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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一（2021 年 3 月 16 日，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议 题 文件编号 文件名 行 动 发言人 
1. 会议开幕 无 

（粮农组织 
现场发言） 

• 会议开幕 -宣布植检委本届会议 
开幕 

-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Beth BECHDOL 女士  
- 植物生产及保护司司长 
夏敬源先生  

2. 主旨发言 无 
（现场发言和预录 

视频发言，10 分钟） 
CPM 2021/INF/15 

 -植检委主席致开幕词，

并介绍主旨发言人芬兰农

业与林业部部长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芬兰农业与林业部部长 
Jari LEPPA 先生 

3. 通过议程 CPM 
2021/01_REV_01 

CPM 2021/02 
CPM 2021/CRP 

CPM 2021/INF/01 
CPM 2021/INF/21 

• CPM-15 暂定议程 
• CPM-15 注释议程 
• CPM-15 文件列表 
• Zoom 参会指南 

-植检委主席介绍 CPM-15
暂定议程供通过 
-介绍参会指南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3.1 欧盟权限声明 CPM 2021/CRP • 欧盟权限声明 -欧盟提交权限声明 -欧盟代表团 
4. 选举报告员 无  -提名并选举 CPM-15 

报告员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5. 植检委主席团证书报告 无  
（口头报告 
最新情况） 

 -植检委主席提交植检委

主席团证书报告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6. 植检委主席报告（包括植检委加强

虫害暴发警报和响应系统焦点小组的 
更新报告） 

CPM 2021/13 
（5 分钟） 

• 植检委主席报告 -植检委收到并留意 
植检委主席的报告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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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报告 
（包括《公约》区域研讨会的更新 
报告） 

CPM 2021/24  
（5 分钟）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报告 -植检委收到并留意《国

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 
报告 

-《国际植保公约》日常事

务秘书 Avetik NERSISYAN
先生 

8. 治理与战略 
8.1 通过《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

战略框架》 
CPM 2021/03 

CPM 2021/INF/14 
• 通过《国际植保公约》2020-

2030 年战略框架 
-提交《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战略框架 
供通过。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rop DENG 先生 

8.2 通过《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职责范围与议事规则》修订版 
CPM 2021/09 

 
•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职

责范围和议事规则修正案 – 提
交供通过 

-提交《实施工作和能力

发展委员会职责范围与议

事规则》修订版供通过。

植检委将审议《职责范

围》并予以批准。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Brent LARSON 先生 

8.3 战略规划小组报告  
• 通过《战略规划小组职责 

范围》修订版 
 

• 设立“《国际植保公约 2020-
2030 年战略框架》实施计划”

焦点小组 
 

• 设立关于宣传交流的植检委焦

点小组 
 

• 设立关于气候变化对植物健康

影响的植检委焦点小组 

CPM 2021/19 
 

CPM 2021/06 
 

 
CPM 2021/08 

CPM 2021/INF/14 

 
 

 
CPM 2021/07 

 
 

CPM 2021/14 

• 战略规划小组报告—战略规划

小组 2020 年报告摘要 
• 加强战略规划小组的战略重点

及其对主席团和植检委的价值  
• 植检委落实《<国际植保公

约>2020-2030 年战略框架》发

展议题焦点小组职责范围 
• 关于宣传交流的植检委焦点小

组职责范围 
• 设立气候变化对植物健康影响

的植检委焦点小组 

-战略规划小组提交报告

供留意 
-植检委将注意到有关加

强战略规划小组的战略重

点及其对主席团和植检委

的价值的文件。 
-植检委将讨论并通过战

略规划小组的新职责范围 
-植检委将讨论并通过落

实《〈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战略框架》

发展议题焦点小组的职责

范围 
-植检委将讨论并通过宣

传交流焦点小组的新职责

范围  

-战略规划小组主席 Lucien 
KUAME KONA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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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检委将讨论并通过气

候变化对植物健康影响焦

点小组的新职责范围 

8.4 批准更新版《标准和实施框架》 CPM 2021/11 • 批准标准和实施框架更新版 -植检委将批准更新版

《标准和实施框架》 

-《国际植保公约》日常事

务秘书 Avetik NERSISYAN

先生 
 

会议二（2021 年 3 月 16 日，欧洲中部时间下午 3:00 至下午 6:00） 
 

议 题 文件编号 文件标题 行 动 发言人 
8. 治理与战略（续） 
9. 标准制定 
9.1 标准委员会（标准委）报告 CPM 2021/17  

预录视频，15 分钟 
CPM 2021/INF/17 

 

• 标准委员会报告 -标准委员会主席提交报

告供留意 
-标准委主席 
Ezequiel FERRO 先生 

9.2 通过标准 CPM 2021/15 
 

CPM 2021/INF/11 
 

CPM 2021/15_01 
 
 
 

CPM 2021/15_02  
 
 

• 通过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 各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及

植物检疫处理方法： 
o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草案：第 8 号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修订 《某一地区 
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 
（2009-005） 

o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草案：使用气调处理作为 

- 各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及植检处理方法提交植检

委供通过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driana MOREIRA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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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 2021/15_03 
 
 

CPM 2021/15_04 
 

 
 
 

CPM 2021/15_05  
 
 

 
CPM 2021/15_06 

 
 
 
 
 
 

CPM 2021/15_07 
 
 
 
 
 
 

植物检疫措施的要求 
（2014-006）  

o 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 2018 年修正草案： 
《植物检疫术语表》 
（1994-001）  

o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草案：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如授权实体 执行植物检疫 
行动时的要求（2014-002）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附件草案：桔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辐照

处理（2017-015）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附件的草案：针对地中海 
实蝇（Ceratitis capiata）的

樱桃（Prunus avium）、 
日本李（Prunus salicina）和

桃（Prunus persica）低温 
处理（2017-022A）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附件草案：甜樱桃（Prunus 
avium）、日本李（Prunus 
salicina）和桃（Prunus 
persica）除昆士兰实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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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 2021/15_08 
 
 

 
 

CPM 2021/15_09 
 

 
 
 
 

CPM 2021/15_10 
 
 

 
CPM 2021/15_11 

 
 

（Bactrocera tryoni）冷处理

（2017-022B）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ISPM 28）附件草案： 
欧亚种葡萄（Vitis vinifera） 
地中海实蝇（Ceratitis 
capitata）的低温处理

（2017-023A）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附件草案：针对昆士兰实蝇

（Bactrocera tryoni）的欧亚

种葡萄（Vitis vinifera）低温

处理（2017-023B）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附件草案：桃小食心虫

（CARPOSINA SASAKII） 
辐照处理（2017-026） 

o 第 2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ISPM 28）附件草案： 
按实蝇属 
（Genus Anastrepha）的辐照

处理（2017-031） 
CPM 2021/22 

CPM 2021/INF/12 

 

• 通过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 对已通过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的文字修改 

-《通过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 
— 对已通过国际植检措

施标准的文字修改》报告

提交至植检委供留意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driana MOREIRA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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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标准委员会向植检委提出的建议

（包括通过《国际植保公约》标准主题

清单） 

CPM 2021/18 • 标准委员会向植检委提出的 

建议（包括通过《国际植保 

公约》标准主题清单） 

-标准委员会向植检委 

提交建议供审议和决定，

主题清单供通过 

- 标准委主席 

Ezequiel FERRO 先生 

   
会议三（2021 年 3 月 18 日，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议题 文件编号 文件名 行动 发言人 

9. 标准制定（续） 
 

    

10. 植检委建议     

10.1 通过植检委关于粮食援助的建议 CPM 2021/16 

CPM 2021/16_01 

 

CPM 2021/INF/16 

 

• 植检委建议 

• 植检委建议草案：在紧急情况

下安全提供粮食和其他人道 

主义援助，防止植物有害生物

入侵（2018-026） 

-植检委审议并通过建议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driana MOREIRA 女士 

 

10.2 通过植检委关于就“污染性虫害”

进行首次磋商的建议 

CPM 2021/16 

 

CPM 2021/16_02 

• 植检委建议 

• 通过减少与限定物和非限定货

物相关的污染性有害生物发生

率，保护植物健康和促进贸易

（2019-002） 

- 植检委审议并批准磋商

建议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driana MOREIRA 女士 

 

10.3 讨论缔约方提请 CPM 做出建议的

其他主题 

CPM 2021/16 • 植检委建议 -植检委审议缔约方提请

植检委做出建议的其他 

主题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driana MOREIRA 女士 

（缔约方如提请植检委就新

主体做出建议，则交由该缔

约方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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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施工作与能力发展   

11.1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报告 CPM 2021/26 

预录视频 

（15 分钟） 

CPM 2021/INF/18 

•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报告 

-实施和能力委员会主席

向植检委就本委员会活动

提交报告 

-报告末尾列出决定摘要 

-植检委将审议数项决定 

-实施和能力委员会主席

Dominque PELLETIER 先生 

 

11.2 通过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 CPM 2021/29 • 通过经调整的实施工作和能力

发展主题清单 

-植检委审议并通过经调

整的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

主题清单的调整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Brent LARSON 先生 

11.3 海运集装箱工作组情况更新 CPM 2021/27 

 

CPM 2021/INF/13 

CPM 2021/INF/14 

 

• 海运集装箱工作组情况更新 -植检委收到秘书处提交

的海运集装箱工作组情况

更新报告 

-植检委将审议数项决定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rtur SHAMILOV 先生 

12. 财务报告及预算   

12.1《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财务报告

（2019 年和 2020 年） 

CPM 2021/23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财务

报告（2019 年和 2020 年） 

-植检委留意到《国际植

保公约》秘书处提交的财

务报告（2019 年和 2020

年）并通过《国际植保公

约》多捐助方信托基金的

财务报告（2019 年和

2020 年）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Marko BENOVIC 先生 

12.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21 年

工作计划和预算 

CPM 2021/25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21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 

-植检委批准《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 2021 年工

作计划及其 2021 年预算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Marko BENOVIC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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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四 (2021 年 3 月 18 日,欧洲中部时间下午 3:00 至下午 6:00) 

 

议题 文件编号 议题/文件名 行动 发言人 
13. 电子植检证书 
13.1 电子植检证书的长期可持续供资 CPM 2021/31 

CPM 2021/INF/14 

 
 

• 电子植检证书的长期可持续 
供资 

-植检委审议《国际植保

公约》电子植保系统解决

方案的长期财务可持续

性，并就实现最佳发展提

供前进方向和指导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Craig FEDCHOCK 先生 

14. 《国际植保公约》宣传交流   
14.1 《国际植保公约》宣传工作最新

情况 
CPM 202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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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检委收到并留意《国

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交流

宣传工作报告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Mirko MONTUORI 先生 

14.2 国际植物健康年更新报告 CPM 2021/04 •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植检委收到 2020 国际植

物健康年的更新报告并做

相关决定 

-国际植物健康年指导委员

会主席 Ralf LOPIAN 先生/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Mirko MONTUORI 先生 
14.3 关于设立国际植物健康日的提案更

新报告 
CPM 2021/05 • 关于设立国际植物健康日的 

提案 
-植检委收到并留意关于

设立国际植物健康日的提

案更新报告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rop DENG 先生 

15. 对外合作   
15.1 国际合作更新报告 CPM 2021/28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国际

合作工作报告 
-植检委收到《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国际合作工

作报告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rop DENG 先生 

15.2 相关国际组织书面报告 CPM 2021/INF/02 
CPM 2021/INF/03 
CPM 2021/INF/04 

• 相关工作组织书面报告更新

（INF 文件） 
-植检委收到并留意相关

国际组织更新后的书面 
报告（INF 文件）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rop DENG 先生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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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 2021/INF/05 
CPM 2021/INF/06 
CPM 2021/INF/07 
CPM 2021/INF/08 
CPM 2021/INF/09 
CPM 2021/INF/10 

16. 《国际植保公约》网络活动   
16.1 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区域植物

保护组织间技术磋商会更新报告 
CPM 2021/10  

 
CPM 2021/INF/19 

 

CPM 2021/INF/20 

 
 

CPM 2021/33 
 

以及两个预录视频

（每个时长 5 分钟） 

•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合作

情况更新——区域植物保护组

织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一届会

议更新—概要报告 
•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术合作

情况更新——区域植物保护组

织间技术磋商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更新—概要报告 

- 播放概要报告视频，植

检委接收并留意第三十一

届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

术磋商会更新报告 
-播放概要报告视频，植

检委接收并留意第三十二

届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技

术磋商会更新报告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Brent LARSON 先生 
 
- 非洲植物检疫委员会 
Jean Gérard MEZUI M'ELLA
先生和加勒比农业健康和 
食品安全署 
Juliet GOLDSMITH 女士做

视频发言 

17.确定植检委附属机构成员及替补 
人选（包括选举植检委新任主席）–  
植检委主席团 

CPM 2021/30（以及 
相关 CRP 文件） 

 
 

CPM 2021/21（以及 
相关 CRP 文件） 

 
CPM 2021/32 

 

• 确定植检委附属机构成员及替

补人选（包括选举植检委新任

主席）– 植检委主席团 
• 确认植检委成员和替补人选：

附属机构—标准委员会 
• 确认植检委附属机构实施工作

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及替

补成员  

-植检委确定植检委主席

团和附属机构成员及替补

人选（包括选举植检委新

任主席） 
-植检委确定标准委员会

成员及替补人选 
-植检委确定实施工作和

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及替

补人选 

-Mr Francisco Javier—— 
植检委主席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Adriana MOREIRA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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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Brent LARSON 先生 
18. 其他事项 无 • 取决于最终日程 -植检委按照最终日程 

审议其他提交至委员会的

事项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19. 植检委授权植检委主席团于 2021
年代为开展工作 

CPM 2021/12 
 CPM 2021/INF/14 

 

• 植检委授权植检委主席团于 
2021 年代为开展工作— 植检

委主席团和《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在紧急情况或危机时期

的职责 

-植检委探讨紧急情况或

危机时期主席团和《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的作

用，并授权植检委主席团

于 2021 年代为开展工作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20. 下届会议日期和地点 无 • 日期和地点待定 -植检委获晓下届会议的

日期和地点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会议五（2021 年 4 月 1 日，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议题 文件编号 议题/文件标题 行动 发言人 

21. 完成待决议题（如有必要） 
   

会议六（2021 年 4 月 1 日，欧洲中部时间下午 3:00 至下午 6:00） 
 

议题 文件编号 议题/文件标题 行动 发言人 
22. 通过报告  • CPM-15 报告草案 -植检委审查并通过

CPM-15 报告草案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23. 会议闭幕 无 • 植检委主席口头发言 
• 会议闭幕 

-宣布植检委本届会议 
闭幕 

-植检委主席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