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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4－8 日，罗马  

《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报告 

议题 11.2.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I. 背 景 

1. 2015 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组织并支持召开了六场《国际植保公约》区域

研讨会。  

2. 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商定，应拓宽研讨会任务范围，以涵盖与

《国际植保公约》相关的广泛事项。为更凸显这一变化，研讨会更名为“《国际

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原称为“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区域研讨会”）。 

3. 2015 年，《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着重实现以下目标：   

 提高缔约方在 2015 年成员磋商阶段利用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提出建设性

意见的能力；  

 加强植物检疫能力，提高对《国际植保公约》各相关活动的认识；   

 在区域层面分享信息并交流经验。  

4.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各部门密切协作，编制了研讨会议程和材料。粮农

组织区域官员和区域植保组织在植检委第十届会议（2015 年）上提出的建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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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考虑。共同议程各项议题旨在帮助提高与会人员对《国际植保公约》全球

活动的认识。1 

5. 《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报告及所使用的全部材料可在国际植检门户

网站获取。 

II. 成绩与经验  

6. 2015 年，共计来自 89 个缔约方的 169 名人员出席了《国际植保公约》区域

研讨会。有关各研讨会的召开日期、地点、主办方、赞助方及与会情况等详细信息

参见附件 1。 

7. 通过网上评议系统针对以下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 – 第 20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进口国在出口国

核查货物合规性的安排）（2005-003）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 – 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

材料条例）附件 1 和附件 2 的修订。纳入木质包装材料植物检疫处理及硫酰

氟混合物熏蒸内容（2006-010A）；修订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件 1

电介质加热部分（2006-010B）。 

8. 针对《国际植保公约》相关议题的讨论涵盖以下主题：    

1) 正式反对意见的提交：程序及理由  – 研讨会介绍该议题，旨在提醒与会

人员积极参与标准制定进程，从而避免提出正式反对意见。   

2) 植物检疫资源网页（www.phytosanitary.info）及《国际植保公约》技术资源

示范  – 本议题旨在让与会人员了解植物检疫资源网页的最新情况，并向与

会人员实际示范如何发掘网页上的可用资源。与会人员热情很高，且多数

认为植物检疫资源网页是辅助日常工作的有益工具。此外，研讨会与会人

员建议加大对植物检疫资源网页的宣传力度。  

3)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研讨会向与会人员介绍了“2020 国际植物健康

年”的概念、具体目标、产出、今后活动及初步安排。研讨会请与会人员

协助宣传推广“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积极参与筹备、规划和实施工作，

为活动贡献新想法，并让年轻专业人员参与今后活动。  

4) 关于第 1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标识注册工作的最新情况。  

                                                 
1 《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报告：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regional-

ippc-workshops/ 

http://www.phytosanitary.info）及《国际植保公约》技术资源示范
http://www.phytosanitary.info）及《国际植保公约》技术资源示范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regional-ippc-workshops/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regional-ippc-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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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 与会人员讨论了《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

协定》的最新情况、可能问题及当前状况。  

6) 电子植检证书最新情况介绍。  

7) 《国际植保公约》争端避免和解决体系  – 研讨会向与会人员传达的主要

信息是，避免争端的最佳方式是落实《国际植保公约》框架。   

8) 监测试点计划及《国际植保公约》监测手册  – 研讨会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即将实施的监测试点计划。为支持试点，研讨会请与会人员为监测工作提

供技术资源，并为试点活动贡献资金。研讨会请与会人员审议国家和区域

监测政策及立法，并在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上汇报有关进展。  

9. 在区域层面交流经验：  

1) 国家报告义务工作  – 研讨会应缔约方在植检委第十届会议培训会议上提出

的要求，履行国家报告义务，旨在分享经验和方法，以便履行各项国家

报告义务。  

2) 国家监测经验 – 各国汇报了监测活动。所介绍方法和内容不尽相同，反映出

国家层面监测计划及活动现状。该工作的附加值是，可分析监测计划现状

并规划今后试点活动。此外，通过特别问卷收集了有关缔约方监测活动、

项目及可用资源信息，还对收到的答复进行了分析和整理。   

3) 新出现的有害生物  – 这是一项区域牵头的活动。过去，某些缔约方提出，

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时间太短，无法解决所有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请研讨会

主办方支持增加研讨会天数，以便探讨区域感兴趣的问题。近东、北非、

中亚及东欧研讨会讨论了新出现的有害生物问题。   

10. 在研讨会召开前组织并落实的一项秘书处内部具体培训计划，为加强秘书处

工作人员能力带来了间接效益。   

11. 《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面临了某些会务组织上的挑战，包括日期、

秘书处代表以及获得某些研讨会主办方和协办方资金支持。秘书处认识到与研讨会

主办方和协办方保持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  

12. 秘书处认为，《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是加强《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

植检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研讨会为秘书处提供了独特的机会，能够直接与

缔约方见面，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区域层面的需求。研讨会还对于提升《国际植保

公约》在国家层面的存在感和知名度大有裨益。   

13. 为此，研讨会通过网上调查，请与会人员针对研讨会提出反馈意见，

并收到了 84%的与会人员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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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收到的意见指出，与会人员认为《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在以下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获取与国家植保组织感兴趣主题的相关经验和知识；  

2) 推动国家植保机构和区域植保机构之间交流经验、意见和技术知识；  

3) 加强与秘书处的合作，提高对《国际植保公约》相关问题的认识；   

4) 更好地理解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以便在区域层面达成一致意见，加强标准

落实。 

15. 与会人员特别感谢能够有机会见到来自秘书处、标准委及区域植保机构的

专家。与会人员还强调，研讨会组织方式与以往不同，介绍的议题对缔约方很有

价值。 

III. 今后研讨会的改进措施 

16. 秘书处鼓励主办方和协办方继续加强协调和合作，使缔约方获得最大收益。  

17. 秘书处希望改进研讨会组织方式，拿出更多时间讨论与《国际植保公约》

相关的各项活动及各区域感兴趣的议题。   

18. 请植检委：  

1) 鼓励捐助方、缔约方和区域植保组织，为《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

提供资金。  

2) 注意到《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是加强缔约方植物检疫能力的一项

有益和必要工具，且《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内容调整战略取得了

成功，增加并整合了各区域《国际植保公约》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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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1 

 

区域 时间 

地点 

与会人员 缔约方 秘书处 

代表 

主办方和赞助方 

 

亚洲  10 月 19-23 日  

韩国  

济州岛  

35 17 - 由大韩民国出资，由亚太植保

委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主办 

加勒比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16 11 1 由欧盟第十期欧洲发展基金卫

生和植物检疫项目、《国际植

保公约》信托基金及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资助。由美洲农业

合作研究所根据协议主办   

中东欧和中亚  9 月 7-10 日  

俄罗斯  

莫斯科  

31 12 2 由《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及粮农组织欧洲及中亚区域办

事处出资，由国际植保公约秘

书处、粮农组织欧洲及中亚区

域办事处及全俄植物检疫中心

主办 

拉丁美洲  10 月 20-23 日  

秘鲁  

利马  

30 16 通过会议  由《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资助，由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根据协议）、中美洲动植物

卫生区域组织、南锥体区域植

保组织及秘鲁国家农业卫生服

务局共同主办 

近东和北非  9 月 14-17 日  

约旦  

安曼  

40 14 2 由《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

和粮农组织近东区域办事处出

资，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约旦植物保护组织、粮农组织

近东区域办事处及近东植物保

护组织共同主办 

西南太平洋  7 月 29-31 日  

斐济  

苏瓦  

17 19 1 由澳大利亚政府外交贸易部出

资，由太平洋园艺和农业市场

准入项目及国际植保公约秘书

处提供帮助。由太平洋植物保

护组织主办  

合 计   169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