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认证的水产养殖
来自获GLOBALG.A.P.认证水产养
殖场的产品的消费者标签

www.g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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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认证水产养殖的消费者标签介绍

来自获GLOBALG.A.P.认证农场的水产养殖产品现在可以贴上新的
GGN消费者标签了。GGN标签引导消费者访问www.ggn.org，这
是一个获认证水产养殖的在线门户网站，网站上提供生产该产品的
农场的相关信息。
 
该网站还解释了良好的水产养殖实践及获认证的农场的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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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GN水产养殖标签有何好处？

1.	 通过从GLOBALG.A.P.认证的水产养殖场购买产品，向消费者传达您
为确保向其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2.	 您可以获得来自29个国家的38个物种-总共有200多万吨来自获认证
农场的产品。

3.	 GLOBALG.A.P.标准涵盖食品安全、环境、动物福利以及职工健康、
安全和福利等问题。此标准旨在确保安全和可持续的给料生产、孵
化、成长、收获和收获后活动，以及供应链中的隔离和正确贴标。

4.	 它通过显示产品的生产地点将消费者和农场连接起来，从而提供了获
认证水产养殖的透明度和信任感。

5.	 www.ggn.org门户网站提供了水产养殖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十分
有用且具有教育意义。

6.	 借此，您可以将自己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来，并显示您在水产
养殖良好实践方面做出的努力。

7.	 您的产品将出现在www.ggn.org在线门户网站上。

8.	 您将收到一些宣传材料，这些宣传材料您可以分发给消费者（在销
售点提供的图片和传单、您的网站的文章或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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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更新	| **	包括台湾

As of December 2018

目前符合GLOBALG.A.P.	水产养殖标准的物种	水产养殖标准29个国家的水产养殖认证*	

来自29个国家的38个物种
总共200多万吨来自获认证农场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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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马恩岛
意大利
韩国
毛里求斯
尼加拉瓜
挪威
巴拿马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西班牙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越南

200 多万吨	
全球认证* 

意大利鲟 ...................................................................... [Acipenser naccarii]   
大西洋庸鲽 .............................................. [Hippoglossus hippoglossus] 
大西洋鲑 ...................................................................................  [Salmo salar]   
澳洲肺鱼 ...........................................................................  [Lates calcarifer] 
蓝贻贝 ..................................................................................... [Mytilus edulis] 
蓝点真鲷 .............................................................  [Pagrus caeruleostictus]   
美洲红点鲑 ............................................................  [Salvelinus fontinalis]   
军曹鱼 .................................................................  [Rachycentron canadum]   
银大马哈鱼 ........................................................  [Oncorhynchus kisutch]   
细点牙鲷 ...............................................................................  [Dentex dentex]   
多瑙河鲟鱼 .................................................  [Acipenser gueldenstaedtii]  
欧洲平牡蛎 ........................................................................... [Ostrea edulis]  
欧洲鲈鱼 .................................................................  [Dicentrarchus labrax]   
斑节对虾 ....................................................................... [Penaeus monodon] 
金头海鲷 ..............................................................................  [Sparus aurata]  
高体鰤 .................................................................................  [Seriola dumerili]  
大眼牙鲷 ..........................................................  [Dentex macrophthalmus] 
大西洋白姑鱼 ........................................................  [Argyrosomus regius]   
地中海贻贝 .................................................... [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  
罗非鱼 ..................................................................... [Oreochromis niloticus]   
太平洋牡蛎 ................................................................. [Crassostrea gigas] 

巴丁鱼 .................................................. [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   
丝鳍牙鲷 .......................................................................... [Dentex gibbosus] 
鲳参鱼 ........................................................................... [Trachinotus blochii]   
虹鳟鱼 ...................................................................... [Oncorhynchus mykiss]  
眼斑拟石首鱼 ....................................................... [Sciaenops ocellatus]  
红海鲷 ................................................................................... [Pagrus pagrus]   
三长棘赤鲷 ............................................................ [Pagrus auriga] 赤点
石斑鱼	........................................................................ [Epinephelus akaara] 
海鳟 ................................................................................ [Salmo trutta trutta]   
塞内加尔鳎 ............................................................... [Solea senegalensis]  
尖吻重牙鲷 ................................................................. [Diplodus puntazzo]   
波纹短须石首鱼 ......................................................... [Umbrina cirrosa]  
闪光鲟 ........................................................................... [Acipenser stellatus]  
小体鲟 .......................................................................... [Acipenser ruthenus]  
大菱鲆 ................................................................. [Scophthalmus maximus]  
青铜石斑鱼 ............................................................. [Epinephelus aeneus] 
南美白对虾 ........................................................ [Litopenaeus vanna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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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G.A.P.水产养殖标准”是良
好水产养殖实践的通用标签，鼓励
生产和销售安全食品，同时保护稀
缺资源。生产者和品牌所有者可借
此向消费者保证，食品是在良好的
生态条件下负责任地养殖的。

“GLOBALG.A.P.水产养殖标准”涵盖
了从亲鱼、幼苗到养殖、收获的整
个生产链。它借助监管链工具来确
保获GLOBALG.A.P.认证的要求安
全到达销售点，服务最终消费者。
它作为水产养殖生产者的实用手

册，可确保食品安全，在考虑到生
物多样性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并符合动物福利和职工健
康安全的要求。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globalgap.org/aquaculture

配合饲料

孵化
成长

收获

收获后

基于GLOBALG.A.P.水产养殖认证的GGN消费者标签
关心消费者	——	各个生产阶段负责任的采购	 

涵盖食品安全、动物福利、职工福利、环境、可追溯性以及各个生产阶段的关键可持续性方面

涵盖所有种类
的鳍鱼、甲壳
类和软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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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获得认证的农场
告诉您的买家有关GGN消费者标签的信息

您可以告知客户，他们现在可以使用该标签来向最终消费者表明他
们的产品来自获认证的农场。

•	 如果您的客户选择使用该标签，您应向其提供您的农场简介，
该简介将在www.ggn.org上公布。

•	 农场简介包含一些与您的农场有关的图片和信息数据。
•	 供应链中的所有合作伙伴均需获得监管链认证。
•	 对销售包装中的最终产品进行包装的公司将申请注册标志使用

权，并按照出售时使用该标志的最终产品的吨位支付许可费。
•	 如果您的农场同时也为最终消费者包装产品，那么您可以直接

在这里申请标志使用权。

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ggn.org

如何获取GGN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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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零售商或食品服务公司，
向消费者提供获认证的水产养殖。

只需告知供应商，您希望他们在消费者包装上印上该标志。然后，供
应商将确保其满足所有要求。	

如果您想给直接卖给消费者的鲜鱼贴上标签，您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
销售点材料告知您的消费者他们正在购买由获认证农场生产的产品。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电子邮件至： info@ggn.org

如果您是供应商	
您包装自己的或您客户的品牌吗？

如果您是要将标志印在面向消费者的包装上的公司，则您应确保满足
下列所有要求：
1.	 对供应链中的所有合作伙伴（饲料生产商、农场、您的供应商和

您自己的公司）进行认证。
2.	 将标志和识别号正确印在产品上。
3.	 在申请时，您需要提供生产产品的水产养殖场的简介。
要想成为标志被许可人，只需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ggn.org. 

如何获取GGN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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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产品将印上的编号

您了解这家农场吗？

www.ggn.org

在最终产品上

是 否

在最终产品上

GGN 1234567890123
CoC 9876543210987 CoC 9876543210987

www.ggn.org

搜索GGN

www.ggn.org

搜索CoC
编号

www.ggn.org

输入商标

www.ggn.org

合适的农场
清单农场简介

www.ggn.org

农场简介

MEET YOUR FARM – THE NEW ONLINE PORTAL GGN.ORG

AQUACULTURE WITH GGN

GLOBALG.A.P.
THE STANDARD BEHIND GGN

MEET YOUR FARM – THE NEW ONLINE PORTAL GGN.ORG

AQUACULTURE WITH GGN

GLOBALG.A.P.
THE STANDARD BEHIND G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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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GGN标签的水产养殖
GGN水产养殖标签费

GGN标签 
申请费

GGN标签 
许可费

按每年每
吨付费

1000欧元/次

GGN Logo
基本价：每吨贴有标签的最终
产品付费10欧元	
注：前10500吨	-	每吨10欧元，
超过的部分每吨4欧元

要想成为标志被许可人，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g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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