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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Item 13.2.3 of the Provisional Agenda 

 

1. At its Seventh session in 2005, the ICPM “requested the Secretariat to coordinate a 

proc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lossary Working Group and the Standards Committee, to 

prepare for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PM a proposal for any necessary adjustments to the 

translations in the authentic language versions of the Convention, to ensure concordance among 

them”. In 2006, CPM-1 "Requested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FAO to initiate the process for review 

of authentic languages in the Convention, through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ervices, taking into 

account recommendations from Glossary Working Group members on definitions in Article 2,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larifications adopted for some Spanish terms 

and defini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IPPC terminology" and "Noted the 

process that would be followed based on Article 79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rovided a Chinese text of the IPPC, which was reviewed by the 

FAO Chinese translation group (KCCM) and forwarded back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FAO Chinese translation group (KCCM) concluded that the Chinese 

text herewith attached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texts of the IPPC. 

3. Regarding Arabic, French and Spanish, a review has been done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some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An analysis of the findings will be carried out and the 

process defined by CPM-1 in 2006 for that purpose will be condu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4. The CPM is invited to: 

1. Note that the text attached constitute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PPC. 

2. Note that analysis of the findings for other languages will be carried out after CP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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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一九九七年修订本） 

 

序 言 

各缔约方， 

认识到国际合作对控制植物及植物产品有害生物，防止其在国际上扩散，特别

是防止其传入受威胁地区的必要性； 

认识到植物检疫措施应在技术上合理、透明，其实施方式对国际贸易既不应构

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也不应构成变相的限制； 

希望确保对针对以上目的的措施进行密切协调； 

希望为制定和应用统一的植物检疫措施以及在此方面制定国际标准提供框架； 

考虑到国际上批准的保护植物、人畜健康和环境应遵循的原则； 

注意到作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而达成的各项协定，包括《实施卫

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定》；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宗旨和责任 

一、为确保采取共同而有效的行动来防止植物及植物产品有害生物的扩散和传

入，并促进采取控制有害生物的适当措施，缔约方保证采取本公约及按第十六条签

订的补充协定规定的立法、技术和行政措施。 

二、每一缔约方应承担责任，在不损害按其它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

在其领土之内达到本公约的各项要求。 

三、为达到本公约的要求，作为缔约方的粮农组织成员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

职责应按照各自的权限划分。 

四、除了植物及植物产品以外，缔约方可酌情将可能藏带或传播植物有害生物

的仓储地、包装材料、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及其它生物、物品或材料列入本公

约规定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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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术语 

一、就本公约而言，下列术语含义如下： 

“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  – 主管当局认定特定有害生物发生率低并采取有效

的监视、控制或根除措施的一个地区，既可是一个国家的全境或部分地区，也可是

若干个国家的全境或部分地区； 

“委员会” – 按第十一条建立的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受威胁地区”– 生态因素适合一种有害生物的定殖，该有害生物在该地区的

发生将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地区； 

“定殖”– 当一种有害生物进入一个地区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长期生存； 

“统一的植物检疫措施” – 各缔约方按国际标准制定的植物检疫措施； 

“国际标准”– 按照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制定的国际标准； 

“传入”– 导致有害生物定殖的进入； 

“有害生物”– 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

系或生物型；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评价生物学或其它科学和经济证据以确定是否应限制

某种有害生物以及确定对它们采取任何植物检疫措施的力度的过程； 

“植物检疫措施”– 旨在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的任何立法、法规和

官方程序； 

“植物产品”– 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

性质或加工的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危险的产品。 

“植物”– 活的植物及其某些部分，包括种子和种质； 

“检疫性有害生物”– 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

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区域标准”–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为指导该组织的成员而确定的标准； 

“限定物”– 认为需要对其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任何能藏带或传播有害生物

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材料、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或任何其它生物、

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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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 在供种植的植物上存在的会对这类植物的预

期用途产生无法接受的经济影响因而在输入缔约方境内受到限制的一种非检疫性

有害生物； 

“限定的有害生物”– 检疫性有害生物或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秘书”– 按照第十二条任命的委员会秘书； 

“技术上合理”– 通过利用适宜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或适当时利用对现有科

学资料的可比性研究和评估，得出的结论证明合理。 

二、本条中规定的定义仅适用于本公约，不应影响缔约方根据国内的法律或法

规所确定的定义。 

第三条 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缔约方按照有关国际协定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四条 与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安排有关的一般性条款 

一、每一缔约方应尽力成立一个官方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承担本条规定的主要

责任。 

二、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织的责任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为运送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签发与输入缔约方植物检疫法规有

关的证书； 

(二)监视生长的植物，包括栽培地区(特别是大田、种植园、苗圃、园地、温室

和实验室)和野生植物以及储存或运输中的植物及植物产品，尤其要达到报告有害

生物的发生、爆发和扩散以及控制这类有害生物的目的，其中包括第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提到的报告； 

(三)检查国际运输工具中运载的植物及植物产品，并酌情检查其他限定物，尤

其在为防止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或）扩散时； 

(四)对国际运输工具运载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限定物货物进行杀虫或灭菌

处理以满足植物检疫要求； 

(五)保护受威胁地区，划定、保持和监视非疫区和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 

(六)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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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过适当程序确保已经对有关构成、替代和再感染进行核实签证的运送货

物在输出之前保持其植物检疫安全； 

(八)人员培训和培养。 

三、每一缔约方应尽力在以下方面作出安排： 

(一)在缔约方境内分发有关限定有害生物及其预防和控制方法的资料； 

(二)在植物保护领域内的研究和调查； 

(三)颁布植物检疫法规； 

(四)履行为实施本公约可能需要的其它职责。 

四、每一缔约方应向秘书提交一份关于其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织及其变化情况

的说明，如有要求，缔约方应向其它缔约方提供关于其植物保护组织的说明。 

第五条 植物检疫出证  

一、每一缔约方应为植物检疫出证作出安排，以确保输出的植物、植物产品和

其它限定物及其货物符合按照本条第二款第（二）项填写的证书。 

二、每一缔约方应按照以下规定为签发植物检疫证书作出安排： 

(一)导致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检验和其他有关活动应仅由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

织或在其授权下进行。植物检疫证书应由具有技术资格、经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织

正式授权为其代表并在其控制下的公务官员签发，这类官员能够得到有关的知识和

信息，因而输入缔约方当局可信任地接受植物检疫证书作为可靠的文件。 

(二)植物检疫证书或有关输入缔约方接受的等同的电子证书应使用与本公约附

件样本中相同的措辞。此种证书应在考虑到有关国际标准的情况下填写和签发。 

(三)证书涂改而未经证实应属无效证书。 

三、每一缔约方保证进入其领土的植物或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附有与本公约

附件所列样本一致的植物检疫证书。对附加声明的任何要求应仅限于技术上合理的

要求。 

第六条 限定的有害生物 

一、缔约方可要求对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采取植物检疫

措施，但此种措施： 

(一)不得严于该输入缔约方领土内存在同样有害生物时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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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仅限于保护植物健康和（或）保障其预期用途所必要的且有关缔约方能够

证明在技术上合理的措施。 

二、缔约方不得要求对非限定的有害生物采取植物检疫措施。 

第七条 对输入的要求  

一、为了防止限定的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到缔约方的领土，缔约方应有

主权按照适用的国际协定来管理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的进入，为此目的，

它们可以： 

(一)规定并采取与植物、植物产品及其他限定物的输入相关的植物检疫措施，

如检验、禁止输入和处理； 

(二)对不符合本款第(一)项规定或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的植物、植物产品及其它

限定物或其货物，拒绝入境或予以扣留，或要求进行处理、销毁或运离其领土； 

(三)禁止或限制限定的有害生物进入其领土； 

(四)禁止或限制声称有益的与植物检疫相关的生物控制剂和其它生物进入其领土。 

二、为了尽量减少对国际贸易的干扰，每一缔约方在按本条第一款行使其权限

时保证依照下列内容采取行动： 

(一)缔约方不得根据其植物检疫立法采取本条第一款中规定的任何一种措施，

除非这种措施从植物检疫方面的考虑是必要的并在技术上是合理的。 

(二)缔约方应在通过植物检疫要求、限制和禁止之后，立即公布并通知它们认

为可能直接受到这种措施影响的任何缔约方。 

(三)缔约方应根据要求向任何缔约方提供采取植物检疫要求、限制和禁止的理由。 

(四)如果某一缔约方要求仅通过规定的入境地点进口某批特定的植物或植物产

品，选择的地点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妨碍。该缔约方应公布此种入境地点

的清单，并通知秘书、该缔约方所属的区域植物保护组织、该缔约方认为受直接影

响的所有缔约方，并应根据要求通知其他缔约方。除非要求有关植物、植物产品或

其它限定物附有检疫证书或接受检验或处理，不应对入境的地点作出此种限制。 

(五)缔约方的植物保护组织应适当考虑到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的易腐

性，尽快地对供输入的这类货物进行检验或执行其他要求的检疫程序。 

(六)输入缔约方应尽快将不符合植物检疫出证的重大事例通知有关的输出缔约

方，或酌情通知有关的转口缔约方。输出缔约方或在适当情况下有关转口缔约方应

进行调查，并应根据要求将其调查结果报告有关输入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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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缔约方应仅采取技术上合理、符合所涉及的有害生物风险、限制 少并对

人员、商品和运输工具的国际流动妨碍 小的植物检疫措施。 

(八)缔约方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掌握的新情况，确保及时修改植物检疫措施，

如果发现已无必要应予以取消。 

(九)缔约方应尽力拟定和更新使用学名的限定的有害生物清单，并将这类清单

提供给秘书以及它们所属的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并应要求提供给其它缔约方。 

(十)缔约方应尽力对有害生物进行监视，收集并保存关于有害生物状况的足够

资料，以便支助有害生物的分类，以及制订适宜的植物检疫措施。这类资料应根据

要求向缔约方提供。 

三、缔约方对于可能不能在其境内定殖、但如果进入可能造成经济损害的有害

生物可采取本条规定的措施。对这类有害生物采取的措施必须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 

四、缔约方只有在本条规定的措施对防止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或）扩散有必要

且在技术上合理的情况下方可对通过其领土的过境货物实施这种措施。 

五、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妨碍输入缔约方在保障充分安全的前提下，为科学研

究、教育目的或其它特定用途输入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限定物以及植物有害生物

作出特殊安排。 

六、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妨碍任何缔约方在检出对其领土构成潜在威胁的有害

生物时采取适当的紧急行动或报告这一检测结果。应尽快对任何这类行动作出评估

以确保继续采取这类行动是合理的。所采取的行动应立即报告有关缔约方、秘书及

其所属的任何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第八条 国际合作 

一、缔约方在实现本公约的宗旨方面应尽力合作，并应特别： 

(一)就交换植物有害生物资料进行合作，尤其是按照委员会可能制定的程序报

告可能具有即刻或潜在危险的有害生物的发生、爆发或蔓延情况； 

(二)在可行的情况下，参加防治可能严重威胁作物生产并需要采取国际行动来

应付紧急情况的有害生物的任何特别活动； 

(三)尽可能在提供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所需要的技术和生物资料方面进行合作。 

二、每一缔约方应指定一个联络点负责交换与实施本公约有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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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一、缔约方应保证就在适当地区建立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相互合作。 

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应在所涵盖的地区发挥协调机构的作用，应参加为实现

本公约的宗旨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并应酌情收集和传播信息。 

三、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应与秘书合作以实现公约的宗旨，并在制定国际标准方

面酌情与秘书和委员会合作。 

四、秘书将召集区域植物保护组织代表定期举行技术磋商会，以便： 

(一)促进有关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制定和使用； 

(二)鼓励区域间合作，促进采取统一的植物检疫措施，以控制有害生物并防止

其扩散和（或）传入。 

第十条 标准 

一、缔约方同意按照委员会通过的程序在制定国际标准方面进行合作。 

二、国际标准应由委员会通过。 

三、区域标准应与本公约的原则一致；如果适用范围较广，这类标准可作为备

选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提交委员会考虑。 

四、缔约方开展与本公约有关的活动时应酌情考虑国际标准。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一、缔约方同意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范围内建立植物检疫措施

委员会。 

二、该委员会的职能应是促进全面贯彻本公约的宗旨，特别是： 

(一 )审查世界植物保护状况以及对控制有害生物在国际上扩散及其传入受威

胁地区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二)建立和审查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的必要体制安排及程序，并通过国际标准； 

(三)按照第十三条制订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 

(四)建立为适当行使其职能可能需要的委员会附属机构； 

(五)通过关于认可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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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本公约涉及的事项与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七)采纳实施本公约所必需的建议； 

(八)履行实现本公约宗旨所必需的其它职能。 

三、所有缔约方均应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四、每一缔约方可派出一名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该代表可由一名副代表、若

干专家和顾问陪同。副代表、专家和顾问可参加委员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副代

表获得正式授权代替代表表决的情况除外。 

五、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就所有事项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果为达成协商

一致穷尽一切努力而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作为 终手段，应由出席并参与表决的缔

约方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 

六、作为缔约方的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和也为缔约方的该成员组织的成员国，

均应比照粮农组织《章程》和《总则》行使其成员权利及履行其成员义务。 

七、委员会可按要求通过和修改其议事规则，但这些规则不得与本公约或粮农

组织章程相抵触。 

八、委员会主席应召开委员会的年度例会。 

九、委员会主席应根据委员会至少三分之一成员的要求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 

十、委员会应选举其主席和不超过两名的副主席，每人的任期均为两年。 

第十二条 秘书处 

一、委员会秘书应由粮农组织总干事任命。 

二、秘书应由可能需要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协助。 

三、秘书应负责实施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履行本公约可能委派给秘书的其它

职能，并应就此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四、秘书应： 

(一)在国际标准通过之后六十天内向所有缔约方分发该标准； 

(二)按照第七条第二款第（四）项向所有缔约方分发缔约方提供的入境地点清单； 

(三)向所有缔约方和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分发按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九）项禁止

或限制进入的限定性有害生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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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发从缔约方收到的关于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提到的植物检疫要求、

限制和禁止的信息以及第四条第四款提到的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织介绍。 

五、秘书应提供用粮农组织正式语言翻译的委员会会议文件和国际标准。 

六、在实现本公约目标方面，秘书应与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合作。 

第十三条 争端的解决  

一、如对本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存在任何争端或某一缔约方认为另一缔约方的任

何行为有违后者在本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下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关于禁止或限制输

入来自其领土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品的依据，有关缔约方应尽快相互磋

商解决这一争端。 

二、如果不能按第一款所提及的办法解决争端，该缔约方或有关缔约方可要求

粮农组织总干事任命一个专家委员会按照委员会可能制定的规则和程序审议争端

问题。 

三、该委员会应包括各有关缔约方指定的代表。该委员会应审议争端问题，同

时考虑到有关缔约方提交的所有文件和其它形式的证据。该委员会应为寻求解决办

法准备一份关于争端的技术性问题的报告。报告应按照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拟

订和批准，并由总干事转交有关缔约方。该报告还可应委员会要求，提交负责解决

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的主管机构。 

四、缔约方同意，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尽管没有约束力，但将成为有关缔约方

对引起争议的问题进行重新考虑的基础。 

五、有关缔约方应分担专家的费用。 

六、本条规定应补充而非贬损处理贸易问题的其它国际协定所规定的争端解决

程序。 

第十四条 以前协定的替代 

本公约应在缔约方之间终止和替代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三日签订的《关于采取防

止葡萄根瘤蚜的措施的国际公约》、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伯尔尼签订的补充公

约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在罗马签订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第十五条 领土的适用  

一、任何缔约方可在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此后的任何时候向粮农组织总干事

声明，本公约应适用于该缔约方负责国际关系的全部或任何领土。自总干事收到此

声明之后第三十天起，本公约应适用于声明中指定的全部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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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何根据本条第一款向粮农组织总干事提交声明的缔约方，可在任何时候

另行声明修改任何以前声明的适用范围或终止本公约的各项规定对其任何领土的

适用。此种修改或终止应自总干事收到声明后第三十天生效。 

三、粮农组织总干事应将根据本条所收到的任何声明通知所有缔约方。 

第十六条 补充协定 

一、缔约方可为解决需要特别关注或采取行动的特殊植物保护问题签订补充协

定。这类协定可适用于特定区域、特定有害生物、特定植物及植物产品、植物及植

物产品国际运输的特定方式，或在其他方面补充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二、任何这类补充协定应在每一有关的缔约方根据有关补充协定的规定接受以

后对其生效。 

三、补充协定应促进本公约的宗旨，并应符合公约的原则和规定以及透明、非

歧视和避免尤其是对国际贸易变相限制的原则。 

第十七条 批准和加入  

一、本公约应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以前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并应尽早批准。

批准书应交粮农组织总干事保存，总干事应将交存日期通知各签署国。 

二、一俟本公约根据第二十二条生效，即应开放供非签署国和粮农组织的成员

组织加入。加入应在向粮农组织总干事交存加入书后生效，总干事应将此通知所有

缔约方。 

三、当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成为本公约缔约方时，该成员组织应在其加入时依

照粮农组织章程第二条第七款的规定，酌情通报因接受本公约而对其依照粮农组织

章程第二条第五款提交的权限声明所作出的必要修改或说明。本公约任何缔约方均

可随时要求已成为本公约缔约方的成员组织提供情况，说明在成员组织及其成员国

之间，哪一方负责实施本公约所涉及的任何具体事项。该成员组织应在合理的时间

内提供上述情况。 

第十八条 非缔约方 

缔约方应鼓励未成为本公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接受本

公约，并应鼓励任何非缔约方采取与本公约条款及根据本公约通过的任何标准一致

的植物检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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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语言 

一、本公约的正式语言应为粮农组织的所有正式语言。 

二、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缔约方以缔约方语言之外的语言提供和

出版文件或提供其副本，但以下第三款所述情况除外。 

三、下列文件应至少使用粮农组织的一种正式语言： 

(一)按第四条第四款提供的情况； 

(二)按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提交的文件上关于文献数据的封面说明； 

(三)按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九）项和第（十）项提供

的情况； 

(四)关于按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提供的信息的文献数据和相关文件简短概

要的说明； 

(五)要求联络点提供资料的申请及对这类申请所作的答复，但不包括任何所附

的文件； 

(六)缔约方为委员会会议提供的任何文件。 

第二十条 技术援助 

缔约方同意通过双边或有关国际组织促进向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提供技术援助，以便促进本公约的实施。 

第二十一条 修正 

一、缔约方关于修正本公约的任何提案应送交粮农组织总干事。 

二、粮农组织总干事从缔约方收到的关于本公约的任何拟议修正案，应提交委

员会的例会或特别会议批准，如果修正案涉及技术上的重要修改或给缔约方增加新

的义务，应在委员会之前由粮农组织召集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予以审议。 

三、对本公约提出的除附件修正案以外的任何拟议修正案的通知应由粮农组织

总干事转发缔约方，且不得迟于将要讨论这一问题的委员会会议议程发出的时间。 

四、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应得到委员会批准，并应在三分之二的缔约方

接受后第三十天生效。就适用本条而言，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交存的文书不应视为

该成员组织的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之外的额外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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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但涉及缔约方新义务的修正案，只有在每一缔约方接受后第三十天方对该

缔约方生效。涉及新义务的修正案的接受书应交粮农组织总干事保存，总干事应将

收到接受修正案的情况及修正案生效的情况通知所有缔约方。 

六、修正本公约附件中的植物检疫证书样本的提案应送交秘书并应由委员会审

批。已获批准的本公约附件中的植物检疫证书样本的修正案应在秘书通知缔约方九

十天后生效。 

七、就本公约而言，在本公约附件中的植物检疫证书样本的修正案生效后十二

个月内，原版证书也应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 生效 

本公约一俟三个签署国批准后即应在它们之间生效。对于此后批准或加入本公

约的国家或粮农组织的成员组织而言，本公约应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对

其生效。 

第二十三条 退出 

一、任何缔约方可在任何时候通知粮农组织总干事宣布退出本公约。总干事应

立即通知所有缔约方。 

二、退出应自粮农组织总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