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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物保际公际》际准主际清际 

本《国际植保公约》标准主题清单最近一次更新日期为 2016年12月, 反映了植检委通过的或标准委批准的修改内容。 

表 1：技术组及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术语技术小组（TPG）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主题  
表 2：专家工作组（EWGs）、实蝇技术小组（TPFF）, 森林检疫技术小组（TPFQ）主题  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 
表 3：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项目 
表 4：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项目 
表 5：术语技术小组（TPG）项目 
 
 
IPPC 战略目标 
A：粮食安全 
B：环境保护  
C：贸易畅通 
D：能力提升  
 
 
优先等级 
优先等级 1 到 4 级（1 级最高，4 级最低） 
 
 
 
注释：国家名称和日期采用 ISO 格式(分别为：ISO 3166-1-alpha-2 编码和 YYYY-MM)。 

主题清单按植检委第七届会议（2012 年）要求的优先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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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技术组及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和术语技术小组（TPG）主题 

 编号 目前标题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领
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技术小组负责人 

（国籍，任命场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任命
场合） 

规范说明编号 

1.1  2004-002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 
(2004-002）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小组 

 
植检临委 

第六届会议

（2004 年） 

Ms Jane CHARD (GB, 2010-11 标
准委) 

Mr Guillermo SIBAJA 
CHINCHILLA             

(CR, 2014-11 标准委) 
TP1 

1.2  2006-005 
细菌（2006-005）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主题 
植检委第一届会

议（2006 年） Mr Robert TAYLOR (NZ, 2011-05 ) - - 

1.3  2006-006 
真菌和类真菌生物

（2006-006）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主题 
植检委第一届会

议（2006 年） Mr Hans DE GRUYTER (NL, 2008) - - 

1.4  2006-007 
昆虫和螨类 
(2006-007）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主题 
植检委第一届会

议（2006 年） 
Ms Juliet GOLDSMITH (JM, 2014-

11 标准委) - - 

1.5  2006-008 线虫（2006-008）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主题 
植检委第一届会

议（2006 年） 
Ms  Geraldine ANTHOINE (FR, 

2009-04) - - 

1.6  2006-009 
病毒和植物原生质

（2006-009）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主题 

植检委第一届会

议（2006 年） Mr Delano JAMES  
(CA, 2010-11); 

Mr Brendan RODONI (AU, 2012-07) 
- - 

1.7  2007-001 
植物（2007-001） 诊断规程技术

小组 主题 
植检委第二届会

议（2007 年） 
Ms Yin LIPING (CN, 2008-04 标准

委) - - 

1.8  2004-003 
实蝇非疫区和系统管理

方法技术小组 (2004-
003) 

实蝇技术小组 
小组 

植检临委第六届

会议（2004 年） Ms Ana Lilia MONTEALEGRE (MX, 
2013-11 标准委) 

Ms.Thanh Huong HA      
(VN, 2015-11  标准委) TP2 

1.9  2004-004 
森林检疫技术小组

（2004-004） 
森林检疫技术

小组 小组 

植检临委第六届

会议（2004 年）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05 
标准委) 

 
Mr Lifeng WU (CN, 2016-05 

标准委) 
T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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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技术组及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和术语技术小组（TPG）主题 

 编号 目前标题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领
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技术小组负责人 

（国籍，任命场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任命
场合） 

规范说明编号 

1.10  2006-013 
术语表技术小组 
(2006-013) 

术语 
技术小组 小组 

植检委 
第一届会议 
（2006 年） 

Ms Laurence BOUHOT-DELDUC         
 (FR, 2015-05 标准委) 

Mr Ebbe NORDBO        
(DK, 2012-11 标准委) TP5 

1.11  2004-005 
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

（2004-005）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小组 

植检临委 
第六届会议（2004
年）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11 
标准委) 

Ms Shaza OMAR (2016-11
标准委) T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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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专家工作组（EWGs）、实蝇技术小组（TPFF）、和森林检疫技术小组（TPFQ）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主题，按照优先权、起

草主体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国籍，任命场

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
任命场合） 

规范说明
编号 

状况 

2.1  2005-004 
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
质的国际运输 (2005-
004) 

1 B 专家 

工作组 

植检临委第

七届会议 

 (2005) 

Ms Ana Lilia 
MONTEALEGRE (MX, 
2016-05 标准委) 

Ms Hilde PAULSEN 
(NO, 2016-05 标准委); 
Mr Jesulindo DE 
SOUZA (BRA, 2016-05
标准委) 

43 
09.标准委向植检委推荐国

际植检标准草案 

2.2  2008-001 
尽量减少由海运集装箱和

其他运输工具引起的有害

生物传播(2008-001) 
1 B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r Nicolaas HORN 
(NL, 2016-05 标准委) - 51 00.  待定 

2.3  2008-007 谷物的国际运输(2008-
007) 1 A, B, 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r Stephen 
BUTCHER (NZ, 2015-
11 标准委) 

Ms. Shaza OMAR (EG, 
2015-11 标准委) -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

准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4  2009-003 种子的国际运输(2009-
003) 1 A, B, C 

专家 

工作组 

& 森林

检疫技

术小组 

2009-11 标

准委；植检委

第五届会议 
(2010) 

Mr Nicolaas HORN 
(NL, 2015-05 标准委)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4-11 标准委) 54 

09.标准委向植检委推荐国

际植检标准草案 

2.5  2009-004 Revision of ISPM 6: 
Surveillance (2009-004) 2 A, B, C, D 专家 

工作组 

2009-11 标

准 委 ; 植检

委第五届会

议 (2010)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05 标准委) 

Ms. Esther KIMANI (KE, 
2015-11 标准委) 61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

准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6  2009-005 
修订第 8 号国际植检标

准《某一地区有害生物

状况的确定》(2009-005) 
3 C, D 专家 

工作组 

2009-11 标

准委；植检委 
(2010) 

Ms. Marina ZLOTINA 
(USA, 2015-11 标准委) 

 Ms. Shaza OMAR (EG, 
2015-11 标准委) 59 03. 标准委批准规范说明 

2.7  2006-029 木材国际运输 (2006-
029)  1 B, C 

森林检

疫技术

小组 

2006-11 标

准 委 ; 植 检

委第二届会

议（2007 年） 

Mr Rajesh  
RAMARATHNAM (CA, 
2016-05 标准委) 

- 46 
09.标准委向植检委推荐国

际植检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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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专家工作组（EWGs）、实蝇技术小组（TPFF）、和森林检疫技术小组（TPFQ）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主题，按照优先权、起

草主体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国籍，任命场

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
任命场合） 

规范说明
编号 

状况 

2.8  2014-004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fumigation as a 
phytosanitary measure 
(2014-004) 

1 A, B, C 
植检处

理技术

小组 

植 检 委 -9 
(2014) 

Mr David OPATPWSKI 
(ISR 2016-11 标准委) 

Mr Yuejin WANG (CN, 
2016-11 标准委) 
Mr Mike ORMSBY (NZ, 
2014-05 标准委) 

62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9  2014-005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temperature 
treatments as a 
phytosanitary measure 
(2014-005) 

1 A, B, C 
植检处

理技术

小组 

植 检 委 -9 
(2014)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11 标准委) 

Mr Eduardo WILLINK 
(AR 2016- 11 标准委) 
Glen BOWMAN (AU, 
2015 11 标准委) 

62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10  2008-004 

国际海运中产生的存在

潜在有害生物风险的废

弃物的安全处理和处置
(2008-004) 

2 B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r Álvaro 
SEPÚLVEDA LUQUE 
(CL, 2016-05  标准委) 

Mr Pere KOKA (PNG, 
2015-11 标准委) 55 04. 专家已选出 

2.11  2008-008 木制品和木质手工艺品的

国际运输 (2008-008) 2 B, C 

专家 

工作组 

& 森林

检疫技

术小组 

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r Lifeng WU (CN, 
2015-11 标准委) 
 

 Ms. Marina ZLOTINA 
(USA, 2015-11 标准委) 57 

 

00.  待定 

2.12  2014-001 Guidance on pest risk 
management (2014-001) 2 A, C 专家 

工作组 

2013-11 标

准委; 植检

委-9 (2014)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4-05 标准委) 

Ms Laurence BOUHOT-
DELDUC         (FR, 
2015-11 标准委) 

63 03. 标准委批准规范说明 

2.13  2014-002 

Authorization of entities 
other than 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to perform phytosanitary 
actions (2014-002) 

2 C 专家 

工作组 

2013-11 标

准委; 植检

委-9 (2014) 

Mr Rajesh 
RAMARATHAM (CA, 
2016-05 标准委)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05 标准委) 65 03. 标准委批准规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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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专家工作组（EWGs）、实蝇技术小组（TPFF）、和森林检疫技术小组（TPFQ）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主题，按照优先权、起

草主体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国籍，任命场

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
任命场合） 

规范说明
编号 

状况 

2.14  2006-010 

第 15 号国际植检标准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

材料的管理）的修订：

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

料的处理标准(2006-010) 

2 B 
森林检

疫技术

小组 

植检委第一

届会议

（2006 年）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05 标准委)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05 标准委) 

31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15  2006-010A 

Inclusion of the 
Phytosanitary treatment 
Sulphuryl fluoride 
fumigation of wood 
packaging material 
(2006-010A) in annexes 
1 and 2 of ISPM 15 

2 B 

 

森林检

疫技术

小组 2010-11 标

准委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05 标准委)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05 标准委) 

31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16  2006-010B 

Revision of dielectric 
heating section (Annex 1 
(Approved treatments 
associated with wood 
packaging material) to 
ISPM 15 (Regulation of 
wood packaging material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006-010B) 

2 B 

 

森林检

疫技术

小组 植检委第一

届会议 

(2015 年）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05 标准委)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05标准委) 31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17  2014-006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modified atmosphere 
treatments as a 
phytosanitary measure 
(2014-006) 

2 A, B, C 
植检处

理技术

小组 

植检委-9 
(2014)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11 标准委) 

Mr Scott MYERS (US, 
2016-11 标准委) 62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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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专家工作组（EWGs）、实蝇技术小组（TPFF）、和森林检疫技术小组（TPFQ）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主题，按照优先权、起

草主体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国籍，任命场

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
任命场合） 

规范说明
编号 

状况 

2.18  2005-003 

Annex 1: Arrangements 
for verification of 
compliance of 
consignments by the 
importing country in the 
exporting country 
(2005-003) to ISPM 20  

3 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临委第

七届会议 

(2005) 

Mr Ezequiel FERRO 
(AR, 2016-05 标准委) 

Mr Stephen BUTCHER 
(NZ, 2012-11 标准委); 

Ms Ana Lilia 
MONTEALEGRE (MX, 

2012-11 标准委) 

42 
09.标准委向植检委推荐国

际植检标准草案 

2.19  2006-004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vehicle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2006-004)  

3 B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第一

届会议

（2006 年） 

Mr. Álvaro 
SEPÚLVEDA LUQUE 
(CL, 2015-05 标准委) 

Mr Pere KOKOA (PNG, 
2015-11 标准委) 48 

09.标准委向植检委推荐国

际植检标准草案 

2.20  2008-002 
尽量减少由航空集装箱

和飞机引起的有害生物

传播(2008-002) 
3 B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s Shaza OMAR 
(EGY, 2016-05 标准

委) 

Mr John HEDLEY (NZ, 
2016-05 标准委) 52 00.  待定 

2.21  2014-003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chemical treatments 
as a phytosanitary 
measure (2014-003) 

3 A, B, C TPPT 植检委-9 
(2014) 

Ms Walaikorn 
RATTANADECHAKUL  
(THA, 2016-11 标准委) 

Mr Michael ORMSBY 
(NZ, 2016-11 标准委) 
Mr  Glen BOWMAN 

(AU, 2015-11 标准委) 

62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22  2014-007 

Requirements for the use 
of irradiation as a 
phytosanitary measure 
(Revision to ISPM 18) 
(2014-007) 

3 A, B, C 
植检处

理技术

小组 

植检委-9 
(2014) 

Mr David OPATPWSKI 
(ISR, 2016-11 标准委) 

Mr Andrew PARKER 
(FAO-IAEA 2016-11 标

准委); 
Mr Guy HALLMAN (US, 

2016-05 标准委) 

62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23  2001-001 措施的效率(2001-001)  4 C, D 专家 

工作组 

植检临委第

七届会议 

(2001) 
暂停 - 8 00.  待定 

2.24  2008-005 切花和叶片的国际运输 
(2008-005) 4 B, 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s Ana Lilia 
MONTEALEGRE (MX, 

2012-04 标准委) 

Ms Esther KIMANI (KE, 
2014-11 标准委) 56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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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专家工作组（EWGs）、实蝇技术小组（TPFF）、和森林检疫技术小组（TPFQ）和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主题，按照优先权、起

草主体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列入清单 

主要管理员 
（国籍，任命场

合） 

助理管理员（国籍，
任命场合） 

规范说明
编号 

状况 

2.25  2008-006 

使用许可证作为进口许

可（第 20 号国际植检标

准：输入植物检疫管理

系统准则的附件）(2008-
006) 

 
4 

 
D 专家 

工作组 

2016-05 标

准委; 植检

委第五届会

议 (2016) 

Ms.Thanh Huong HA 
(VNM, 2016-05 标准

委) 

Mr Moses Adegboyega 
ADEWUMI (NGA, 2016-

05 标准委) 
64 03. 标准委批准规范说明 

2.26  2009-002 
修订第 4 号国际植检标

准《建立非疫区的要

求》(2009-002) 
4 C 专家 

工作组 

2009-11 标

准委; 植检

委第五届会

议 (2010) 

Ms. Marina ZLOTINA 
(USA, 2015-11 标准委

) 

Ms Walaikorn 
RATTANADECHAKUL 

(THA,  2016-05 标准委) 
58 03. 标准委批准规范说明 

2.27  2015-003 Audit in the phytosanitary 
context (2015-003) 2 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11 

(2016) 

Mr Álvaro 
SEPÚLVEDA LUQUE 
(CL, 2016-05 标准委) 

Mr Rajesh 
RAMARATHAM (CA, 

2016-05 标准委) 
修订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28  2015-010 

Supplement on Guidance 
on the concept of the 
likelihood of 
establishment 
component of a pest risk 
analysis for quarantine 
pests (2015-010) to 
ISPM 11 (Pest risk 
analysis for quarantine 
pests)  

4 A,B,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11 
(2016) 

Ms Marina ZLOTINA 
(US, 2016-05 标准委) 

Ms Esther KIMANI (KE, 
2016-05 标准委) 修订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29  2015-011 
Revision of ISPM 12 
Phytosanitary certificates 
(2015-011) 

2 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11 
(2016) 

Ms Laurence 
BOUHOT-DELDUC                 

(FR, 2016-05 标准委) 

Ms. Shaza OMAR (EG, 
2016-05 标准委) 修订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2.30  2015-012 

Reorganization of the 
IPPC fruit fly standards 
and minor technical 
updates (2015-012) 

2 A,B,C 专家 
工作组 

植检委-11 
(2016) TPFF to assign TPFF to assign 修订 

05. 正在起草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 / 管理员正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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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项目，按照优先权、技术主题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
术领域(如适

用) 
列入清单 学科带头人 (国

籍) 裁定人 状况 

3.1  2013-001 
斑马片 Liberibacter 
solanacearum (2013-
001) 

1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细菌 2013-05 标准委 Mr Robert 
TAYLOR (NZ) 

Mr Brendan RODONI 
(AU) 

07.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正在

审查诊断规程标准草案和

评议意见 

3.2  2006-028 

实蝇科：利用分子生物

学技术确认具有经济重

要性的实蝇的未成熟期
(2006-028) 

1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昆虫和 
螨类 

2006-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Ms Juliet 
GOLDSMITH 

(JM) 

Mr Norman BARR 
(US) /  Mr Brendan 

RODONI (AU) 
00. 待定 

3.3  2016-001 Genus Ceratitis (2016-
001) 1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昆虫和 
螨类 2016-05 标准委 

Ms Juliet 
GOLDSMITH 

(JM) 

Ms Géraldine 
ANTHOINE (FR)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4  2006-027 假高粱 (Sorghum 
halepense) (2006-027) 1 A,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植物 
2006-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Ms Yin LIPING 
(CN) 

Ms Géraldine 
ANTHOINE (FR) 

09. 标准委批准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进入通告阶段 

3.5  2008-009 独脚金属 (Striga spp.) 
(2008-009) 1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植物 植检委第三届会议 
(2008) 

Ms Yin LIPING 
(CN) 

Ms Géraldine 
ANTHOINE (FR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6  2004-019 

番茄斑萎病毒 
(TSWV)、 凤仙坏死斑

点病毒(INSV)和西瓜银

斑驳病毒(WSMoV) 
(2004-019) 

1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病毒和植物原

生质 

2004-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 

(2006) 

Mr Delano 
JAMES (CA) 

Mr Brendan RODONI 
(AU) 

07.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正在

审查诊断规程标准草案和

评议意见 

3.7  2016-007 Revision of DP 2: 
李痘病毒 1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病毒和植物原

生质 

2016-11 SC:  

标准委 (2016) 
Mr Delano 

JAMES (CA) 
Mr Brendan RODONI 

(AU) 

00. 待定 



国际植保公约  标准主题清单  

10/16 页  更新时间：2016年12月 

 表 3：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项目，按照优先权、技术主题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
术领域(如适

用) 
列入清单 学科带头人 (国

籍) 裁定人 状况 

3.8  2004-024 木质部难养菌(Xyllela 
fastidiosa) (2004-024)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细菌 
2004-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 

(2006) 

Ms Géraldine 
ANTHOINE 

(FR)) 

Mr Brendan RODONI 
(AU)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9  2004-010 

柑桔黄龙病菌
(Liberibacter spp. / 
Liberobacter spp.) 
(2004-010)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细菌 
2004-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 

(2006) 

Mr Brendan 
RODONI (AU) 

Mr Robert TAYLOR 
(NZ)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10  2004-013 
栎树突死病菌
(Phytophthora ramorum) 
(2004-013)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真菌和类真菌

生物 

2004-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 

(2006) 

Mr Hans DE 
GRUYTER (NL) 

Mr Robert TAYLOR 
(NZ) 

07.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正在

审查诊断规程标准草案和

评议意见 

3.11  2006-021 松树溃疡病菌(Fusarium 
circinatum) (2006-021)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真菌和类真菌

生物 
2006-05 标准委;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Mr Hans DE 
GRUYTER (ND) 

Mr Robert TAYLOR 
(NZ) 

07.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正在

审查诊断规程标准草案和

评议意见 

3.12  2006-018 番石榴锈病菌(Puccinia 
psidi) (2006-018)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真菌和类真菌

生物 
2006-05 标准委;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Mr Hans DE 
GRUYTER (ND) 

Mr Robert TAYLOR 
(NZ)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13  2006-026 
桔小实蝇复合种
(Bactrocera dorsalis 
complex) (2006-026)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昆虫和 
螨类 

2006-05 标准委;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Mr Norman 
BARR (US) 

Ms Juliet GOLDSMITH 
(JM)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14  2013-002 李象(Conotrachelus 
nenuphar) (2013-002)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昆虫和 
螨类 2013-05 标准委 Mr Norman 

BARR (US) 
Ms Ana Lía TERRA 

(UY)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3.15  2006-023 

烟粉虱传播的病毒
Begomoviruses 
transmitted by Bemisia 
tabaci (2006-023)  

2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病毒和植物原

生质 

2006-05 标 准 委 ;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Mr Brendan 
RODONI (AU) Mr Delano JAMES (CA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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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诊断规程技术小组（TPDP）项目，按照优先权、技术主题和状况排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目标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
术领域(如适

用) 
列入清单 学科带头人 (国

籍) 裁定人 状况 

3.16  2006-019 
山松大小蠹属欧洲大榆

小蠹(Dendroctonus 
ponderosae) (2006-019) 

3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昆虫和 
螨类 

2006-05 标 准 委 ; 
植检委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Mr Norman 
BARR (US) 

Ms Géraldine 
ANTHOINE (FR) 

07. 诊断规程技术小组正在

审查诊断规程标准草案和

评议意见 

3.17  2013-003 线虫(Anguina spp.) 
(2013-003) 3 A,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线虫 

（圆虫） 2013-05 标准委 
Ms Géraldine 
ANTHOINE 
(FR) 

Mr Robert TAYLOR 
(NZ  

09. 标准委批准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进入通告阶段 

3.18  2006-020 齿小蠹属 (Ips spp. ) 
(2006-020) 4 B,C 诊断规程

技术小组 
昆虫和 
螨类 

2006-05 标 准 委 ; 
植检委第一届会议 
(2006) 

Mr Norman 
BARR (US) Ms Yin LIPING (CN) 03. 正在起草诊断规程标

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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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项目，按照优先权、状况排序 和题目数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
目标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
领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处理方法带头人 
（国籍，任命

场合） 

助理带头人（国籍，任命
场合） 

状况 

4.1  2007-
114 

木质包装材料电介质加

热处理（2007-114） 
1 B,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森林检疫 
技术小组） 

木质包装材料的

处理 2010-11 标准委 
Mr Mike ORMSBY 
(NZ, 2006-12 植

检处理技术小组) 
-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2  2007-
101A 

Sulphuryl fluoride 
fumigation of insects in 
debarked wood (2007-
101A) 

1 B,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森林检疫 
技术小组） 

 2010-11标准委 
Mr Mike ORMSBY 
(NZ, 2006-12 植

检处理技术小组) 
-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3  2007-
101B 

Sulphuryl fluoride 
fumigation of nematodes 
and insects in debarked 
wood (2007-101B) 

1 B,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森林检疫 
技术小组） 

 2010-11标准委 
Mr Mike ORMSBY 
(NZ, 2006-12 植

检处理技术小组) 
-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4  2007-
206A 

脐橙（Citrus sinensis）
地中海实蝇 （Ceratitis 
capitata）冷处理(2007-
206A) 

1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07-11 标准

委；植检委第三

届会议 (2008) 

Mr Eduardo 
WILLINK (AR, 

201212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Mr Scott MYERS (US, 2014-
04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5  2007-
206B 

柑桔（Citrus reticulata x 
C. sinensis）地中海实蝇

（Ceratitis capitata）冷

处理(2007-206B) 

1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07-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三届会

议(2008) 

Mr Eduardo 
WILLINK (AR, 

2016-07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Mr Mike ORMSBY (NZ, 
2016-07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6  2007-
206C 

柠檬（Citrus limon）地

中海实蝇（Ceratitis 
capitata）冷处理

（2007-206C） 

1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07-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三届会

议(2008) 

Mr Yuejin WANG 
(CN, 2012-12 植

检处理技术小组) 

Mr Mike ORMSBY (NZ, 
2014-04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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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植检处理技术小组（TPPT）项目，按照优先权、状况排序 和题目数量 

 编号 目前标题 优先等级 战略
目标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
领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处理方法带头人 
（国籍，任命

场合） 

助理带头人（国籍，任命
场合） 

状况 

4.7  2007-
210 

葡萄柚（Citrus 
paradisi）地中海实蝇

（Ceratitis capitata）冷

处理（2007-210） 
1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07-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三届会

议(2008) 

Mr Daojian YU 
(CH, 2016-07 植

检处理技术小组) 

Mr Scott MYERS (US 2016-
07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8  2007-
212 

柑桔（Citrus reticulata）
栽培与杂交品种地中海实

蝇（Ceratitis capitata）
冷处理（2007-206B） 

1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07-11 标准委; 
植检委第三届会

议(2008) 

Mr Mike ORMSBY 
(NZ, 2012-12 植

检处理技术小组) 
-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9  2009-
109 

番木瓜 (Bactrocera 
dorsalis on Carica 
papaya) 蒸汽热处理处

理 (2009-109) 

2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10-11 标准委 

Mr Guy 
HALLMAN (US, 

2012-12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 00. 待定 

4.10  2010-
102 

Cold treatment for 
Ceratitis capitata on 
Citrus clementina (2010-
102)  

2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11-05 标准委 

Mr Eduardo 
WILLINK (AR, 

2015-02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Mr Guy HALLMAN (US, 
2012-12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11  2010-
106 

芒果（Mangifera indica
）地中海实蝇 （

Ceratitis capitata）蒸汽

热处理(2010-106) 

2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10-11 标准委 

Mr Guy 
HALLMAN (US, 

2012-12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4.12  2010-
107 

芒果（Mangifera 
indica）昆士兰实蝇

（Bactrocera tryoni）
蒸汽热处理（2010-
107） 

2 

 
A,C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实蝇处理 2010-11 标准委 

Mr Guy 
HALLMAN (US, 
2012-12 植检处理

技术小组) 

- 

07. 标准委向植检委

推荐植检处理标准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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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术语技术小组的主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编号 目前标题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领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状况 

5.1  1994-001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

术语表）（1991-001） 
术语 

技术小组 - 植检委 (1994) 
02. 正在评议条目 

5.2  2015-013 commodity class (2015-013)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5-11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3  2016-002 confinement (2016-002)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6-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4  2012-001 

contaminating pest, contamination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2012-001）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2-04 标准委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5  2012-007 切花和枝条（2012-007）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2-04 标准委 00. 待定 

5.6  2016-003 ecosystems (2016-003)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6-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7  2014-009 
endangered area (2014-009)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4-05 SC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8  2010-008 排除(2010-008)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0-04 标准委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9  2016-004 “growing season” and “growing period” 
(2016-004)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6-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10  2016-005 habitat (2016-005)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6-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11  2011-001 一致性（2011-001）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1-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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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术语技术小组的主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编号 目前标题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领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状况 

5.12  2013-006 
kiln-drying (2013-006)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13  2013-007 
mark (2013-007)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14  2016-006 modern biotechnology (2016-006)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6-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15  2013-008 

phytosanitary security (of a 
consignment) (2013-008)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16  2013-016 
pre-clearance (2013-016)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17  2015-002 
quarantine (2015-002)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5-05 标准委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5.18  2012-006 检疫区(2012-006)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2-04 标准委 00. 待定 

5.19  2010-030 对已通过国际植检标准采用“和/或”情
况的审查(2010-030)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0-04 标准委 02. 正在评议条目 

5.20  2013-015 
survey (2013-015)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00. 待定 

5.21  2015-003 test (2015-003)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5-05 SC 05. 标准委首轮磋商同意起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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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目前标题 起草 
机构 主题所属技术领域(如适用) 列入清单 状况 

5.22  2013-009 
trading partner (2013-009)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10. 起草条目由标准委提交植检委

采纳 

5.23  2013-010 
visual examination (2013-010) 
【术语技术小组将确定这一条目的中文

翻译】 

术语 
技术小组 

修改第 5 号国际植检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 
2013-05 标准委 04. 起草条目呈交标准委进入首轮

磋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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