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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I. 引 言 

1. 植检委第十届会议上，芬兰提议宣布 2020 年为国际植物健康年。该项提案得到

植检委第十届会议的大力支持，植检委决定由芬兰牵头推动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2. 2015 年植检委第十届会议以来，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动庆祝 2020 国际植物

健康年，支持并启动宣布进程开展了大量活动。这些活动主要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芬兰农业和林业部以及一些志愿者进行。活动的主要重点是程序、宣传和资源筹集

行动。 

II. 推动宣布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程序性活动 

3. 2015 年植检委第十届会议作出积极决定之后，粮农组织需要通过一项决议，

在 2017 年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宣布庆祝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为了起草粮农

组织大会的这项决议，必须征求粮农组织若干机构如农业委员会和粮农组织理事会

的意见。粮农组织作出决议后，这一事项需提请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

大会于 2018 年作出最终决定。为推进宣布庆祝过程已开展了以下程序性活动：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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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在筹备粮农组织大会过程中，为了将 2020 年“专门”指定为植物

健康年，芬兰在 2015 年 6 月的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

提出了庆祝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事宜。在粮农组织大会上，芬兰

表示打算正式向粮农组织总干事提出庆祝国际植物健康年的请求。

芬兰的努力得到粮农组织其他一些成员的大力支持。大会会议

之前已向许多国家植保机通报了芬兰的意愿，便于为支持这一

事宜进行国家协调。大会欢迎芬兰的这项主动行动。 
2015 年 10 月  战略规划组和植检委主席团 

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讨论文件的基础上，战略规划组和植检委

主席团讨论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可能的活动范围、主要和具体

目标以及规划结构。植检委主席团决定按此向植检委第十一届

会议提出建议（CPM2016/34）。 
2016 年 1 月  启动粮农组织筹备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程序的正式请求 

2016年1月，芬兰农业和环境部部长 Kimmo Tiilikainen 先生向粮农

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先生提议，宣布 2020 年

为国际植物健康年。芬兰请求粮农组织总干事将此主题列入粮农

组织相关机构的议程，以便2017年在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

为此通过一项决议。 
2016 年 2 月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农委）主席团批准  

农委主席团在农委下届会议的筹备会议上同意，将请求宣布2020年
为“国际植物健康年”的提案纳入农委第二十五届会议（2016 年

9 月 26－30 日，罗马）暂定议程。这一提案如果得到农委批准，

将提交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五五届会议（2016 年 12 月 5－9 日，

罗马）审议。随后，理事会将把该提案提交粮农组织大会第四十届

会议（2017 年 7 月 3－8 日）批准。此后，粮农组织总干事将向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 
理事会）在 2017 年至 2018 年初审议提议的国际年事宜。 

 

III. 为支持宣布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开展的宣传活动 

4. 宣传是有效促进宣布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过程和此后实施该国际年计划的

核心。因此，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突出了许多活动的重点，向国家、国际受众和粮农

组织职工宣传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的目的和惠益。芬兰在得到加拿大志愿者的协助后，

为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编制了辅助材料。本文无法罗列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和国家植保部门开展的所有宣传活动，只能说明以下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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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政策的一部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采取了定期组织国际植保公约研讨会

的做法，向国际植保公约和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宣传国际植保公约重要的植物

健康主题。第一次研讨会于 6 月 24 日举行，介绍了为拟议的 2020 国际植物

健康年做出的努力。研讨会受到粮农组织职工的欢迎。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巴西农业保护协会在巴西圣保罗组织的“植检威胁国际

研讨会”上宣传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米兰世博会的“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对植物健康、

植物育种和遗传资源的挑战”会议上宣传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芬兰在得到加拿大志愿者的协助后，编写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立场文件，在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筹备过程中向粮农组织各国主管部门宣传国际年

的目的。这些立场文件发送给许多国家植保机构，请其在粮农组织大会上支持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设立并制作了 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

网页 https://www.ippc.int/en/iyph/。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网页刊载这一段时间内

制作的新闻稿件、演示、视频和其他宣传材料。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工具箱装有

各种背景材料，便利国家植保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促进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定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内部宣传战略和工作计划，

并提交给了植检委主席团。 

• 植检委主席向 2015 年北美植物保护组织年会介绍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芬兰代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向 2015年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年会介绍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芬兰还向 2015 年欧盟理事会植物保护主管部门首席官员工作组介绍了 2020 国际

植物健康年。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向多次区域植保组织间技术磋商会和国际植保公约所有

区域研讨会介绍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 一位志愿者编制了宣传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社交媒体战略。 

• 一位志愿者在喀麦隆雅温得的一次植检培训班上介绍了 2020 国际植物健康

年，培训班由“欧盟加强培训促进食品安全计划”和非洲联盟非洲植物卫生

理事会联合组办。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阿根廷、科特迪瓦、拉托维亚、芬兰等缔约方代表在

2016 年日内瓦“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间协同作用研讨会”上介绍了 2020 国际

植物健康年。国际植保公约代表建议，所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七项公约都应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框架内为组织国际庆祝活动，如 2020国际植物

健康年活动进行合作和协作。这项建议得到研讨会所有与会者的大力支持，

并随后纳入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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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上所述，2015 年和 2016 年开展了宣传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大量活动，

本文无法一一介绍。 

IV. 为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筹集资源 

6. 粮农组织条例规定，国际庆祝活动及其计划须由预算外捐款资助，不得使用

正常计划资金。因此，为确保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规划和实施获得资源作出了大量

努力。植检委第十届会议（2015 年）以来，植检委主席团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为筹集资源作出了努力，包括： 

• 建立国际植物健康年志愿者计划  

7. 植检委主席团在其 6 月份会议上同意建立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志愿者计划，

目的是动员工作人员成为志愿者。最初的几位志愿者为大力宣传国际植物健康年作出了

重大贡献。在此，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植检委主席团希望感谢以下志愿者奉献个人

宝贵时间，大力宣传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 

Mirko Montuori 先生  
（意大利/粮农组织）  

Montuori 先生在其完成粮农组织正常工作之外

奉献了 4 个工作日，开发了社交媒体战略。 

MariePierre Mignault 女士  
（加拿大） 

为编写粮农组织大会立场文件作出了贡献 

Brian Double 先生  
（加拿大） 

为编写粮农组织大会立场文件作出了贡献 

 

8. 2016 年准备进一步加强国际植物健康年志愿者计划。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努力争取潜在捐助者提供预算外资金 

9.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作出重大努力，为支持 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的宣布和规划

过程争取预算外资金。秘书处接触了若干潜在捐助者，但迄今取得的成功有限。

2015 年 12 月，爱尔兰为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宣传努力捐献了 25 000 欧元。国际

植保公约秘书处和植检委主席团愿感谢爱尔兰的捐献，同时希望鼓励其他潜在捐助者

为努力庆祝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提供财政支持。 

10. 提请植检委： 

1) 赞赏宝贵的志愿奉献 
2) 感谢爱尔兰慷慨捐款 
3) 鼓励其他志愿者加入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志愿者计划 
4) 鼓励国家植保机构在其首都和通过其常驻粮农组织代表宣传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

的理念和重要性。 
5) 鼓励其他潜在捐助者支持为宣布 2020 年为国际植物健康年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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