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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 UNCLOS 时期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在总可捕量制度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 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公约的制定为总可捕量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具体法律保障; 区域渔业组织是实
施总可捕量制度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制度有如下特点: 法律形式多样; 以多种手段保障下的产出式控
制管理为主; 公海渔业保护的国际合作继续深化; 执行标准逐步细化量化; 责任制渔业和生态系管理成
为未来法律制定的主要理念。制度的主要制约因素: 规避共同的养护义务是影响制度有效实施的总根
源; 缺乏统一的分配标准; 公海执法有待深入。未来制度走势: 区域渔业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联合执
法机制是未来世界渔业管理的主流模式; 科学确定总可捕量、制定公正的分配标准以及对非成员国的捕
捞规制等问题是未来制度发展过程中亟须攻克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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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简称 UNCLOS） 时
期，世界渔业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基于投入式 ①的渔业管理模式。 这一时期，国际间虽然已经陆续成立并
制定了大量公约来管理海洋渔业资源 ②，但是由于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于大发展的阶段 ，渔业资源
衰退问题尚未凸显。随着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加剧，以及各国对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要求的提出，远洋
捕捞成为各国争相开发的重点，直接导致了公海渔业资源的日渐枯竭 。 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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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渔业管理分为投入控制、产出控制和技术措施三种管理类型。投入控制制度也可称为间接控制制度或传统

的渔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捕捞许可制度、休渔制度、渔具渔船管理等。产出控制是限定整个渔船的产出水平或个别捕捞单元（ 如个别
渔民、个别渔船或个别渔业公司） 每一次航行或特定时间范围内的产出水平，主要措施包括总可捕量制度（ TAC 制度） 、个体配额制度（ IQ
制度） 、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 ITQ 制度） 等产出控制制度。技术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影响渔具的捕捞效率来达到限制特定渔获努
力量的捕捞产量。主要措施包括渔获物上岸规格和性别限制、禁渔区和禁渔期以及海洋保护区等手段。
②

前海洋法公约时期，各国国内渔业管理规定已经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区域性的多边或双边协定也陆续制定，海洋自由论的观念

逐渐动摇。纵观这一时期，主要的渔业管理规定有： 1923 年，美加比目鱼协定，设定了禁渔区和渔具管理等手段； 1924 年，俄罗斯颁布大
陆架保护条例，加强了对大陆架领域渔业资源的控制和管理； 1945 年，FAO 成立； 1946 年欧洲东北大西洋协定开始限制最小渔获体长及
拖网最小网目； 1948 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成立，主要规定了渔具渔法以及禁渔期等规定； 1958 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制定了《公海公
约》、《大陆架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捕捞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这一时期世界渔业管理主要以限制渔获努力量为主，并
未针对渔获量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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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借鉴个别国家实施产出控制的经验基础上引入了总可捕量制度①。 在世界
主要国际渔业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又出台了各种配套的全球或区域性公约 ，来保障这一制度的落
实。至此，基于总可捕量基础上的配额制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普及开来 。本文以后 UNCLOS 时期的
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体系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分析了这一时期国际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措施和特
点，并就未来的制度的走向合理作出了预测 。
一、后 UNCLOS 时期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体系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以 UNCLOS 为中心，辅之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公约为配
套、依靠国际渔业组织来落实的制度实施机制 。
( 一) UNCLOS 确立了国际渔业资源养护的基本框架和原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了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国际秩序的新框架 ，开启了生物资源由传统开发利
［1］
用向现代养护管理的根本转变 。
1． 确立了产出控制式的生物资源养护的目标 。

在对专属经济区生物资源的养护上 ，公约明确规定： 沿海国应决定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
； 而在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上 ，公约亦强调“在对公海生物资源决定可捕量和制订其他养护

［2］

量

措施时，各国应采取措施，其目的在于根据有关国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 ，并在包括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要求在内的各种有关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下 ，使捕捞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能够生产
［3］
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 。公约规定了在不同海域的不同生物资源的最大可持续生产量基础上进行渔
业管理的目标，为各国和区域间实施配额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

2． 确立了不同海域渔业资源养护的法律制度 。
《公约》视不同海域规定了不同的养护管理权 。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一是沿海国拥有完全主
权的海域，如内水、领海和群岛水域等，明确了沿海国拥有全面而充分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 ；
［4］
二是沿海国有权决定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 ，对于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种
群或鱼种，公约要求沿海国要确保在专属经济区以内和以外的整个区域内的这种鱼种的养护和促进最
［5］
适度利用这种鱼种的目标 ； 三是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利用和养护上，公约规定所有国家均有权由其国
民在公海上捕鱼……但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为各该国国民采取 ，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
［6］
源的必要措施 。总的来看，在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利用上，《公约 》更多强调的是以渔业资源“养护 ”
为前提，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对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的法律规制均强调了实施渔业资源最大可持续生产

量基础上的总可捕量制度的管理手段 。
3． 确立了缔约国在渔业资源养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义务 。
《公约》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在众多条文中要求缔约国，无论是在拥有管辖权的海域还是各国不
得主张管辖权的公海海域，都有对海洋生物资源进行养护管理的合作义务。 例如，《公约 》要求缔约国
在国际海域，凡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共同开发相同生物资源 ，或在同一区域内利用不同生物资源的国
［7］
家，都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的合作义务 。 特别是在总可捕量制
度的实施上，要求沿海国在适当情形下应当和各主管国际组织 ，不论是区域、分区域或全球性的，都有为
此目的实施国际合作的义务，包括其国民被获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 ，应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
［8］
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捞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类种群资料的合作义务 。 国际合作义务作
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基本原则在公约中的确立 ，为总可捕量制度全球范围推广实施在法律上铺平了

NEAFC） 的决议则最早地对总可捕量制度做出了
① 1974 年的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The Nor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
书面定义： “总可捕量系指给予每一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的会员国一项总可捕量的配额。”冰岛是世界上最早实施个人可转让配额制
度的国家。1976 年冰岛首先在鲱（ Herring ） 渔业中运用了 ITQs，此后又相继在毛鳞鱼（ Capelin） 、龙虾（ Lobster） 等渔业中实施了 ITQs。
后来的新西兰、美国也陆续引入该项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总可捕量制度的确立与上述国家该制度的
成功开展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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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 二) 后 UNSLOS 时期大量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公约的制定为总可捕量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具体法
律保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弥补《公约》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具体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多
方面问题，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国际渔业资源保护公约和协定 ，从不同视角对世界渔业资源的养护提
出了具体的养护措施。
1． 1993 年《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 》（ 以下简称《遵守协定》） 。
《遵守协定》强化了公海捕捞渔船国籍国所承担的管理责任。 按照 1982 年《公约 》的规定，除了船
旗国外，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对公海渔业进行管辖和执法的权利 。在没有其他协定的情况下，其他国家
或国际组织没有执行权来迫使捕鱼国履行其养护义务。《遵守协定 》规定，通过船旗国责任的落实及公
海作业渔船记录的建立来规范公海上的渔船 ，要求其遵守国际间有关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措施 ，并
对悬挂本国国旗但违反了协定规定的渔船采取措施 ，包括拒绝授予、中止或撤销公海捕捞权。 此外，要
［9］
求船旗国对悬挂其国旗的渔船有真正联系 ，以确保船旗国责任的落实 。 该协定通过之后，对公海渔
船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协定的通过为保证配额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效的执行力
法律依据。
2． 1995 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
定的协定》（ 以下简称《种群协定》） 。
《种群协定》确认了在公海捕捞管理中应采取预防性措施 ，它是《公约》缔结以来养护管理公海渔业
最重要的多边法律文件。《种群协定》要求捕鱼国应及时收集捕鱼活动数据 ，包括目标种和非目标种的
捕获量和渔获努力量，以实施和执行养护和管理措施。协定将公海中资源的养护和管理的权利交给区
［10］
域或分区域性的渔业管理组织，并制定了船旗国、港口国、检查国的执法机制 。 该协定是一个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全球性国际渔业协定 ，它规定非缔约国不仅不能进入协定规定的区域从事捕鱼活动 ，而且也
同样要接受有关的登临执法规定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协定突破了公海船旗国专属管辖的法律原则 ，
赋予了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扩大了沿海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 ，标志着公海捕鱼自由时代的彻
底结束。
3． 区域性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大量制定 。
其间，制定了如《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
国际公约》、《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 》等区域性养护公约。其中，这些公约普
遍采取了总可捕量管理制度。如，《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 》规定，成立的委
员会有权对下列事项进行管理，即： “（ a） 可能捕捞的任何种类或种群的数量； （ b） 渔捞努力量水平；
（ c） 限制捕捞强度……（ d） 发生捕鱼行为的地点和时间； （ e） 可能捕到的任何种类和规格 ……””以促进
［11］
对该区域鱼类种群的最适度利用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美国海岸
外渔业协定》亦要求在“始终保持每种渔业的最适度产量的基础上 ，为防止过度捕捞 …… 应指定允许或
［12］
限制捕捞的渔区和渔期，或规定对渔船或渔具类型和数量的限制 ” 。
4．“软法”公约大量制定出台。
其间，国际社会还制定了具有软法性质的国际公约 。如 199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公
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到 1992 年底在各大洋和公海海域全面禁止大型流刺网
作业，该公约的制定为公海渔业配额制度的具体实施方式提供了作业保障。1995 年粮农组织通过了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守则的总原则强调“各国和水产生物使用者应保护水生生态系统。 捕捞权利
也包括了以负责任的方式从事捕捞的义务 ，以便有效地保护和管理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生态系统的观
念被引入到渔业守则中来。此外，粮农组织为推动《渔业守则》的执行又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配套国际文
件，如 1999 年《在延绳捕鱼中减少附带捕获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养护和管理鲨鱼国际行动计划》、《管
理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和 2001 年《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
划》等，将生态系管理的理念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中来 ，有效地保证了总可捕量制度的实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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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后公约法时期渔业组织是完善总可捕量制度的中坚力量
如前所述，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生物特征所决定 ，一个国家不可能做到对鱼类资源的完全管理，国
家之间的合作是保证有效管理的基础 。其中，渔业管理组织在促进养护和管理鱼类种群的国际合作方
面发挥着主导作用①。当前，区域渔业组织普遍实施了总可捕量基础上的配额制度为主要管理手段 ，具
体实施机制如下：
1． 确定总可捕量。
公海渔业资源总可捕量的确定依赖于完整的科学数据和资源评估报告，而科学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
实践中常常主要由船旗国和国际渔业组织来完成。《负责任渔业行为
及对公海渔业资源的生态评估工作，
守则》明确规定了国家的这一义务，
它要求各国应当确保按照有关的国际标准和方法收集和保存关于渔获
量和捕捞作业量的及时、
全面、
可靠的统计资料，其详细程度足以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在总可捕量的确
定方面，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以各会员所提报的渔获量为基础，
由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下辖的委员会计
［13］
算出下一年度的总可捕获量，
此数据也将成为下一年度各会员间的渔获量配额总和 。

2． 设定配额的发放方法。
只要碰触到分配配额的议题，一般很难有让所有参与分配者完全满意的结果 ，能够让大多数勉强接
受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配额发放方法是当前渔业管理实践中需要攻克的难
题。在配额的发放上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 （ ICCAT） 的做法较为成功，具体的发放方法是：
（ 1） 先把参与分配者分成主要渔获国与意外渔获国等两块 ，管理对象的减少相对于管理单位而言，管理
起来相对轻松，譬如： 南大西洋长鳍鱼种群总可捕量配额是由南非 、巴西、纳米比亚、我国台湾地区等四
个国际实体共享，并透过定期回报秘书处等机制，确保四个国际实体总渔获量不会超出规定的配额总
量； （ 2） 为鼓励实际有渔获作业的渔业国都能加入管理机构并接受管制 ，对新兴渔业国拿出一定的额度
的配额作为诱因，促使其接受管理； （ 3） 配额管理以年度结算或 3—5 年上下浮动的平均值结算为原则，
超过或不足部分，可按规定于一段期间内补足或归还 ； （ 4） 签署国之间的配额，个别如有不足或多余，在
［14］

管理机构同意并接受监督的情况下 ，可通过无偿转移等方式来运作

。

3． 配额制定的决策机制。
不同的渔业管理组织有不同的决策机制 。总体上，协商一致是各组织追求的目标，但在涉及各国利
益的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往往很困难。为此，一些组织采用在实质事项上的多数制决策机制 （ 一般为
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多数） ，并规定了反对程序，以使缔约国在本国利益受到影响时，按照规定的程序
提出反对，可不受相关决定的制约。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在通过捕鲸种类和数量时需要四分之三多数
支持，但保留了进行反对的规定②。
二、后 UNCLOS 时期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特点
通过对后 UNCLOS 时期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梳理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法律
制度在立法理念以及调整机制等领域有着自身独特之处 ，主要特点如下：
( 一) 国际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律形式多样
UNCLOS 确立了国际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的基本框架 ，但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法律落实
①

这些区域渔业组织有很多是在以养护和管理某个特殊种群为目标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比如金枪鱼、海豹、鲸鱼、鲑鱼等等； 其他

的一般是按照邻近的海洋区域来划分和建立的，比如国际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海洋资源使用和保护会议永久委员会、西南大
西洋渔业顾问委员会、中东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东南大西洋国际渔业委员会、中西大西洋渔业委员会、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东北大西洋
渔业委员会等等。
② 在决策机制方面要求最为严格的是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所有决定均需一致同意（ 即缔约方必须说“同
2007 年 6 月 IATTC 第 75 次会议上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
意”） 作出。目前的这一规定，导致该委员会无法作出重要的决定。例如，
2008 年 3 月和 2008 年 6 月分别召开了
能确定 2008 年及以后的大目和黄鳍金枪鱼的养护和管理措施。随后，该委员会于 2007 年 10 月、

77 次和 78 次会议，均未能就 2008 年及以后的大目和黄鳍金枪鱼的养护和管理措施达成一致。
第 7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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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而且随着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制度的确立 ，公海渔业资源面临着巨大压力，资源匮乏加剧。许
多沿海国为了争夺有限渔业资源 ，甚至违背公约的主旨，单方面将其渔业管理与资源养护的管辖权扩展
到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外，并主张 200 海里以外海域的“特殊权利 ”①，国家间的渔业争端日益增多。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遵守协定》、《种群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具有全球性约束力的公约
以及大量的双边协定被制定出台 ，重点规制国家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和养护行为 。其次，
以《负责任渔业守则》和《预防、阻止和消除 IUU 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 》为代表的软法性公约大量制
定。“软法”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发展和确认具有无可替代的国际法意义 。 特别是在那些各国由于利
［15］
益冲突而不易达成一致的资源、环境、人权等现代国际法新领域，其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可或缺 。 一般
来说，软法性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国际习惯往往是未来达成新的国际公约的最好铺垫 。 大量出现的软法
［16］
规范及对其的广泛认同，正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在法律渊源上的新变化 。
( 二) 法律规制以多种手段保障下的产出式控制管理为主
在吸取了传统投入控制模式不能控制渔获量 ，容易导致渔获量过大的教训后②，这一时期的国际海
洋渔业资源的立法朝着产出式控制模式转变，主要的规制手段是总可捕量基础上的配额管理模式 。
UNCLOS 第 61 条和 119 条明确规定了专属经济区和公海渔业资源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的管理原则 。 为
了有效地落实总可捕量制度的实施 ，各大渔业组织还采取了以下手段予以保障 ： （ 1） 渔船和渔具标识以
及捕捞日志制度； （ 2） 船旗国发放捕捞许可的规定和船舶注册 （ 合法渔船名单 ） ； （ 3） 强制性数据统计要
求； （ 4） 渔船船位监管制度； （ 5） 观察员制度； （ 6） 公海登临和检查制度； （ 7） 最小捕捞规格和兼捕物种的
［17］
管理； （ 8） 产量统计证书制度，等等 。
( 三) 区域渔业组织是深化资源养护国际合作原则的主要践行者

UNCLOS 明确规定了国际渔业资源养护的国际合作原则 ，如 《公约》第 118 条要求缔约国在国际海
域，凡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共同开发相同生物资源 ，或在同一区域内利用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都应在
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的合作义务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区域性或分
区域性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组织 58 个，其中粮农组织体制下的有 11 个，全球及跨洋性的有 6 个；
［18］
大西洋区域有 15 个； 太平洋区域有 13 个； 印度洋区域有 5 个 。 大量区域渔业组织在双边或单边公
约的规制下，通过深化合作对资源种群科学评估并测算总可捕量 ，并通过联合执法机制等多种手段来保

障该制度的落实，从而有效地养护了国际海洋渔业资源 。在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国际合作机制指
引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为核心的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 ，是旧的公海渔业制度
［19］

的全面结束，也是新的公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 四) 海上执法标准逐步细化量化

。

渔业资源种群的洄游性和生态整体性的生物特性 ，决定了资源若要可持续利用，人类必须加强对非
法捕捞的监管力度。这一时期国际渔业组织对区域间的资源养护实施的联合执法机制成效明显 。比如
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登临和检查程序要求 ，比如，以下情形，可以实施上述登临检查
权： 没有许可或授权捕捞； 没有按照委员会的报告要求，保留捕捞量以及与捕捞量有关的数据的充分记
录，或严重误报捕捞量以及与捕捞量有关的数据 ； 在休渔区内捕捞； 在休渔期间捕捞； 违反委员会通过的
养护和管理措施捕捞； 严重违反依据公约确立的捕捞限额或配额捕捞 ； 使用违禁渔具； 伪造或故意隐藏
渔船标识、身份或注册； 在对违反情况进行调查时隐藏、破坏或处理证据； 拒绝接受登检； 袭击、抗拒、威
胁、干扰授权的检查员或观察员的执法 ； 故意破坏船舶监测系统致使无法工作； 以及委员会决定的其他
［20］

违反情况等
①

。

1991 年智利颁布渔业法将专属经济区外 200 海里广大海域宣布为“承袭海”，置于国家管辖之下； 秘鲁 1992 年颁布法令规定国

家管辖范围内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措施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出现的公海海域； 加拿大 1994 年通过国内法宣布对邻接公海海域的渔业管
辖权，宣布在该公海海域可单方实施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管理措施，并扣押了西班牙渔船。
②

由于捕捞努力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受渔船的数量、吨位、动力等因素影响外，它还受其他投入如作业时间和次数、渔具的

数量、劳动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在渔业管理实践中，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因素的投入实现一一控制，管理难度较大，从而造成渔业资源的
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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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责任制渔业和生态系管理是未来国际法律规制的主要趋势
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人类加深了对海洋资源生态特性的认识 。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危机的遏制
离不开国际合作的深入，单打独斗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在尊重生态特性的基础上强化监管和深化合
作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1995 年的 《渔业守则》及 2001 年《预防、阻止和消除 IUU 捕捞活动国际行动
计划》等国际文件提出了生态系管理和负责制渔业的法律规制理念 ，进一步强化了渔船国在各国管辖
海域之外的公海所承担的 “一般性”管理责任和义务。通过实施包括渔船监测系统在内的多种手段来
保障负责任的捕捞，抵制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行为。尽管这些文件目前尚属于软法性质的特
点，但“软法”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发展和确认具有无可替代的国际法意义。 负责制渔业和生态系管
理理念已成为未来指导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立法的主要方向 。
三、后 UNCLOS 时期国际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主要制约因素
尽管国际社会采取了多种手段来遏制当前的海洋渔业资源危机 ，但就目前资源现状来看，海洋渔业
资源特别是公海渔业资源依然有崩溃的风险存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 2008 年度报告 》
中指出，由于各国对海产品等水产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 ，如不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全球可供商业捕捞的
［21］
渔业资源可能在 2050 年前枯竭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海洋资源法律实施过程中主要的制约因
素如下：
( 一) 规避共同的养护义务是掣肘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之效的总根源
当前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危机加剧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尤其是公海渔业资源的
共同养护义务的规避所导致。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资源 ，资源的洄游性和生态整体性决定
了该资源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 ，它不能为个体所独享，集体成员中的个人都有权从这种共享资
［22］
源中获取利益。既然承载着公共利益，那么利益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负有养护的责任和义务 。 尽
管在现实实践中，国际社会采取了设定产权等方式来解决海洋渔业的“公地悲剧 ”的问题，但是资源的

洄游性和生态整体性等生物特性决定了寄希望于私权的方式来养护渔业资源是存在缺陷的 ，专属经济
区的设立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海洋资源的生态整体性特点 ，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海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 ，
虽然后来《遵守协定》、《种群协定》规定非缔约国不仅不能进入协定规定的区域从事捕鱼活动，赋予了
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但是在利益面前，IUU 捕捞依然十分严重。 上述等等问题的出现，无不是由于
对共同养护义务的规避所致，因此尽快设计一套符合资源特性的制度安排尤为必要 。
( 二) 配额发放的统一分配机制有待建立
当前国际海洋渔业管理方式主要以总可捕量基础上的配额管理模式为主 。渔业配额制度是一种以
资源的生物特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比较成功的管理制度 ，该制度在一国管辖海域已经取得了较为成功
的养护效果，典型的代表国家如新西兰、冰岛等渔业发达国家。但是在国际海洋渔业尤其是公海渔业的
管理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的掣肘因素，影响了配额制度的实施效果。其中，分配问题———如何共享、分派
［23］
和分发渔业资源，是当前渔业配额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只是强调： “有关国家应确保养护措施及其实施不在形式上或事实上对任何国家的渔民有所歧视 。”

这种不歧视原则符合公海捕鱼自由的原则 ，却对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
尽管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已经实行捕捞配额制度 ，并制定了相关分配原则，但是世界依然没有确立一
［24］
个公平的、统一的捕捞权分配框架，至今仍只停留在局部水平上 。 如果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或进行合
作养护某一公海生物资源，而他们享受的捕鱼权利同其他没有参与养护的国家一样的话 ，则必然的结果

是没有国家愿意在养护生物资源和限制捕捞努力量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其直接的影响和最终的后果
是公海渔业资源的衰竭和公海渔业的全面崩溃 。所以，渔业资源分配，尤其是公海渔业资源的分配，是
目前面临的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
( 三) 公海渔业执法有待深入
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是当前国际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重点 ，广袤无垠的公海以及资源的洄游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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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整体特性则进一步加大了国际社会对其养护的难度 。然而，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自然界所设置的这
些天然的阻碍，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人类自身。人是一种自利性的动物，在有限的自然资源面前，人类并
非总能自觉并有效地将自身的欲望控制在资源的极限范围内 ，特别是在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
物品面前，如果不加以科学而强有力的干预，无度的欲望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冲破人类理性的脆弱防
线，即使资源已经几近崩溃甚至物种灭绝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进行管理和干预，也并非所有的人都
［25］
能够主动去对这一事关整体利益的公共资源去进行自觉的养护 。目前，公海渔业资源 IUU 捕捞状况
依然严峻，公海资源的养护之所以成效不彰 ，皆和人的这种自利性是离不开的，因此进一步深化公海渔
业执法，打击各种形式的非法捕捞，是保障资源养护效果的关键所在 。
四、制度展望
前文对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的梳理和分析 ，我们发现了制度的症结所在。 未来国际渔业资源养
护的趋势所重点解决的也是围绕上述几个关键问题展开 。然而，问题的解决绝非轻而易举，受政治、国
际形势、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干预 ，设计一套所有国际成员均能一致接受的管
理框架抑或配额分配标准十分困难 。然而在严峻的资源危机面前，这是不能逃避而且必须要尽快直面
解决的问题，否则自然馈赠给人类的某一经济鱼类可能就已经从地球上永久消失 。 当前国际社会已经
认识到了制度的症结所在，并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努力。就目前国际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律的发展趋
势来看，未来制度大体有如下走向：
( 一) 区域渔业管理是未来世界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主流实施模式
如前所述，当前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管理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皆来自于国际社会成员对共同
养护义务的规避，如何设计一套有效预防和抵制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制度安排 ，就成为管理者必须思考
的问题。就目前制度中存在的症结来看，成立统一的全球性渔业管理机构是应对以上问题的最有效的
解决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将各国的环境主权让渡于统一的全球性组织尚不具备
可行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 1995 年《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协定 》亦不建议将这种方法作为
［26］
解决方案 ，建立统一管理组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
然而，
渔业资源危机的加剧，
又催促着所有的国际主体应立即采取行动来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否则资
源衰竭将继续深入。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一协调机制运作下，强化区域渔业
组织的管理，深入国际间合作，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来落实国际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配额制度也只有在
渔业组织的具体实施机制下才能得到有效落实。《种群协定》也明确了这一点： “沿海国和在公海捕鱼的国
家应根据《公约》，
直接地或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
就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
，
，
类种群进行合作 同时考虑到分区域或区域的具体特性 以确保这些种群的有效养护和管理”； “如果一些
［27］
国家没有这样做，
那么这些国家将失去从事公海捕鱼的权利” 。我们以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管理实践
《中白令海狭鳕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框架下的管理措施充分说明了区域渔业组织完全有能力担当
为例，

起养护区域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职能。该公约所建立的在合作的基础上沿海国与公海捕鱼国均能接受的
养护管理制度是非常成功的。1994 年 6 月，
白令海作业的四个公海捕鱼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波兰） 以及两
个沿海国（ 美国、
俄罗斯） 共同签订了该公约，
明确确立了该海域狭鳕资源的养护管理以及合理开发利用的
国际机制，
在这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了在总可捕量基础上实施的国别配额制度、严格
的旗船国责任以及有效的联合执法机制措施。其中，
联合执法机制较为成功，
该公约规定允许任何一公约
成员国的授权官员有权登临其他成员国的渔船并检查其渔具、
捕捞日志、
渔获量和其他的文件记录，并可
以直接询问船长、
捕捞人员以及其他的高级船员。《中白令海狭鳕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的成功管理经验
为公海渔业管理起了范式效应，
其通过公海捕鱼国和沿海国所建立的区域合作机制，特别是公海联合执法
［28］
的管理机制逐渐成为未来公海渔业管理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 。
( 二) 以义务履行的多少来称量配额权的获取是配额分配机制遵循的主要原则

当前国际配额分配中分配标准的制定和落实还存在诸多问题 ，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有助于调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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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确立一个统一的捕捞权分配框架 ，除了各国、
各区域组织要加强合作外，还得发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领导作用 ，应当由它来推动并建立一个统一透明
的分配机制，有序分配渔业资源，改变过去那种各国在公海无限制捕捞的现状。 另一方面，要保证捕捞
权利的公平分配，还得考虑到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均地共享公
海的渔业资源。若这样，实质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法。笔者个人认为，应合理设置沿海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捕捞配额标准，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渔民生活水平。除努力做到世界各国都享有公
海渔业资源的捕捞份额之外，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国家的人口因素和地理因素 。鱼类产品作
为人类的一种主要食物来源之一 ，为免于有人受饥饿，在分配渔业资源时，就有必要照顾人口多的国家。
对于那些历史上就以捕鱼为生存的主要依赖方式的国家 ，如岛国，也应当在分配时予以照顾，因为如果
因为平均分配而减少它们的捕捞额 ，这无疑是在危及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 ，与现代国际法的正义理念
完全不合。二是应当考虑各国对公海渔业管理上所尽的义务 ，将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如，一些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已经通过了“捕捞机会分配标准”。根据这类标准，各方渔船遵守有关养护和管理措施的情
况将作为一个重要配额分配指标 。此外，各国在资源研究方面的贡献 （ 如提供研究成果、准确的统计数
［29］
据等） 也将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尚没有实行配额分配的组织，这一分配标准也具有指导意义 。 对于
那些分配了较大额度渔业份额的国家 ，应当对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养护尽更大的责任 ； 对于那些已经
在管理和养护方面付出了较大成本的国家 ，在确定该国捕捞额时，也应该适当地予以照顾。我们以大西
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 ICCAT） 为例，配额的分配标准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 资源现状及成员既有的渔
获努力量、渔获历史实绩、遵守 ICCAT 管理措施之记录、对于养护和管理 ICCAT 所列资源的贡献及合作
（ 如科学研究、渔获统计资料收集等） 、该渔业对于捕鱼国的经济重要性 、因为不遵守 ICCAT 养护措施而
［30］
造成的资源过度开发的程度等因素 。上述分配因素就集中体现了以义务履行的多少来称量权利获
取多少的原则标准。总之，无论未来的标准如何变化，以养护义务履行的多少来称量配额权的获取，是
各类国际渔业组织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亦是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当然，由于海洋渔业资源所具有的洄游性和生态整体性的特点 ，决定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仍然任
重而道远。制度仍存在如下诸多难题需要克服 ：
第一，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国际渔业组织的渔业国 ，在缺少具体有效的约束机制的管控下，无论从管
理成本还是管理效果上必然会对公海渔业的管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
第二，参与到国际渔业组织的各成员国 ，一般系完全自愿的，无法强求的； 为有效管理国际海洋渔业
资源，能有效要求这些圈外渔业国加入的客观国际环境 ，也并非经常存在的。
第三，未来如果又有新增渔业国（ new comer） ，采取何种公平的分配机制能有效协调新加入国和已
有成员国的利益？ 国际渔业组织是否有足够能力来压制新增渔业国的产生 ？ 因此，确立一套公平的配
额分配机制来满足不同类型的成员国的利益需求 ，这也绝非易事。
上述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当前的国际渔业管理而言都是挑战度极高的 ，亦是学者们未来急需深入
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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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 about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Laws of Fishery
Resource aft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Bai Yang
（ Law School，Shan 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Shandong 255049）
Abstract：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protection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total allowable catch system aft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which is a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is period，the formulation of global and regional fisheries conventions provides specific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tal allowable catch system． Regional fisheries organization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implement of the total allowable catch system． The Features of legal system： various means to protect the output control management are carried out； Region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in high seas fisheries continue to deepen； execution standards are gradually enhanced specifi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fisheries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makes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future law-making． Forecast： the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fisheries organizations and strengthen joint enforcement mechanism
is the focus of system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uture； science to determine the total allowable catch，equitable
distribution mechanism，fisheries management for non-member countries，are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urgently to be overcom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UNCLOS；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 analysis；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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