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環保
海鮮聯盟

落實執行「負責任採購海鮮」自願遵守行為守則

詳細步驟指引



自願遵守行為守則
建立合法和可持續的海鮮供應鏈



《負責任採購海鮮守則》

採購守則並非

• 列出採購海鮮的最佳做法
• 著重海鮮的合法性、可追溯性及可持續性
• 涵蓋野生捕獲及水產養殖的海鮮產品
• 協助商家收集必要資料以就各個產品進行評估

• 認證標準 (即是不會提供產品符合特定要求的第三方認證)
• 環保認證

自願遵守行為守則 (VCoC)



第1步.釐定評估範圍
釐定並確認需優先進行風險評估的物種，決定可建基於：

Image credits to Stan Shea

落實執行 VCoC 守則

物種影響之大小
貿易量 / 價值
最高的物種

與供應商之關係
關係較好及

長期合作的供應商

風險之高低
供應商及物種
是否需特別關注



預期的挑戰：
● 可能欠缺品種的拉丁學名
● 來自中國的野生捕獲產品可能未必追溯到捕撈船隻

1 經第三方認證且存有監督鏈 低風險
(可作出責任聲明)

2

3

經第三方認證但缺乏監督鏈

未經第三方認證

須進行風險評估
(合法性及可追溯性)

須進行風險評估
(可持續性、合法性、可追溯性)

第2步. 收集資料並要求供應商跟進

落實執行 VCoC 守則

邀請供應商填寫「初步評估問卷」收集有關可持續性及可追溯性的資料



● 合法性風險評級 : 低風險 ● 索取⽂件證據
● 發出「後續問卷」以取得更多資料

初步評估問卷

● ⼤部份答案為「是」 ● ⼤部份答案為「否」或未有回答

初步評估問卷

落實執行 VCoC 守則
第3步. 進行風險評估: 合法性及可追溯性



增加SRA 未有評估的品種
如果某些品種未經第三⽅評級，
請將資料提交HKSSC 以增添⾄
SRA網⾴

第三⽅評級
● 海鮮風險評估 (SRA) 網⾴
● WWF 環保海鮮指引
● 海鮮觀察 (Seafood Watch)
● + 其他相關資料

索取資料
● 品種的拉丁學名
● 捕撈 / 養殖⽅法
● 捕撈 / 養殖地點

第3步. 進行風險評估: 可持續性及責任

*備註：供應商的「後續問卷」列有關於養殖產品的額外審核標準 (如有需要的話)



最終採購決定

可持續性
風險 :

根據第三⽅
的⼯具

合法性及
可追溯性風險 :
根據收集的資料

透過讓供應商
跟進或 FIP / AIP
改善風險評級

* VCoC守則不會要求成員停止採購某個產品，除非

● (野生捕獲產品) 該物種是受危物種以及可持續性
方面評為高風險

或

● (野生捕獲及水產養殖產品) 合法性評為高風險而
且未有進行檢查工作和採取適當應對措施

第4步. 將結果存檔至成員輔助工具作記錄

落實執行 VCoC 守則

*FIP –漁業改進計劃 / AIP –水產養殖改善計劃

*完成第4步後請參考《責任聲明自願遵守行為守則》（「標籤守則」)並落實執行



依據可持續性要求對
野生捕魚活動作出風險評估

已被證明在產銷監督鏈上符
合第三方環保可持續性標準

可採購
-----及-----

可作出責任聲明

未能在規定水平上作出實際
行動，或未能有效改善情況

不可採購

低風險 中等風險 高風險

源頭漁業: 風險評估

已確認可降低風險水平的改善措施

缺乏足夠的改善措施 / 匯報已採取改善措施，
改善的過程亦已被評估和匯報

已實施應對計劃
和監察執行情況並記錄在案

可採購
-----及-----

如果供應鏈的可持續性
亦通過風險評估的要求，成員也可作出責任聲明

按風險評估結果制定一套行動計劃

風險管理流程 (須定期檢視)



按合法性 / 可追溯性要求對
野生捕魚供應鏈作出風險評估

已被證明在產銷監督鏈上符
合第三方環保可持續性標準

可採購
-----及-----

可作出責任聲明

未能在規定水平上作出實際
行動，或未能有效改善情況

不可採購

低風險 中等風險 高風險

供應鏈：風險評估

已確認可降低風險水平的改善措施

缺乏足夠的改善措施 / 匯報已採取改善措施，
改善的過程亦已被評估和匯報

已實施應對計劃
和監察執行情況並記錄在案

可採購
-----及-----

如果源頭漁業的可持續性
亦通過風險評估的要求，成員也可作出責任聲明

按風險評估結果制定一套行動計劃

風險管理流程 (須定期檢視)



按良好水產養殖標準或行為準則進行審核
要特別留意品種是否以野生魚餵詞或來自野生魚苗

審核結果為合規 審核結果為違規

糾正違規的活動
已按時間表完成

依據最低要求審核
水產養殖來源地

監督鏈已獲認證。
若欠缺監督鏈，則已檢視
其合法性、透明度及產品

誠信

可採購
-----及-----

可作出責任聲明
不可採購

嚴重不達標情況
(即法律合規問題)

未能在商定的期限內
糾正違規行為

風險管理流程 (須定期檢視)



⿎勵供應商收集有關合法性、可追溯性
及可持續性的資料

提升透明度

落實執⾏「⾃願
遵守⾏為守則」

● VCoC守則是根據⾏業的最佳做法制定
● VCoC守則闡述了「環保海鮮」的意義

擁有不同⽔平的認識及能⼒的⼈⼠均可

作出明智的採購選擇

為何要落實執行 VCoC 守則?



就各個產品進行風險評估

● 來自同一物種或由同一供應商提供的不同產品，可能
因著是野生捕獲 / 養殖方法不同而屬於不同的供應鏈

● 每個產品的供應鏈是獨一無二的，有機會存在不同評
級的風險

VCoC 守則認可的第三方認證標準

VCoC 守則認可 GSSI 認可的認證機制.
● 若產品已獲第三方標準的認證，其可持續性風險會被評定為低風險
● 若產品已獲監督鏈的認證，其合法性及可追溯性風險會被評定為低

風險
● 若已取得認證則無須重複資源另行認證

若產品取得並非根據GSSI標準的其他認證，VCoC 守則建議成員將
VCoC的要求轉交該等認證機構以評估其適用性。

如何落實執行 VCoC 守則

https://www.ourgssi.org/gssi-recognized-certifcation/


高風險 (合法性及
可追溯性

未有進行檢查工作和採取

適當應對措施

養殖的產品帶有
嚴重合法性風險

來自高風險漁業的
受威脅物種
包括易危、瀕危及極危物種

VCoC守則建議停止採購
直至出現改善措施為止

VCoC 守則鼓勵成員與供應商持續跟進合作以尋求降低就合法性、可追溯性及可持續性的風險。
歡迎各位成員向HKSSC 建議漁業改進計劃 (FIPs) 或水產養殖改善計劃 (AIPs)

採購決定取決於風險評級



技術協助及專業建議

協助落實執行

1.
供應商問卷
更容易取得資料

2.
提供衡量風險
的工具
用於衡量產品風險及
引領供應商的參與

3.
HKSSC技術顧問提供

一對一支援



將 VCoC 守則的準則加入採購程序

你可以考慮將 VCoC 守則的要求加入與供應商簽訂的合同當中:

● 為供應商制定一份環保海鮮政策
(有需要時亦可分享予其他持份者)

● 將建議的準則整合到現有的資料收集流程中

● 強制供應商參與 VCoC 流程

● 與供應商保留聯繫
○ 持續實施改進措施，尤其是有產品被評為中度風險或高風險的供應商
○ 了解如何支援他們 / 如何提高整個供應鏈的透明度

● 考慮舉行內部培訓 / 供應商能力建設圓桌會議 / 工作坊

協助落實執行



給予他們時間收集資料

為他們提供選擇，例如由HKSSC安排的
培訓

如懷疑供應商不願意提供資料或隱瞞資料
(特別是有關合法性及可追溯性)，你可以
考慮將其產品評為高風險。

供應商未能提供資料?透過貿易商間接採購? 

你的貿易商或分銷商可能在其採購
過程中已經需要回答相似問題

評估的時間成本很高?

你可以選擇評估的範疇

我們鼓勵你按照自訂的時間表，
適時完成評估所有海鮮產品。

常見問題 - 共同挑戰



● HKSSC 鼓勵所有希望帶來正面影響並已作好準備的公司加入成為HKSSC成員

● 即使是現時尚未準備好落實守則的，我們同樣歡迎您加入成為HKSSC的支持成員，以其他方式帶來
正面影響。

如果您已作好準備做出承諾, 
歡迎隨時加入HKSSC

Image credits to Stan Shea



● 您可以在以下平台展示會員身份
○ 公司網頁 (按此參考其中一個現任會員的例子) 
○ 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報告
○ 新聞稿

● 登記成為會員時，我們需要您簽署一份承諾書
● HKSSC「標籤守則」已就產品聲明的資料發佈提供指引

如何發佈成員身份且已達到VCoC的要求?

https://mnc-asia.com/sustainability/the-hong-kong-sustainable-seafood-coalition/


釐定評估範圍01

未有認證的產品: 
進行全面的評估

04

02 向供應商收集海鮮產品的資料

05 整合資料以作最終決定

03
已認證但缺乏監督鏈的產品:
就合法性及可追溯性進行評估

快速回顧: VCoC



有疑問嗎?



電郵
info@hkssc.org

網頁
hksustainableseafoodcoalition.org

謝謝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