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fishfirst.cn

后英国脱欧时代对英国的鱼类出口
Seafish 是为英国海产品行业提供

另一方面，对英国出口的欧盟企

援助的公共机构。他们在海产品行业发

业则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以应对欧盟与

挥着关键作用，负责把行业内所有部门

英国之间货物自由流通的损失，以及与

召集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最重要的问

英国的关税同盟的损失。关于从欧盟运

题。他们提供了一个核心专业知识库，

抵英国的货物的许多新要求已经出台。

可以为各海产品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

到 2021 年 7 月 1 日，来自欧盟的海产

以推动整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进步。他们

品的进口程序将完全符合对于非欧盟海

的工作范围涵盖从渔获物和渔场到餐盘

产品的要求。

的所有领域。他们拥有一支包括 80 多

英国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与欧盟

名专业人员的团队。该团队与业界同行

签署了《贸易暨合作协议》
（TCA）
。《贸

携手合作，一同应对机遇和挑战，如增

易暨合作协议》和《北爱尔兰议定书》

加海产品消费量、支持负责任的采购。

中的条款要求北爱尔兰具有与大不列颠

Seafish 通过对所有海鱼、贝类和海鱼产

( 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 不

品（包括在英国卸货的鱼粉）的第一手

同的地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岛的其他

采购征收法定税来获取资金。所有在英

地区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被视为一

国注册的渔船所有人、（产品在英国卸

个单独区域。为了维持北爱尔兰和爱尔

货并随后直接出售给外国客户的）鱼类

兰共和国之间货物的自由流通，进入北

和贝类养殖者也都应缴纳税款。

爱尔兰的货物将继续符合欧盟的要求。

Seafish 也是海洋原料机构 IFFO 的

实际上，与北爱尔兰的直接贸易和与所

合作机构。IFFO 受邀在 Seafish 的会议

有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非常相似。北爱尔

上定期提供有关海洋原料的最新信息。

兰仍然是英国关税区的一部分。

英国脱欧、过渡阶段和英欧协议

企业名单暂无变化

英国于国际协调时间 2020 年 1 月

出口商将发现，欧盟要求所有针

31 日晚 11 时脱离欧盟，进入过渡阶段。

对欧盟出口的海产品生产企业必须在出

在这一阶段，英国将继续遵守欧盟的现

口国获得批准。这些企业的名单可在欧

行法规，包括有关海产品卫生、贸易等

盟委员会网站上查阅。所有在 2020 年

方面的法规。因此，海产品进出口将在

底之前获准向欧盟出口海产品的中国企

无需更改任何跨境程序的情况下继续展

业都将自动获准在 2021 年继续向英国

开。在此期间生效的所有欧盟新法规都

出口海产品。在过渡期结束时，英国只

将自动被纳入英国法律。

是简单地将欧盟名单上的核准企业名称

过渡阶段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

Ivan Bartolo

SeaFish法规事务顾问。自2003年以来，
Ivan Bartolo一直就职于英国海产品行业办

事处 (海鱼)。他目前担任监管事务顾问，

与政府和行业合作，以确保与海产品贸易
和海产品安全相关的法规适得其所，从而
保持严格的安全标准和高效的业务盈利能
力。他帮助企业解读规则，并将其应用于
实践。

Ivan拥有食品技术、应用毒理学和制药技

术三个学位。在此之前，他曾在英国和其
他国家从事食品分析、海产品研究、废水
处理、过程控制和技术管理等工作。

Ivan还是海产品进口商和加工商联盟(SIPA)

的主席，这是一个由行业领导者组成的国
际联盟，致力于维护海产品贸易和加工过
程中的安全、公平以及效率。此外，他还
是一名注册科学家、鱼督查国际协会董事
会成员、食品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FST)研究
员及其科学委员会成员。

IFFO是代表和推动海洋原料行业（如鱼
粉、鱼油和其它相关产业）的国际行业
机构。IFFO的会员客户分布在50多个国

家，其产量合计占世界总产量的55%以
上，占世界鱼粉和鱼油贸易量的75%。

“复制粘贴”到自己的核准名单上。
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效仿欧盟食品兽医

束。原则上，英国现在可以独立制定自

目前，英国独立于欧盟独自管理

己的食品和贸易法规，而无需受到欧盟

这些名单，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

的任何控制。目前，英国现行的食品法

英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贸易保障办公

为了获准向欧盟出口水产养殖产

规体系与欧盟的法规完全一致。自退出

室，来管理这一领域。该机构将协调卫

品（以及鸡蛋、家禽和兔子），中国制

欧盟以来，英国尚未进行任何新的法规

生与动植物检疫贸易保障活动，以确保

定了一项残留物控制计划，该计划已经

变更，而且，未来的法规变更很可能将

与英国进行贸易的合作伙伴在食品和饲

过欧盟批准。这项经欧盟批准的所有贸

是极小幅度的，以确保与其欧洲伙伴的

料安全与标准以及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

易伙伴的残留物控制计划现已被英国复

贸易不受影响。

符合进口条件。对获准出口到大不列颠

制和采用，并独立管理。这意味着必须

的中国企业名单进行增加、删除和更改，

每年向英国当局提交检验结果。

因此，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向
英国出口海产品的非欧盟企业尚未经历

必须通知这个新机构。我们尚不清楚英

任何重大变化。海关申报、健康证明和

国将如何进行审计或派代表团出国，以

渔获证明的要求与 2020 年相同。

检查是否符合英国的要求。显然，英国

办公室的举措。

海产品需出口健康证明
向英国出口鱼类将继续需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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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证明。英国允许进口海产品在一定

进行预先报告。

些简化和小幅度的关税削减。

期限内使用现行的欧盟出口健康证明。

如果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海产品进

而从 4 月 1 日起，所有运抵大不列颠的

口采取了特殊措施，例如从中国和印度

各出口国与欧盟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

海产品都必须附有新的英国出口健康证

进口养殖虾需要额外担保，则这些措施

定（FTA）将不再适用于英国。英国一

明。首席兽医官于 2020 年 12 月向包括

将继续生效。由于这些措施在 2020 年

直在与许多贸易国谈判，协商自己的贸

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当局出示了这

底之前已被纳入欧洲法规，因此，它们

易协定。其中，与欧盟的《贸易暨合作

一新的健康证明。这份英国的健康证明

也已被纳入英国法规。英国当局可以独

协议》意义重大，因为欧盟与英国之间

与欧盟现行的进口证明基本相同。

立于欧盟考虑此类措施未来如何执行。

的海产品交易量很大。《贸易暨合作协

官方的食品安全管控和必要时的

除非英国已达成协定延期，否则，

议》的条款允许海产品中包含极其有限

动物健康管控将保持不变。与目前一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渔获证明

样，将继续在隶属于港口的指定边境管

与 非 法、 不 报 告 和 不 管 制 捕 捞

制站实行管制。一项重要的进展是，从

（IUU）相关的渔获证明的要求保持不

如果要在欧盟和英国之间进行海产品的

2021 年 7 月 1 日起，从欧盟进入大不

变。英国继续要求所有海产品附带符合

免关税贸易，则几乎不可以在其中加入

列颠的动物源性产品（包括海产品）也

欧盟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法规的渔获

非欧盟、非英国的原料。这意味着，例

必须通过边境管制站。正在设立一些新

证明，并在适当情况下要求加工声明或

如，大多数采用中国原料在英国生产的

的边境管制站，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

仓储文件。在英国，该领域由海事管理

海产品不能免税销往欧盟，某些鱼糜制

求。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从 7 月

机构（MMO）负责管理。海事管理机

品和大多数包装冷冻产品除外。

的非欧盟、非英国来源的原料。这意味
着，根据《贸易暨合作协议》的条款，

1 日起的需求增加，将可能会导致包括

构是一个由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到 2020 年，英国采用欧盟的自主

非欧盟进口在内的所有经由边境管制站

（Defra）赞助的公共机构。港口卫生官

关税配额制度（ATQs）进口了大量原

员将在海事管理机构的指导下对渔获证

料用于其国内海产品加工。自主关税配

明展开边境检查。

额制度允许不论产地对用于加工的进口

的进口贸易中断。
进口到大不列颠的海产品必须经
过预先报告，通常由进口商使用英国的
电子通知系统 IPAFFS（意为产品、动物、

原料（如鳕鱼或狭鳕的冷冻鱼片）实行
英国关税和关税暂停

免税（或减税）。2021 年，英国采用关

食品和饲料系统的进口）。自 2020 年

英国制定了自己的关税计划，即

税配额和关税暂停取代了欧盟的自主关

12 月起，来自中国的海产品开始使用

英国全球关税。英国全球关税列出了适

税配额制度。例如，用于在英国加工的

IPAFFS。进口到北爱尔兰的商品需要

用于进口商品的标准（最惠国）关税。

鳕鱼或狭鳕的冷冻鱼片将在 2021 年被

使用欧盟委员会的电子系统 TRACES

该计划主要基于欧盟关税，并进行了一

列入暂停关税的商品清单。

行动。本届会议为期 5 天，将介绍全国

国务卿 Sagar Mehra 表示，目前印度

渔业负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状况，
举办《负

全国虾类产量约 70 万吨，2024 年将

> 国际

NEWS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
议召开

责任渔业行为守则》25 周年纪念活动，

增加至 140 万吨，养虾业产值从 40 亿

组织渔业委员会第 34 届会议于 202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联合国粮农

讨论渔业对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美元增至 80 亿美元，包括古吉拉特邦

年 2 月 1 日起通过视频和书信相结合的

程贡献、渔委会第 10 届养殖分委会和

（Gujarat）在内的印度沿海地区将大面

形式召开。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

第 17 届贸易分委会的会议决议、增设

积开发养殖场，黑虎虾和南美白虾的养

玉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业管理分委会可行性，并就小规模渔

殖面积将翻一倍以上。另外，其他鱼类、

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参加会议和《负

业、打击 IUU 捕鱼、渔业与气候环境

贝类和蟹类的产值也将从当前的 28 亿

责任渔业行为守则》25 周年纪念活动，

变化、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工作计划等

美元提升至 40 亿美元，2024 年罗非

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联合国粮农组织

议题进行探讨。

鱼和海鲈的出口额达到 5 亿美元。未

渔业委员会作为全球研究重大的国际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问题的唯一政府间平
台，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审议粮农组

印度计划2024年虾产量达140万吨

来三年，在世界银行和印度健康部的财
政支持下，印度渔业局将通过陆续投资

2021 至 2014 年，印度政府计划

4,100 亿卢比（56.6 亿美元）加速产业

织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工作计划及

大幅增加水产养殖业的投资，包括大面

发展，开发 10 万公顷水产养殖用地。

其执行情况，并定期全面回顾国际性渔

积开发南美白虾和黑虎虾养殖场，旨在

另外，印度渔业局还将提供资金，开发

业和水产养殖问题，分析这类问题及其

四年内将虾产品出口量翻一倍以上。印

现代化种虾和孵化场基础设施，鼓励当

可能的解决办法，以便各国、粮农组织、

度智能化水产养殖博览会（Smart Aqua

地企业与世界知名育种公司签署合作备

政府间机构和民间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

Expo India 2021）线上会议期间，印度

忘录，发展本地育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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