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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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报告  

议题 7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1. 本文件重点介绍 2021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开展的活动。2020 年开展的

活动载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20 年度报告1。 

2.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2021 年全年继续造成影响，《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所有计划活动继续通过线上方式举行。其中包括通过线上方式

举行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2021 年）以及通过新版《国际

植保公约》十年战略框架。2020 年为“国际植物健康年”，该“国际年”延期至

2021 年 7 月正式结束。得益于所有有关利益相关方的大力支持，《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能够在全球、区域和国家提供服务。  

3. 植检委和附属机构。尽管 2021 年疫情继续对差旅和现场会议组织造成影响，

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继续为《国际植保公约》治理提供了支持。植物检疫

措施委员会（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首次通过线上方式召开，使《国际植保公约》

系统能够在 2020 年植检委取消后推进《国际植保公约》工作。《国际植保公约》

缔约方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18 日和 4 月 1 日参加了这届历史性的植检委会议，

批准了 11 项标准，成立了三个焦点小组，选举了新任植检委主席，并取得了其他

成就。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支持下，植检委主席团在 2021 年每月召开会议，

                                                 
1 参考：2020 年《国际植保公约》年度报告：https://www.fao.org/3/cb3842en/cb384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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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还支持了通过线上方式召开的《国际植保公约》财务委员会的两次会议、

标准委员会的七次会议、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八次会议以及战略规划

小组的第十届会议。 

4. 植检委焦点小组。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成立了三个焦点小组，推动落实

《国际植保公约》各项工作，具体包括落实《2020-2030 年战略框架》发展议题、

气候变化和植物检疫问题以及开展沟通交流工作。每个植检委焦点小组在 2021 年

组织了六次会议，共计 18 次会议，并计划在 2022 年平均每三周召开一次会议，

根据各自职责范围推进工作。2021 年 1 月至 9 月，植检委有害生物暴发预警和

应对系统焦点小组每月召开线上会议。另外组织了十次关于现有系统的报告会和

多达 20 次分组会议。该焦点小组的成果已提交战略规划小组，并已作为单独文件

（CPM 2022/36）提交植检委。  

5. 标准制定。除召开上述标准委员会会议并持续注重《国际植保公约》国际

植检措施标准质量外，标准委员会通过在线评议系统修订和批准了八项标准草案，

以供进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磋商。标准委员会还通过电子决定批准了六个植检处理

方法草案和一个诊断规程草案，以供进入磋商。此外，标准委员会批准了关于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标准调整的第 72 号规范，旨在改善和促进这一重要和基本主题

的落实，推动植物健康。标准委员会代表植检委通过了针对独脚金属（Striga spp）

的第 30 号诊断规程。植检处理方法技术小组、诊断规程技术小组和术语表技术

小组全年通过线上方式推进各项工作。两个专家工作组举行会议，起草“特定

进口许可的使用”文本和第 3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种子国际运输）附件。详见

标准委员会报告（CPM 2022/30）。《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标准制定部门通过

电子决策密切支持标准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各项工作：公开征集专家、征集讨论

文件、协调语言审查小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和规范磋商期、发布通过的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6.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得益于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与实施促进处的

合作，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改进了八个线上会议的规划和组织，实施问题

以及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主题清单中的优先主题得到讨论和推动。以下

《国际植保公约》指南（有害生物状况指南（2017-048）、监测指南修订（2017-049）

和草地贪夜蛾指南（2020-010））已于今年发布，两个电子学习课程（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和出口认证）模块已经最终完成。2021 年在国家磋商方面，制定了六项

实施材料规范，已提交国家磋商，并获得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批准。关于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活动的进一步详情参见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提交植检委的报告（文件 CPM 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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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通过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三个分组和八个小组的工作，许多

实施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植物检疫能力评价现代化、海运集装箱、实施审查

和支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电子商务合作、国家报告义务、镰刀菌枯萎病

热带第 4 型。更多信息参见关于植检委议题 11 的植检委专门文件。  

8. 21 个植物检疫内容网页和常见问题已最终完成并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

发布。通过整合关于植物检疫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所有相关技术资源（国际植检

措施标准、指南、贡献的资源等），这将有助于加强国家植保机构对信息的认识

和获取。 

9. 此外，发起了 12 个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征集，以确定专家或整合技术资源，

支持编制《国际植保公约》指南和培训材料，与《国际植保公约》系统内实施的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项目形成合力，并为发展中缔约方提名参加《国际植保公约》

植检措施研讨会的与会人员。  

10. 今年，在规则和程序方面，根据相关程序修订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以及植检委争端解决程序，并将提交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

（2022 年）通过。 

11. 《国际植保公约》网络。2021 年举办了七个《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

第三十三届区域植保组织技术磋商会议举行了两次线上会议，第三次线上会议

定于 2022 年 2 月举行。 

12. 国家报告义务：《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国家

报告义务小组 [2]支持下成功完成了 2021 年国家报告义务工作计划 [1]。《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发起成立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国家报告义务分组。

在《国际植保公约》针对七个区域的区域研讨会上通过线上方式做了关于国家

报告义务的介绍。  

13. 《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截至 2021 年 12 月，共有 104 个

国家注册了《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其中 60 多个国家将电子

植检证书交换作为常规业务活动，许多国家还在进行完全无纸化证书交换。其余

国家正处于实施和测试的不同阶段。2021 年 5 月，电子植检证书中心交换了 100 多

万份电子植检证书，2021 年平均每月交换 10 万份电子植检证书，而 2020 年该数字

为 4.6 万份。 

14. 2021 年主题征集：标准和实施。2021 年主题征集自 2021 年 5 月 4 日至 9 月

15 日开放。2021 年 6 月，秘书处组织了关于征集的网络研讨会，帮助缔约方和

区域植保组织提高将纳入《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的新提案的质量。此外，

秘书处还为征集编制了自动在线提交表格，以简化和加快提交进程，提高主题

https://euc-word-edit.officeapps.live.com/we/wordeditorframe.aspx?ui=en-US&rs=en-US&actnavid=eyJjIjoxMTc4NzE2NDM4fQ&wopisrc=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IPPC/_vti_bin/wopi.ashx/files/1c188838fa314bcb91c5b290d99eb7b1&wdenableroaming=1&mscc=1&hid=9E6815A0-E01A-3000-726C-4B0F4C708FC2&wdorigin=Other&jsapi=1&jsapiver=v1&newsession=1&corrid=fd12ba36-ae3d-1605-1a7d-b2ec8d451f2a&usid=fd12ba36-ae3d-1605-1a7d-b2ec8d451f2a&sftc=1&mtf=1&sfp=1&instantedit=1&wopicomplete=1&wdredirectionreason=Unified_SingleFlush&preseededsessionkey=69178164-5fdb-ee4b-0bca-a927ad287ca4&preseededwacsessionid=fd12ba36-ae3d-1605-1a7d-b2ec8d451f2a&rct=Medium&ctp=LeastProtected#_ftn2
https://euc-word-edit.officeapps.live.com/we/wordeditorframe.aspx?ui=en-US&rs=en-US&actnavid=eyJjIjoxMTc4NzE2NDM4fQ&wopisrc=https://unfao.sharepoint.com/sites/IPPC/_vti_bin/wopi.ashx/files/1c188838fa314bcb91c5b290d99eb7b1&wdenableroaming=1&mscc=1&hid=9E6815A0-E01A-3000-726C-4B0F4C708FC2&wdorigin=Other&jsapi=1&jsapiver=v1&newsession=1&corrid=fd12ba36-ae3d-1605-1a7d-b2ec8d451f2a&usid=fd12ba36-ae3d-1605-1a7d-b2ec8d451f2a&sftc=1&mtf=1&sfp=1&instantedit=1&wopicomplete=1&wdredirectionreason=Unified_SingleFlush&preseededsessionkey=69178164-5fdb-ee4b-0bca-a927ad287ca4&preseededwacsessionid=fd12ba36-ae3d-1605-1a7d-b2ec8d451f2a&rct=Medium&ctp=LeastProtected#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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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质量，确保必填内容没有遗漏，建立包含所有提交材料的数据库，并减少

有关利益相关方的工作量。在征集结束时，秘书处收到了来自八个缔约方和两个

区域植保组织的 17 份主题提交材料（七份标准、三份实施资源和七份诊断规程）。

此外，2021 年召开了三次主题工作组线上会议，以简化征集流程并评价主题提交

材料。更多详情和参考资料载于文件 CPM 2022/27“主题工作组和 2021 年主题

征集：标准和实施—主题工作组针对 2021 年主题征集提交材料向植检委第十六届

会议提出的建议”。  

15.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成果。“国际植物健康年”于 2021 年 7 月 1 日

结束，粮农组织总干事出席“国际年”高级别活动，芬兰和爱尔兰等国部委代表

发表视频讲话。“国际植物健康年”国际指导委员会2于 2021 年 7 月 2 日举行最后

一次会议，强调了“国际植物健康年”取得的多项成就，并提出了通过“国际年”

遗产继续促进全球植物健康的前进方向。《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协调并跟进了

《气候变化对植物有害生物影响科学综述》的发布、联合国大会宣布“国际植物

健康日”以及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举行现预计将于 2022 年举行的

第一届国际植物健康大会。《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议、组织并支持了两项

活动，旨在为国际植物健康大会铺平道路，分别是世界粮食论坛会外活动以及

植物健康遥感网络研讨会，活动得到欧洲和地中海植保组织、植物检疫研究与

协调网络（Euphresco）、欧洲航天局和欧洲国际空间年协会（Eurisy）的支持3。 

16. 交流和宣传。《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作了 80 份《国际植保公约》

出版物，发布了 96 条《国际植保公约》新闻、103 份公告以及视频和社交媒体

内容，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提升。  

17. 国际合作。与 42 个国际和区域组织保持了外部合作。详见文件《国际合作

最新情况》（CPM 2022/29） 

18. 资源筹措。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捐助方仍为《国际植保公约》多捐助者

信托基金做出捐款，2021 年约收到 65 万美元。三个《国际植保公约》项目由欧洲

联盟资助，一个由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资助，一个由中国资助。《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实施了粮农组织其他项目的植物检疫部分，如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东南非共同市场）贸易便利化计划。2021 年，新捐助方（世界银行）资助了

一个新项目。《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还与另一个新捐助方（德国国际合作署）

签署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将于 2022 年启动。项目详见文件 CPM 2022/07。 

                                                 
2 参见“国际植物健康年”国际指导委员会网页：https://www.ippc.int/en/ph/iyphisc/  

 

https://www.ippc.int/en/ph/iyph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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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内部管理。2020 年 8 月，《国际植保公约》秘书长夏敬源先生升任粮农

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司长。夏先生在 2021 年继续担任《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代理秘书长，而高级别标准制定官员 Avetik Nersisyan 先生担任日常事务代理主管，

直至选出新任秘书长。由于上述新安排和人力资源情况，标准制定部门也做出

调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管理团队开始落实前一年员工调查提出的建议，旨

在提升工作场所团队合作、有效性和效率。已实施的行动包括：成立《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性别平等小组，扩大《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管理团队以确保扩大

职工代表性并继续召开职工年度会议。  

20.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 2021 年对《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国际植保

公约》系统而言是成功的一年。在 2021 年，举办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340 多人

出席的植检委第十五届线上会议，举办了“国际植物健康年”闭幕式，并确保了

标准制定和实施活动继续以最佳方式推进。到 2021 年底，粮农组织在植检委

主席团成员和主席的参与下，完成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遴选程序，总干事

通报了入选候选人。2022 年，《公约》的落实还将面临诸多挑战，《国际植保

公约》系统将提供持续支持并投身于《国际植保公约》使命，克服挑战。 

2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衷心感谢植检委主席团、标准委员会和实施工作

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提供的宝贵指导和监督；感谢所有缔约方（国家植保机构）

和区域植保组织的大力支持和积极贡献，包括战略规划小组参与者；感谢所有

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  

22. 请植检委： 

1) 注意《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