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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六届会议  

2022 年 4 月 5、7 和 21 日，线上会议 

报告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议题 11.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I. 引 言 

1. 本报告概述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开展的活动，即旨在通过

提高缔约方植物检疫能力支持其实施《公约》、标准与植检委建议的活动。本报

告介绍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工作概况，具体章节详细介绍委员会某些主要

活动。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植物检疫能力评价、海运集装箱工作组及国家

报告义务的其他相关信息见植检委专门文件及秘书处管理的项目概要。 

2. 多位专家为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作出贡献，委员会提请植检

委感谢今年卸任的专家以及 2022 年参与编写指南或培训材料的专家。下文汇总部

分列出了专家姓名。 

3. 本文件内容组织方式旨在介绍委员会会议重点以及委员会分组和委员会小

组开展的活动。 

4. 为便于查阅，文末汇总了文中提请植检委作出的决定。 

II.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会议 

5. 2021 年，委员会共举办 8 次线上会议（包括 11 月举行的委员会第 17 次线

上会议，为期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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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在多份指南和培训材料方面取得进展，委员会继续就实施工作和能力发

展主题清单中的重点主题开展工作。此外，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分组和委员会小组

工作，并就通过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项目开展的活动提供指导意见。 

7. 委员会 2021 年首次会议（委员会第 10 次线上会议）于 1 月举行，会上讨论

了实施工作促进组“设计思路”研究的结果。该研究目的在于审议如何在网络时

代新形势下根据目标群体期待完善《国际植保公约》指南和培训材料的交付。 

8. 第 11 次线上会议定于 2 月召开，会上通过了海运集装箱工作组 2021 年工作

计划。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项目活动的最新情况：会上介绍了“超越合规”的情

况，委员会指出，“超越合规”工具将不会制作成交互式在线工具，而是会在国

际植检门户网站上发布粮农组织所有官方语言版本的可下载 Excel 文档和说明。此

外，委员会注意到 2020 年完成的电子商务相关活动，审查并通过了 2021 年电子

商务工作计划。 

9. 委员会第 12 次线上会议于 3 月举行，会上讨论了《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和

能力发展指南与培训材料编写流程的拟议修订。会上向委员会提交了国家报告义

务相关活动概要及 2021 年拟议工作计划，并获得批准。会上还讨论了植检委第十

五届会议（2021 年）与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相关的主要决定，重点关注海运集装

箱工作组所需准则。 

10. 委员会第 13 次线上会议于 4 月举行，会议向委员会提供了整合支持小组活

动的最新情况，讨论了电子植检证书小组提供的《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检证书

解决方案，汇报了《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结果，并讨论了 2021 年区域研讨

会筹备情况。委员会借助会议契机讨论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网络资源进展，并

决定了有待推出的植检系统内容页面的工作推进方式。 

11. 委员会第 14 次线上会议于 5 月举行，目的在于分享委员会职责范围之外的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项目相关信息。此外还讨论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管理

的项目现状，强调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为提高所参与项目的活动透明度而

付出的努力。委员会邀请了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家植保机构（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欧非加太联络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日本、北美植保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

的观察员介绍并讨论其项目，促进协同增效。委员会还了解了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的最新情况，并同意成立委员会小组处理这一紧急问题。 

12. 委员会第 15 次线上会议于 6 月举行，讨论了捐助资源审查流程的简化方案，

修正并批准了经修订的植物检疫资源捐助标准和程序。会上，委员会还审议了实

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并就建议删除的主题以及审查和调整后的优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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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致。已确认为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中的三个主题编写规范说明草

案，用于 2021 年磋商会（见本报告 3.4 节）。本次会上，委员会还审查了《标准

与实施框架》的拟议改动。 

13. 委员会第 16 次线上会议于 9 月举行，会议讨论了磋商结果，并批准将以下

规范用作指南和培训材料。 

• 应急规划，指南（2019-012）； 

• 检验，电子学习课程（2020-011）； 

• 监测和汇报义务，电子学习课程（2020-012）。 

14. 此外，代表标准委的委员会成员向委员会提交了标准委的最新情况。标准

委员会（标准委）和委员会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委员会一直在探索新的方式加

强合作和有效利用资源。 

15. 委员会还讨论了如何使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成为可持续系统。  

16. 委员会第 17 次线上会议为期四天，集中讨论了多个委员会重点问题，包括

根据评论意见审查用作指南和培训材料的修订后规范说明草案，并批准了下列规范： 

• 植物卫生官员培训，课程（2017-054）；  

• 保持出口货物植物检疫完整性--植物检疫安全程序编写指南（2018-028）；  

• 管理植物检疫风险--法规及法律制定和实施指南（2018-008）。  

17. 委员会讨论了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分组职责范围草案的磋商结果，并在考

虑评论意见基础上修订后通过。  

18. 委员会分组和小组也在会上提交了各自的 2021 年活动报告，并请委员会批

准其 2022 年工作计划。此外，委员会还讨论了主题问题工作组针对实施材料主题

提案的意见。 

19. 委员会会议报告见植检门户网站 1。 

20.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会议的成果。 

 
1 委员会会议报告：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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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委员会分组活动 

A. 委员会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 

21. 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旨在通过研究和调查来监测《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国际植保公约》）、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和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建

议的实施工作相关挑战。  

22. 2021 年，委员会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共组织 3 次会议（4 月、7 月

和 10 月），讨论 2021 年分组工作计划，并审查分组重点 1 主题的现状和分组出

版物进展。 

23. 以上会议的报告登载于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2。  

24. 以下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研究已完成，应于 2022 年第一季度发布 3。 

• 此前两次《国际植保公约》普查的综合分析（2018-53，重点 1） 

• 对授权实体执行植检行动的国家植保机构的要求相关案头研究（2018-55，

重点 2） 

• 无疫区实施成绩调查（2018-50，重点 1） 

25. 以下两项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研究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 2022 年第一

季度完成：  

• 基于风险的边境管理指南编写研究（2019-13，重点 1） 

• 《国际植保公约》诊断规程研究（2019-14，重点 1） 

26. 委员会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通过讨论

和调查确定了将分组转变为可持续系统的备选方案，方案报告将于 2022 年第一季

度发布。更多信息见专为议题 11.5 编写的植检委文件。 

27. 2021 年 3 至 6 月，分组启动主题征集，向植检委主席团、实施工作和能力

发展委员会、标准委、区域植保组织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征求关于实施工

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研究和调查的意见。为加强提案协调性，向《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和各机构主席（抄送成员）发出征集通知，邀请其通过各自在委员会实施

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的代表提交提案。  

 
2  委员会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网页：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apacity-
development-committee/ic-sub-group/ic-sub-group-for-implementation-and-review-and-support-system-irss/ 
3 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网页：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implementation-review-and-support-system/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ic-sub-group/ic-sub-group-for-implementation-and-review-and-support-system-irs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ic-sub-group/ic-sub-group-for-implementation-and-review-and-support-system-irss/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implementation-review-and-suppor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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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截止日期前收到一份电子商务研究提案，分组同意向委员会建议将该研究

加入分组主题清单 4。 

29. 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框架下开展的工作和研究已经产出多份出版物，

由委员会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审查并批准出版。  

30. 此外，分组还参与组织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网络研讨会 5，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介绍了主要成绩，并提供了当前工作的最新进展和过渡至可持续

系统的下一步措施。 

31. 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大部分活动资源来自欧盟供资项目：《国际植保

公约》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项目（GCP/GLO/877/EC）第三期（2018-2020 年）。 

32.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实施情况审查及支持系统分组的活动。 

B. 委员会争端避免和解决分组 

33. 2019 年，委员会争端避免和解决分组曾发出专家征聘通知 6并两次延长截止

日期，但仍未收到足够提名。考虑到此次征聘结果以及《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

决程序正在审议，委员会暂停了该分组的活动。然而，该委员会分组的未来与植

检委对经修订的委员会职责范围和《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监管相关《议

事规则》的决定密切相关。 

34. 详情见关于经修订的《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的植检委文件

CPM 2022/05。 

35.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争端避免和解决分组现状。 

C. 委员会海运集装箱工作组分组 

36. 海运集装箱工作组 2021 年共举行 10 次会议，因其任务于 2021 年底结束，

将在 2022 年 2 月向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报告获批后将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发布。

工作组将在议题 11.3 海运集装箱工作组项下向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2022 年）提

交报告摘要与建议。  

 
4 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主题清单：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7720/  

5  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网络研讨会：http://www.ippc.int/en/news/workshops-events/webinars/implementation-
review-and-support-system-irss-december-2021/ 
6 专家征聘：http://www.ippc.int/en/calls/call-for-experts-ic-sub-group-on-dispute-avoidance-and-settlement/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7720/
https://www.ippc.int/en/news/workshops-events/webinars/implementation-review-and-support-system-irss-december-2021/
https://www.ippc.int/en/news/workshops-events/webinars/implementation-review-and-support-system-irss-december-2021/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experts-ic-sub-group-on-dispute-avoidance-and-settlement/


6 CPM 2022/11 

 

 

37. 此外，将应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2021 年）要求，请植检委考虑成立植检

委海运集装箱焦点小组。该焦点小组职责范围由海运集装箱工作组起草，战略规

划小组审查，内容见议题 8.8.6。 

38.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海运集装箱工作组分组的活动。 

IV. 委员会各小组活动 

A. 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小组 

39. 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小组通过 6 次会议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供国家

报告义务相关指导意见，并促进 2021 年国家报告义务工作计划落实。  

40. 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分组已由委员会成立，职责范围也已获批，但由于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缺乏用于 2022 年国家报告义务活动的资源，专家征聘以

及该分组的启动工作已被推迟。 

41. 国家报告义务活动详情见植检委议题 11.2。 

42.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小组的活动。 

B. 委员会电子商务小组 

43. 《国际植保公约植物、植物产品和限定物电子商务指南》（2017-039）编写

工作正在推进，预计将于 2022 年发布。2021 年 3 月推出了关于电子商务系统的

内容网页 7，可集中提供所有相关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检委建议、《国际植保公

约》指南和捐助资源的链接。世界海关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及新西兰国家植保机

构提交 8。￼ 

44. 委员会小组在电子商务以及邮件和快递途径相关的植检风险方面加强了与

世界海关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种子联合会的合作。《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继续积极参与世界海关组织电子商务工作组。2021 至 2022 年，《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作为电子商务工作组观察员参与审查《世界海关组织电子商务标准框架》 9。 

 
7 电子商务内容网页：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e-commerce/ 
8  捐助资源：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contributed-
resource-list/ 
9  《 世 界 海 关 组 织 电 子 商 务 标 准 框 架 》 ：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instrument-and-
tools/frameworks-of-standards/ecommerce.aspx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e-commerce/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contributed-resource-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contributed-resource-list/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instrument-and-tools/frameworks-of-standards/ecommerce.aspx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facilitation/instrument-and-tools/frameworks-of-standards/ecomme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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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电子商务小组的活动。 

C. 委员会《标准和实施框架》小组 

46. 《框架》最新版本经植检委第 15 届会议（2021 年）通过后已经在国际植物

检疫门户网站上发布 10。2021 年，委员会和标准委共同审查《框架》，确保其反

映标准和实施活动当前进展。经修订草案 7 月提交标准委专题会议，6 月提交委员

会会议，标准委与委员会均赞同将其提交战略规划小组。2021 年 10 月，战略规划

小组要求《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为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编写文件，提出效率更

高、实效更强的方式来介绍《标准和实施框架》内容，旨在简化框架汇编和维护

过程，提高可用性并降低成本。  

47.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框架数据库开发提案的详细信息参见植检委议题

8.3 文件。  

48.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标准和实施框架》小组的活动。 

D. 委员会指南和培训材料小组 

49. 2021 年发布了以下《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  

• 有害生物状况，指南（2017-048）， 

• 监测，经修订指南（2017-049）， 

• 草地贪夜蛾防治，指南（2020-010）；  

50. 2021 年 10 至 12 月举办了一系列网络研讨会来宣传以上 3 份新发布的《国

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网络研讨会提供阿拉伯文、法文和俄文同声传译。

关于新版草地贪夜蛾应备和响应准则的系列网络研讨会包含 3 场培训，共 120 名

参会人员 3 场全部参加。10 月，通过有害生物状况、监测和系统方法网络研讨会

推出了另外两份刚刚发布的指南和系统方法在线工具。该网络研讨会吸引了来自

77 个国家的 354 名参会者。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会者都打算在研讨会后应用新

版指南或与同事分享。委员会收到的每一场网络研讨会的反馈意见都十分正面，

并计划在 2022 年增加场次。 

 
10  《标准和实施框架》：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standards-and-implementation/ippc-framework-
for-standards-and-implementation/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standards-and-implementation/ippc-framework-for-standards-and-implementation/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standards-and-implementation/ippc-framework-for-standards-and-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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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以下《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正在编写中，预计将于 2022 年发布：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电子学习课程（2020-002） 

• 植物检疫出口认证系统，电子学习课程（2020-003） 

• 应急规划，指南（2019-012） 

• 检验，电子学习课程（2020-011） 

• 监测和汇报义务，电子学习课程（2020-012） 

• 电子商务，指南（2017-039） 

• 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实施，指南(2017--043) 

52. 目前正通过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供资项目开发四门新的电子学习课程

和一份应急规划指南，将于 2022 年 5 月底前完成。电子学习课程与欧洲－非洲－

加勒比－太平洋联络委员会（欧非加太联络委员会）联合开发，属于 2021 年 11 月

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内容。与欧非加太联络委

员会这一合作结合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植检问题专长与欧非加太联络委

员会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开发电子学习课程和提供培训课程的专长。电

子学习课程预计 2021 年推出。 

53. 2021 年 6 月，委员会根据委员会小组提案修订了《国际植保公约指南和培

训材料编写流程》 11，旨在提高透明度，并为缔约方提供评论规范说明草案的机

会。202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共提交 6 份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资源的规范说

明草案 12供磋商。规范已经定稿并经委员会批准，其中 4 份已经列入《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 2022 年工作计划。 

54. 2022 年 1 月，国际植检门户网站推出了关于《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

材料 13的新网页。网页带有可搜索列表，并明确标注每种产品所具有的粮农组织

官方语言版本。 

55. 2021 年，秘书处在争取实物捐助，即《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粮

农组织官方语言翻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欢迎潜在合作对象与《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取得联系（ippc@fao.org），讨论协助翻译特定指南或培训材料的相关事宜。  

 
11 指南与培训材料编写流程：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8591/  
12 2021 年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规范：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onsultation-
on-ic-sub-groups-draft-terms-of-reference-and-draft-rules-of-procedure/  
13  《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
and-training-materials/ 

mailto:ippc@fao.org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8591/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onsultation-on-ic-sub-groups-draft-terms-of-reference-and-draft-rules-of-procedure/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consultation-on-ic-sub-groups-draft-terms-of-reference-and-draft-rules-of-procedure/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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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标准和实施框架》小组的活动 

2) 注意 2021 年发布的指南与培训材料 

3) 注意指南与培训材料编写进展 

E. 委员会对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的拟议调整 

57.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增添内容的考虑见植检委另外两个议题：  

• 议题 8.7（主题问题工作组关于《国际植保公约》2021 年主题征集的建议：

标准和实施）建议增加以下主题：植物检疫审计，指南（2021-009）  

• 议题 11.2（国家报告义务）建议增加以下主题：国家报告义务，指南修订

（2021-026）  

58. 如上所述，委员会批准了《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编写流程》的修

订，修订后流程清晰阐述了指南、培训套件、电子学习课程、视频、课程及其他

实施和能力开发技术资源的编写流程。捐助资源、程序、计划、植检能力评价工

具和基本宣传材料不属于“指南与培训材料”范围，这些议题相关工作遵循不同

流程。因此，委员会建议从主题清单中删掉以下主题： 

• 加强有害生物暴发警报和响应系统，计划（2017-051）（见植检委议题 8.8.1） 

• 争端解决，程序修订（1999-005）（见 CPM 2022/05 号文件） 

• 植检能力评价工具现代化（2017-052）（见植检委议题 11.4） 

• 海运集装箱，计划（2016-016）（见 2.3 节） 

• 植物卫生监测（2015-015），捐助资源 

• 植物检疫实验室设计（2018-013），捐助资源 

• 入境旅客携带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管理，宣传材料（2018-017） 

59. 由于以下遗留主题缺少主题提交表格、规范说明草案或其他相关信息，委

员会建议从主题清单中删除： 

• 有害生物诊断（201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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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此前为主题清单开发了新的数据库 14，可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查看。数据库

内包括植检委通过的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并已译成粮农组织所有官方语言。

新的数据库列出了每个主题的优先级、阶段和现状，易于搜索。已应植检委第 15

届会议（2021 年）要求增加产品类型、供资来源和预计发布日期。数据库还列出

了每个主题的委员会牵头人和实施工作促进组牵头人，并设有一列用于添加备注

和主题相关网络链接。 

61. 由于以下《国际植保公约》指南与培训材料发布于 2021 年，委员会建议将

相关主题从主题清单中删除：  

• 有害生物状况，指南（2017-048）  

• 监测，经修订指南（2017-049） 

• 草地贪夜蛾防治，指南（2020-010） 

62. 提请植检委： 

1)  同意从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中删除以下主题 15： 

a) 加强有害生物暴发警报和响应系统，计划（2017-051）（见植检委议题 8.8.1） 

b) 争端解决，程序修订（1999-005）（见 CPM 2022/05 号文件） 

c) 植检能力评价工具现代化（2017-052）（见植检委议题 11.4） 

d) 海运集装箱，计划（2016-016）（见 2.3 节） 

e) 植物卫生监测（2015-015），捐助资源 

f) 植物检疫实验室设计（2018-013），捐助资源 

g) 入境旅客携带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管理，宣传材料（2018-017）  

h) 有害生物诊断（2016-015） 

i) 有害生物状况，指南（2017-048） 

j) 监测，经修订指南（2017-049） 

k) 草地贪夜蛾防治，指南（2020-010） 

 
14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数据库：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list-
topics-ippc-implementation/list  
15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数据库： 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list-
topics-ippc-implementation/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list-topics-ippc-implementation/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list-topics-ippc-implementation/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list-topics-ippc-implementation/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list-topics-ippc-implementati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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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各项主题的编写情况。 

3)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的优先级。 

F. 委员会植物检疫能力评价小组 

63. 本报告提供了委员会植物检疫能力评价小组的相关信息，植物检疫能力评

价活动详情见植检委议题 11.4。 

64. 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10 月 25 日，委员会植物检疫能力评价小组共举行 6 次

线上会议。会上讨论议题旨在推进《2020-2030 年植物检疫能力评价战略》 16。  

65. 会议重点是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会议下列共识成果的进展：  

• 起草植物检疫能力评价协调员认证程序， 

• 起草参与植检能力评价的观察员保密协议， 

• 根据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 401 项目事后评价的最新情况审查《2020-2030 年

植物检疫能力评价战略》并起草提案更新内容， 

• 考虑进行案头研究以完善植检能力评价（工具、平台和流程）和新任植检

能力评价协调员的未来培训课程。 

66.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为推进《2020-2030 年植物检疫能力评价战略》开展的活动。  

G. 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 

67.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

由于该问题是新出现的热点问题，且为便于对接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草地贪夜蛾

检疫和植检措施技术工作组，委员会决定特别为该小组编写职责范围 17，并予以通过。 

68. 2021 年 5 月，植保公约秘书处征聘专家 18并遴选出 10 名专家 19。委员会镰

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于 9 月 30 日和 10 月 6 日召开会议，并同意每月召开一

次会议。该小组还同意为热带 4 型预防、应备和响应编写全球性材料，并就诊断、

检查和监测举办研讨会。此项工作正在开展。技术工作详情见植检委议题 13。   

 
16 《2020-2030 年植物检疫能力评价战略》：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7701/  
17 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职责范围：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9830/ 
18 热带 4 型专家征聘：http://www.ippc.int/en/calls/call-for-experts-ic-team-on-fusarium-oxysporum-f-sp-cubense-
tropical-race-4-tr4/ 
19 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成员：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0168/ 

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7701/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9830/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experts-ic-team-on-fusarium-oxysporum-f-sp-cubense-tropical-race-4-tr4/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experts-ic-team-on-fusarium-oxysporum-f-sp-cubense-tropical-race-4-tr4/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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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的工作。 

H. 委员会项目小组 

70. 委员会项目小组于 2021 年 2 月发出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项目征集通知，对

提交项目进行审查后确定 5 月提交委员会第 14 次线上会议的项目。已提交项目的

描述和部分项目介绍见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20。 

71. 《国家植保公约》秘书处管理的部分项目详情见植检委议题 11.6（《国家

植保公约》秘书处管理项目）。 

72.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项目小组的工作。 

I. 委员会网络资源小组 

73. 委员会网络资源小组/委员会捐助资源小组。第 15 次线上会议期间，委员会

修订了捐助植检资源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发布的审查和批准标准及程序 21。委员

会捐助资源小组根据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公布的标准审查了国家植保机构、区域植

保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的植检资源 22。 

74. 委员会确定的植检系统各组成部分均已开发植检系统内容页面 23。这些一站

式网页提供相关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检委建议、指南和培训材料以及捐助资源

的链接，有助于国家植保机构完善国家植检系统。所有网页均与委员会成员合作

起草和发布。2021 年开发和发布了下列内容网页： 

• 应急预案  

• 诊断  

• 电子商务  

• 检验 

 
20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项目：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rojects-on-implementation-
and-capacity-development/ 
21 捐助资源标准：http://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0112/ 
22  捐助资源：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contributed-
resource-list/ 
23 内容页面：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rojects-on-implementation-and-capacity-developmen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rojects-on-implementation-and-capacity-development/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0112/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contributed-resource-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contributed-resource-list/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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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生物无疫区和低发地区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 植物检疫进口监管系统  

• 植物检疫法律  

• 海运集装箱。  

• 推出了以下两个内容网页： 

• 常见问题  

• 植物检疫技术资源分享方式。  

75. 此外，系统方法内容页面已进行更新，介绍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标发基

金）供资的“全球推广系统方法”项目（MTF/INT/336/STF）下开发的系统方法

在线工具 24。 

76.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委员会网络资源小组的工作。 

V. 委员会成员 

77. 委员会欧洲区域代表兼委员会前任主席 Olga LAVRENTJEVA 辞任，并由

Ringolds ARNITIS 接任委员会欧洲区域代表。委员会成员详情见植检委议题 18.3

下的专门文件。 

78. 提请植检委： 

1) 感谢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前任主席 Olga LAVRENTJEVA（爱沙尼亚）

的杰出工作及其为委员会工作作出的贡献。 

VI. 结 语 

79. 委员会希望本报告全面介绍了委员会 2021 年工作，并欢迎缔约方联系委员

会区域代表索取所需详细信息。 

80.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开展的工作。  

 
24  系统方法在线工具：http://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systems-
approach/systems-approach-online-tool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systems-approach/systems-approach-online-tool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phytosanitary-system/systems-approach/systems-approach-online-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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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植检委需要做出的决定汇总 

81. 提请植检委：  

I - 引言 

- 感谢以下专家：  

为《有害生物状况指南》作出贡献的有： 

Guadalupe MONTES（阿根廷） 

Wendy ODGERS（澳大利亚） 

Nelson LAVILLE（多米尼加） 

Ebenezer ABOAGYE（加纳） 

Dominic EYRE（英国）  

为《监测指南》作出贡献的有： 

Chris DALE（澳大利亚） 

Ruth AREVALO MACIAS（智利） 

Pablo CORTESE（阿根廷） 

Hernan ZETINA（伯利兹） 

Robert FAVRIN（加拿大） 

Magda GONZÁLEZ ARROYO（哥斯达黎加） 

George MOMANYI（肯尼亚） 

Ringolds ARNITIS（拉脱维亚） 

Paul STEVENS（新西兰） 

Leroy WHILBY（美国） 

为《草地贪夜蛾指南》作出贡献的有： 

Chris DALE（澳大利亚） 

Mekki CHOUIBANI（摩洛哥） 

Viliami (Pila) KAMI（汤加） 

Valerio LUCCHESI（意大利） 

Mariangela CIAMPITTI（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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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 TAY（澳大利亚）  

Roger DAY（肯尼亚） 

Alison WATSON（新加坡） 

II.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会议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会议成果。 

III- A. 委员会实施工作审查和支持系统分组 

注意委员会实施情况审查及支持系统分组的活动。 

III-B. 委员会争端避免和解决分组 

注意争端避免和解决分组现状。 

III-C. 委员会海运集装箱工作组分组 

注意委员会海运集装箱工作组分组的活动。 

IV-A. 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小组 

注意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小组的活动。 

IV -B. 委员会电子商务小组 

注意委员会电子商务小组的活动。 

IV-C. 委员会《标准和实施框架》小组 

注意委员会《标准和实施框架》小组的活动。 

IV-D. 委员会指南和培训材料小组 

注意委员会《标准和实施框架》小组的活动； 

注意 2021 年发布的指南与培训材料； 

注意指南与培训材料编写进展。 

IV-E. 委员会对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的拟议调整 

同意从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清单中删除以下主题： 

• 加强有害生物暴发警报和响应系统，计划（2017-051）（见植检委议题 8.8.1） 

• 争端解决，程序修订（1999-005）（见 CPM 2022/05 号文件） 

• 植检能力评价工具现代化（2017-052）（见植检委议题 11.4） 

• 海运集装箱，计划（2016-016）（见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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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卫生监测（2015-015），捐助资源 

• 植物检疫实验室设计（2018-013），捐助资源 

• 入境旅客携带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管理，宣传材料（2018-017）  

• 有害生物诊断（2016-015） 

• 有害生物状况，指南（2017-048） 

• 监测，经修订指南（2017-049） 

• 草地贪夜蛾防治，指南（2020-010）；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各项主题的编写情况；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主题的优先级。 

IV-F. 委员会植物检疫能力评价小组 

注意为推进《2020-2030 年植物检疫能力评价战略》开展的活动。  

IV-G. 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 

注意委员会镰刀菌枯萎病热带 4 型小组的工作。 

IV-H. 委员会项目小组 

注意委员会项目小组的工作。 

IV-I. 委员会网络资源小组 

注意委员会网络资源小组的工作。 

V. 委员会成员 

感谢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前任主席 Olga LAVRENTJEVA（爱沙尼亚）的杰出

工作及其为委员会工作作出的贡献。 

VI. 结语 

注意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2021 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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