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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本标准经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于 1997 年 11 月批准。修订版经植物检疫措施委
员会于 2011 年 3 月第六届会议通过。

引言
范围
本标准包含国家植物保护机构（简称国家植保机构）建立一个植物检疫认证系统的要
求，说明该系统的成分。
1

ISPM第 12 号（2011 年）中说明了编制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转
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和准则。

参考文件
IPPC. 1997 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新修订文本。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5.《植物检疫术语表》。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12. 2011 年。《植物检疫证书》。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经修订，现有版
本为 ISPM 第 12 号：2011 年]
ISPM 13. 2001 年。《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20. 2004 年。《植物检疫输入管理系统准则》。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定义
本标准中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定义见 ISPM 第 5 号(《植物检疫措施术语表》)。

要求概要
植物检疫证书是为出口或转口货物颁发的，以便向国家植保机构保证这些货物符合植物
检疫输入要求。
只有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有权进行植物检疫认证，该机构应当建立一个管理系统来处理
法律和管理要求。该机构在业务上负责，包括植物、植物产品及其他限定物的采样和检查，
有害生物检测和鉴定，作物监视，处理方法的绩效及设立和维护记录保存体系。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在履行这些职能时，应当拥有具备必要技能和技术的人员。经授权
的非政府人员，如果合格、有技能并对国家植保机构负责，可执行指定的认证工作。应当向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人员提供关于输入国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方面的官方信息。还应当向参与
植物检疫认证的人员提供有关输入国限定有害生物的技术信息及采样、检查、检验和处理设
备。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当保持一个相关认证程序记录系统，并应当提供有关所有程序指
南和说明材料。应当保持导致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所有活动的记录。

1

国际植保公约提到用于出口的“植物检疫证书”和用于转口的“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为了简单明确使用这些术语，本标准中
使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复数形式）一词包含这两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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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应当通过各自的联络点保持官方联系，通报有关植物检
疫输入要求和违规的信息。

要求
《国际植保公约》第 V 条第 1 款规定：
“每一缔约方应为植物检疫认证作出安排，目的是确保输出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
及其货物符合出具的证明……”

因此各缔约方应当建立和维持植物检疫认证系统以证明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符
合输入缔约方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证明不带限定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颁发系统包括法
律权力、管理和业务责任、资源和基础设施、文件、沟通和系统审查。

1.

法律权力

应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使国家植保机构成为有权实施、建立和维持有关出口和转口的植
物检疫认证系统的唯一机构，并根据《国际植保公约》第 IV 条第 2 款(a)项，国家植保机构
对于使用该项权力采取行动负有法律责任。
国家植保机构有权禁止不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货物出口。

2.

国家植保机构的责任
为了实施植物检疫认证系统，国家植保机构应具有以下管理和业务责任。

2.1 管理责任
国家植保机构应当建立一个管理系统以确保达到与植物检疫认证相关的所有法律和管理要
求，并且能够：
—

在国家植保机构内确定一名人员或一个办公室负责植物检疫认证系统

—

确定参与植物检疫认证的所有人员的职责和沟通渠道

—

雇用或授权具备适当资格和技能的人员

—

确保提供充分和持续的培训

—

确保提供充足的人员和资源。

2.2 业务责任
国家植保机构应当有能力履行以下职能：
—

记录和保存有关植物检疫认证所需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方面的信息，对人员作出相关
的工作指示

—

为有关植物检疫认证目的对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进行检查、采样和检验

—

发现和鉴定有害生物

—

鉴定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

—

进行、指导或审计必要的植物检疫处理

—

进行调查和监测及控制活动以确认植物检疫证书中证明的植物检疫状况

—

填写及颁发植物检疫证书

—

核实适当植物检疫程序已经制定并得到正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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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违规的任何通知进行调查并（酌情）采取纠正行动

—

提出操作指示以确保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得到满足

—

对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副本和其他相关文件予以存档

—

审查植物检疫认证系统的效益

—

尽可能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潜在问题如利益冲突和欺诈性颁发及使用植检证书

—

对人员进行培训

—

核实授权人员的能力

—

通过适当程序确保出口前经植物检疫认证的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

3.

资源和基础设施

ISPM 7

3.1 人员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有或能够获得，具有适合开展植物检疫认证活动职责和责任的技
术资格和技能的人员。人员应经过培训，具备开展 2.2 节所述职能的经验。
除了技术上合格，拥有履行这些职能所需的技能、专业知识和训练之外，人员在植物检
疫认证结果方面不得有任何利益冲突。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公共官员准则见附录 1[正在编制
中，将根据需要修正]。
除了颁发植物检疫证书以外，国家植保机构可任命非政府人员履行指定的认证职能。为
获得任命，此类人员应具有资格和技能，并对国家植保机构负责。为了确保其独立行使官方
职能，他们应受到与政府官员相同的限制和义务的约束，并无对结果可能产生影响的任何
（如财务或其他）利益冲突。

3.2 关于输入国植物检疫要求的资料
植物检疫认证应依据输入国的官方信息。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尽可能获得相关输入国
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当前官方资料。此类资料应按照《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2(b)、
VII.2(d)和 VII.2(i)以及 ISPM 第 20 号（2004 年）第 5.1.9.2 节提供。

3.3 关于限定有害生物的技术信息
应向参与植物检疫认证的工作人员提供有关输入国限定有害生物的充分技术资料，包括：
—

输出国内有害生物的存在和分布

—

这些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监视、发现和鉴定

—

此类有害生物的防治手段，适当时包括治理。

3.4 材料和设施
国家植保机构应确保有足够的设备、材料和设施，以开展采样、检查、检验、处理、货
物鉴定和其他植物检疫认证程序。

4.

文件

国家植保机构应有记录应用的相关程序的系统，并保持记录（包括文件的储存和检
索）。该系统应便于植物检疫证书、相关货物、其组成部分的可追踪性。该系统还应便于核
实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遵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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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植物检疫证书
植物检疫证书是按照《国际植保公约》规定开展植物检疫认证过程的保证文件。应当使
用《国际植保公约》附件中介绍的植物检疫证书样本。具体指南见 ISPM 第 12 号:2011 年。

4.2 程序的记录
国家植保机构应酌情保留涉及植物检疫认证系统所有程序的指导文件和工作说明，其中包
括：
—

涉及植物检疫证书的具体活动，如 ISPM 第 12 号（2011 年）所述，包括检查、采样、
检验、处理以及货物特征和完整性的鉴定

—

维护官方印鉴和标志的安全

—

确保从生产、处理和运输至出口（酌情而定的）各阶段的货物可追踪性，包括其鉴定
和植物检疫安全

—

调查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通报的违规情况，如果该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要求，包括一
份有关此类调查的结果的报告（此项程序应符合 ISPM 第 13 号:2001 年）

—

当通过除违规通报形式以外的手段提请国家植保机构注意无效或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
时，对此类证书进行调查。

此外，国家植保机构可确立与植物检疫认证有关的，与利益相关方（如生产者、经纪
人、外商）进行合作的有记录的程序。

4.3 记录
一般来说，应保持涉及所有与植物检疫认证有关的程序的记录。植物检疫证书副本应由
国家植保机构保存，以便适当时期（适当至少一年）内予以核实和追踪。
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每批货物都应保存下列记录：
—

进行的检查、检验、处理或其他核准

—

抽取的样品

—

开展这些工作的人员名单

—

开展这项活动的日期

—

取得的结果

记录应保存适当时间（至少一年），国家植保机构应能够检索这些记录。建议使用可靠
的电子储存和检索系统，以便记录工作的标准化。
保存那些未获得植物检疫证书的违规货物的记录可能是有益的。

5.

联络

5.1 输出国内部的联络
国家植保机构应为及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授权人员和业界如生产者、经纪人、出口
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确立涉及以下方面的程序：
—

其他国家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

有害生物状况和地理分布

—

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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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家植保机构之间的联络
按照《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I 条第 2 款规定：
“各缔约方应指定一个联络点，负责交流与实施本公约有关的信息。”
官方通信应送达该联络点和通过其提供。然而，对具体信息和活动（如违约情况通
报），国家植保机构可为此类事项指定替代性联络点。
为了向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提供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输入国最好由其国际植保公约联络
点，按照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2(b)条，并根据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的请求，提供明确而准确
的资料。这一资料也可通过区域植物保护组织提供，或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https://www.ippc.int）上提供。鼓励国家植保机构使用粮农组织的一种官方语文，最好是英
文，向区域植保组织或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提供其官方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输出国国家植
保机构也可要求其出口商提供此类资料，并鼓励他们向其通报任何要求变化。
必要时，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与输入国国际植保公约联络点沟通，澄清和确认植物检
疫输入要求。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如果在植物检疫认证之后，意识到某批输出货物可能不符合植物检
疫输入要求，应尽快通知输入国的国际植保公约联络点或指定的替代性联络点。在输入时查
明违反规定的情况下，适用 ISPM 第 13 号:2001 年。

6.

植物及检疫认证系统的审查

国家植保机构应定期审查其输出植物检疫认证系统各个方面的效率，并在需要时对该系
统进行修改。
本附录仅供参考，不构成标准的一个规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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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用于参考，不是本标准规定的部分。

附录 1：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公共官员准则
[制定中，将酌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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