询师

GLOBALG.A.P.农场咨询师可以帮助您实现认证。农场咨
询师与世界各地的生产者一起做这件事情。他们拥有关于
GLOBALG.A.P.系统和最新发展的第一手知识，所以他们的专业
知识使认证标准更加易于理解并简化审核准备工作。咨询师还可
以将生产者与供应链中选定的客户直接联系起来。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www.farmassurer.org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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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安全与可持续农业的第一步

localg.a.p. 是GLOBALG.A.P.  
认证的敲门砖。当进行GLOBALG.A.P.认证不可
能 时，新兴市场的生产者能够通过它得到入门
级的承认。通过提供一个可实现的保证与信度水
平，localg.a.p.帮助生产者获得进入新的地方市
场和区域市场的机会。

安全与可持续农业的国际标准

GLOBALG.A.P.是国际公认的农业生产标准。
通过遵守一个单一和谐的全球安全与可持续粮
食生产标准，生产者可以展示其良好农业规范
的承诺。 

GLOBALG.A.P.产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通过遵守一个单一和谐的全球安全与 
可持续粮食生产标准，生产者可以展
示其良好农业规范的承诺

GLOBALG.A.P+附加模块是您所有特定认证
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  
增强您的GLOBALG.A.P.带有定制补充模块的
标准能够提高您作为生产者的地位，并为买方
提供符合其利益与偏好的具体保证。

GLOBALG.A.P.认证是一个透明独立的标准开发系统的产品，依赖于我们技术委员会、焦点小组、会员、国家技术工作组、
认证机构及行业的密集磋商、付出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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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概况
最普遍认可的良好农业规范全球认证

在www.globalgap.org

*2016年1月更新

来自超过124个国家的160,000多位认证生产者 

一个安全的在线认证 
数据库，用于核实生产者
并验证证书

一个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咨询
师网络用于在其认证流程方
面帮助生产者涵盖40个标准与计划的3大主要产品 

超过1,900名检查员 
和审核员为144家经认可的 
认证机构工作

世界各地基准方案及检查表协调计划

针对来自5大洲和 
使用10种语言的成千上万 
人的能力建设400多种产品可进行认证

GLOBALG.A.P. 
数据库

GGN

GR
CPC

C GRCPCC

一个开创性的一致性体系 
具备独立的评估，用于监测
我们认证机构的表现   

GLOBALG.A.P.由所选董事会管理

850多位国际专家活跃在技
术委员会、国家技术工作组
和焦点小组中

超过400位自愿会员形成 
GLOBALG.A.P.社区Proud to be a

GLOBALG.A.P. 

MEMBER



GLOBALG.A.P.

c/o FoodPLUS GmbH
德国科隆斯比舍恩大街55号，邮编：50672
info@globalgap.org | www.globalgap.org 

GLOBALG.A.P.北美地区
美国巴尔的摩Chestnut大道3553号2S套房
邮编：MD 21211
northamerica@globalgap.org 
www.globalgap.org/north-america

保留一切权利。版权： 

GLOBALG.A.P. c/o FoodPLU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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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我们的网站www.globalgap.org

我们的Twitter：@globalgap

我们的Facebook：GLOBALG.A.P.

访问我们的YouTube频道：GLOBALGAP08 

在LinkedIn加入我们的小组

VALESKA WEYMANN
资深专家
技术重点客户水产养殖

✉ weymann@globalgap.org
☎ +49 (0)178 477 14 64

联系人 GLOBALG.A.P.办事处获取关于GLOBALG.A.P.的
更多信息 

我们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