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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追溯做法 

做记录、标签和统计报告是要求所有贝类水产养殖（AQSF）许可证持有者必须做到的追

溯要素。具体要求详见《贝类水产养殖许可条件》（CoL）及《如何追溯人工养殖的贝类

产品》信息图.产品追溯使政府监管部门得以调查食源性疾病爆发的原因，并有助于确保

只有合法渔获物才能进入市场。通过记录，可以对贝类产品从育种到捕捞以至食用的全部

流动情况进行追踪。 

最佳记录做法（AQSF）： 

贝类进入或离开任何许可的贝类区域的任何移动情况均需记录在案。记录要求详见《许可

条件》第 15 条及《贝类流动信息图》。三种很有用的资料来源是：含有许可条件第 15 条所有

字段的可分类的“贝类水产养殖电子表格”、PDF 格式纸质记录、以及《DFO 贝类水产养殖指

南》。 

这些记录必须： 

• 在渔政人员索取时提供； 

• 如接到要求，24 小时内以可分类的电子记录格式提供给相关部门。 

常见不足之处： 

• 记录信息缺失，最常缺失的是： 

o 作业代码 

o 盛放贝类的容器数量 

o 盛放贝类的容器类型 

o 获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许可的设施接受捕捞产品的重量或数量 

o 贝类来源 

o 贝类目的地 

o 水域类别 

• 用词或代码有误: 

o 贝类水产养殖编号 - 一些许可证持有者会填上 DFO 贝类水产养殖许可证编

号，而不是四位数的设施编号。 

o 作业代码 - 一些许可证持有者自创了维护作业代码，而这不属于许可条件规

定的作业代码（他们把捕捞作业代码和维护代码合二而一，为确定渔获量增

添了难度）。 

o 容器代码 – 许可证持有者为贝类容器编制了自己的代码 

o 来源水域类别 – 一些许可证持有者在填写类别时使用了“清澈”或“开

放”等词语，而非正确措辞（获准、限制等） 

• 许可证持有者的记录与其《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AASR）中提交的内容不一

致。 

o 贝类来源 

o 贝类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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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产品重量 

o 许可证持有者的记录中未报渔获量或生产量，但在《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

告》中却报有市场销量。 

• 记录中使用的计量单位不明确。不确定许可证持有者是以“十二个一组”、

“个”、“产品大小”、“加仑”、“公斤”还是以“磅”为单位。 

• 记录没有包括全部转运情况（例如：从孵化场转运至贝类养殖设施数星期，后转运

至其他贝类养殖设施进行养殖，仅记录了从孵化场转运至第二个贝类养殖设施的情

况）。   

如何使用“贝类水产养殖电子表格” 

“贝类水产养殖电子表格”必备要素详见“指南”标签页，填表方法说明详见“贝类水产养殖

指南”PDF 文件。参阅许可条件低 15 条了解必填信息。 

• 如若你在养殖场使用纸质数据表，应在每天结束时将该必填信息添加至“贝类水

产养殖电子表格”中。 

每次将贝类运进或运出（输入、引进、转运、捕捞、湿贮或中转等）许可设施时，均应该

在电子表格中填写一行纪录。  

• 电子表格许多列的填写很简单，而且执照持有者名称、地址、卑诗省土地档案号、

太平洋渔业管理区和容器类型等条目并不需要经常变更。  

• 如需指导，请参考“贝类水产养殖指南”PDF 文件中所有列的标题描述。 

• 务必在完成捕捞后 14 天内填写最右边灰色部分的加工厂信息，包括接受产品的日

期和数量。 

 

卑诗省贝类水产养殖协会关于记录的建议： 

• 熟悉许可条件的要求、Excel 操作和“贝类水产养殖电子表格”。 

• 向卑诗省贝类水产养殖协会寻求记录方面的支持。 

• 每天把信息记录在所要求的字段并填写 Excel 表格。 

 

最佳标签做法: 

DFO 对贝类水产养殖许可证持有者的

标签要求详见《许可条件》第 12 条及

“标签信息图”。  

怎么做： 

• 使用防水标签和抗水墨水； 

• 标签中提供最低要求的全部信息

（见上文示例）。 

• 在产品运离许可区域前，在所有

大手提袋、袋子等外包装袋上粘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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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每只容器上均有标签（即：不要只给装满小袋的外包装大手提袋粘贴标签）。 

常见不足之处： 

• 在码头或卸货区、而不是在离开许可区域前粘贴标签； 

• 采用标记胶带而不是防水标签； 

• 标签上缺少或未填写一些信息； 

• 只有作为外包装的大容器有标签（而装在里面的小容器则没有）（即：只有一个外

包装大手提袋有标签，而里面的小袋上没有）。 

《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AASR）： 

《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的提交要求详见《许可条件》第 16 条，表格范例详见《许可条件》

附录 8。务必在每年的 1 月 25 日之前将包括上一日历年的所有信息的《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

pdf 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出。务必将填好的 pdf 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fishstats@dfo-mpo.gc.ca

或 DFO.PACAASR-RSAAPAC.MPO@dfo-mpo.gc.ca。从《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中获得的数据有很

多用途，包括被汇总计入加拿大统计局和卑诗省的“年度水产养殖产量统计”中。  

《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中必须提供的上一日历年信息： 

• 每种贝类的总销量和价值（单位必须与设施保存的记录中使用的单位一致）； 

• 您对之提供或出售产品的、获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许可的加工设施； 

• 为补货或养殖而发生的销量； 

• 所有引进和转运到许可养殖水域的贝类； 

• 亚潮线下水底育种及购买象拔蚌和马蛤的证明；  

• 当前库存。 

常见不足之处： 

• 表格难以辨认或未以电子方式填写； 

• 表格填写不全（所有部分都必须填写或注明“无”）； 

• 表格有误（弄错表格、年份、设施等）； 

• 表格是打印文件的扫描件（而非可填写的原始 pdf 表格）； 

• 贝类品种未填写或填写不全（例如，以“特小”代替太平洋牡蛎，“蛤蜊”代替

“菲律宾蛤仔”）。 

• “市场销量部分”存在不一致现象（即：数量或重量巨大但美元价值却很低，或相

反，贝类数量少但价值高）。 

• 产品被确定为“预上市出售的渔获物”，但未提供加工信息或注明加工厂，亦无销

量； 

• 在“引进和转运”部分中列出的向许可设施转运贝类的信息不全或缺失（通常未说

明转运目的），或者与来源设施或地点的转运记录不一致。将象拔蚌以外贝类的转

运填写在“亚潮线下贝类育种”部分，而非“域内转运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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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省贝类水产养殖协会关于《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的建议 

• 将加工厂出具的所有收据按时间顺序保存在活页夹中； 

• 从产品转移记录中获取市场销售信息（加工厂及数量）； 

• 1 月初即动手填写《年度水产养殖统计报告》pdf 文件并寻求帮助。 
 

mailto:office@bcsga.ca
https://bcsga.ca/wp-content/uploads/2021/09/AASR_PDF.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