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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五届会议  

2021 年 3 月 16 日、18 日和 4 月 1 日，线上会议 

《国际植保公约》宣传工作最新情况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交流宣传工作报告  

议题 14.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1. 本文旨在报告《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2016 年）

批准的《国际植保公约交流宣传工作计划（2016-2020 年）》1框架内，于 2019 年

和 2020 年开展的交流宣传活动并提出 2021 年交流宣传行动计划。  

I.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19 年交流宣传活动报告  

2. 2019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国际植保公约》“植物健康与能力建设”

2年度主题框架下并在推动“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3的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交流、

宣传和信息管理计划。 

3. 年度主题相关庆祝活动内容包括：欧盟委员会卫生和食品安全总司司长主旨

发言、一场专题会议、在植检委第十四届会议期间（2019 年 4 月）举行的一场主题

边会、2019 年 10 月另行召开的《国际植保公约》研讨会（90 人与会）4。《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于 2019 年发布了七个视频，在《国际植保公约》频道上获得了 7000 次

收看。 

                                                 
1 参见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报告附录 12：

https://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en/2016/07/Report_CPM-11_2016-07-19_withISPMs-revised.pdf 
2 参见：https://www.ippc.int/en/themes/capacity-development/ 
3 参见：https://www.ippc.int/en/iyph/ and www.fao.org/plant-health-2020/  
4 参见 https://www.ippc.int/en/who-we-are/ippc-seminars/ 

 

https://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en/2016/07/Report_CPM-11_2016-07-19_withISPMs-revised.pdf
https://www.ippc.int/en/themes/capacity-development/
https://www.ippc.int/en/iyph/
http://www.fao.org/plant-health-2020/
https://www.ippc.int/en/who-we-are/ippc-sem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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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整合支持组与粮农组织全组织交流办公室

合作，提升宣传质量和影响范围。  

5. 遵循粮农组织全组织标准的新出版物包括：2018 年《国际植保公约》年度

报告；一份关于电子植检证书的宣传册；七份新的情况说明，内容涉及电子植检

证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指南及培训材料、植物健康和环境保护以及植物健康和

能力发展；三份新的指南，内容涉及监测、有害生物风险交流以及无疫区；一个

《国际植保公约》横幅；两个文件夹；以及为“2020 年国际植物健康年”制作的

宣传材料，包括 2019 年和 2020 年台历5。这些出版物全年在《国际植保公约》

会议上广泛散发并通过粮农组织出版物网页、粮农组织每周通讯和粮农组织

2019 年出版物手册进行分享。  

6. 《国际植保公约》宣传工作提高了媒体影响力（在联合国新闻、粮农组织

主页、路透社、安莎社、每日邮报、救济网等媒体刊发文章），且头条新闻的品质

及新闻价值有所提升。2019 年《国际植保公约》发布了 118 条头条新闻和 86 条

公告，创历史记录。  

7. 经改进的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启动，采用了全新的

结构和布局，更新了内容，确保了可读性和对网站各部分的访问。调整结构后的

国际植物检疫门户主页以及新闻和公告现在可以用粮农组织所有六种官方语言

提供。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结构调整基于用户反馈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

第十四届会议（2019 年）上提交的模板。2020 年 7 月，《国际植保公约》网站从

旧服务器迁移到新的亚马逊云服务器。系统投入运行，但如果系统因大量多重请求

而过载，偶尔会出现问题，出现超时错误提示。粮农组织信息技术服务司的同事与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协调后发现，有必要对《国际植保公约》的软件和

环境进行升级，同时使用一个新的文件和图像存储架构，以充分运行和利用亚马逊

云服务器的优势。在 2020 年的最后几个月，《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努力升级

《国际植保公约》网站，以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和相关软件包及运行环境，以便

采用建议的架构变更来存储文件，这将促使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性能逐步提升，

所有存储的文件都可以通过新的亚马逊云服务器获得。  

8. 《国际植保公约》在线评议系统升级到新的版本，未带来任何成本影响 6。

82 个《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和合作伙伴在 2019 年利用在线评议系统提交对标准

和规范草案、大纲草案和植物健康部长宣言草案的评论。  

                                                 
5 《国际植保公约》最新出版物见：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 
6 参见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关于在线评议系统的新闻：https://www.ippc.int/en/news/a-new-version-of-the-ippc-online-

comment-system-launched-today-for-opening-of-2019-consultations/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
https://www.ippc.int/en/news/a-new-version-of-the-ippc-online-comment-system-launched-today-for-opening-of-2019-consultations/
https://www.ippc.int/en/news/a-new-version-of-the-ippc-online-comment-system-launched-today-for-opening-of-2019-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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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作的社交媒体内容也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受众。

社交媒体订阅人数增长，分别在领英上为 640 人（增加了 39%）、在推特上为

4100 人（增加了 74%）、在脸书上为 8376 人（增加了 86%）7。根据国际植检门户网

的数据，2019 年全年有 354111 个用户访问了该网站（与 2018 年相比增长了 42%）。 

10. “国际植物健康年”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在罗马举行启动活动，这也提高了

对《国际植保公约》的认识。  

11. 总之，《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宣传活动的影响力在数量及产品和倡议质量

方面均得到了提升，完全符合粮农组织政策及标准。  

II.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20 年交流宣传活动报告  

12.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为“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开展了大量活动。

“国际植物健康年”活动报告在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相关议题下发布，完整的活动

和宣传材料清单可在国际植物健康年网站8上查看。 

13. 2020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协调出版了约 100 种出版物。其中包括

概述《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制定程序和关于减少通过海运集装箱传播外来入侵有害

生物的手册（以粮农组织所有官方语言提供）；以粮农组织所有官方语言提供六份

专题情况简报（关于《国际植保公约》、植物健康与粮食安全、植物健康与贸易

便利化、植物健康与环境保护、植物健康与能力发展以及海运集装箱），以粮农

组织所有官方语言提供五份电子植检证书情况简报修订版；两份《国际植保公约》

海运集装箱指南；与欧洲-非洲-加勒比-太平洋联络委员会（欧非加太联络委员会）

合作将八份《国际植保公约》指南翻译成法文；以及“国际植物健康年”相关

出版物。《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还与粮农组织合作，制作了 17 个视频，可在粮农

组织 YouTube 频道《国际植保公约》和“国际植物健康年”播放列表上观看。  

14. 加大力度在《国际植保公约》网站和粮农组织网站上提供相关新闻信息。

还制作了三个播客，并在联合国和粮农组织的播客频道上发布。  

15.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作的社交媒体内容也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受众。社交

媒体订阅人数增长，在领英上为 793 人（增加了 23.9%）、在推特上为 6690 人

（增加了 63%）和在脸书上为 25678 人（增加了 206%）。根据国际植检门户网的

数据，2020 年全年有 384618 个用户访问了该网站（与 2019 年相比增长了 8.6%）。 

                                                 
7 参见《国际植保公约》社交媒体账户：https://twitter.com/ippcnews、https://www.facebook.com/ippcheadlines/、

https://www.linkedin.com/groups/3175642/ 
8 参见国际植物健康年网站： http://www.fao.org/plant-health-2020  

https://twitter.com/ippcnews
https://www.facebook.com/ippcheadlines/
http://www.fao.org/plant-healt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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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整合支持组的协调下，2020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继续开展交流和

宣传程序、材料和工具的标准化工作。  

III. 2021 年交流宣传行动计划  

17. 随着《国际植保公约宣传战略》于 2018 年到期，战略规划小组提议设立一个

植检委宣传工作焦点小组，负责监督新版《国际植保公约宣传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工作。 

18. 如得到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批准，植检委宣传工作焦点小组将根据其职责

范围在 2021 年内举行会议，以启动《国际植保公约宣传战略（2022-2030 年）》的

制定工作，该战略将提交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2022 年）。 

19. 2021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往年一样制定了《国际植保公约》出版

计划，并计划根据 2021 年《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和预算开发网络和社交媒体

内容。 

20. 主要举措包括为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开展宣传活动，启动关于气候变化对

植物健康影响的研究（2021 年 6 月 1 日），首届国际植物健康大会（2021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国际植物健康年”闭幕活动（2021 年 7 月 1 日），以及支持

植物健康青年宣言和各种《国际植保公约》专题网络研讨会。《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还将协调宣布“国际植物健康日”的努力，如联合国大会批准设立“国际

植物健康日”，秘书处还将协调筹备 2022 年 5 月 12 日的首次“国际植物健康日”

庆祝活动。 

21.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19 及 2020 年交流宣传活动报告。  

2) 注意《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21 年交流宣传行动计划。  

3) 同意在植检委宣传工作焦点小组主持下制定新版《国际植保公约宣传战略

（2022-2030 年）》。  

4) 鼓励缔约方继续汇报国家层面开展的活动，可通过《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

宣传渠道进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