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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SIÓN DE MEDIDAS FITOSANITARIAS 

3.ª reunión 

Roma, 7 – 11 de abril de 2008  

Idiomas auténticos de la Convención 

Tema 13.2.3 del programa provisional 

1. En su séptima reunión, celebrada en 2005, la Comisión Interina de Medidas Fitosanitarias 
(CIMF) “pidió a la Secretaría que coordinara un proceso, junto con el Grupo de trabajo sobre el 
glosario y el Comité de normas, destinado a preparar, para la primera reunión de la CMF, una 
propuesta sobre los posibles ajustes necesarios a las traducciones en las versiones lingüísticas 
auténticas de la Convención para garantizar la concordancia entre ellas”. En 2006, en su primera 
reunión, la Comisión de Medidas Fitosanitarias (CMF) “pidió al Director General de la FAO que 
pusiera en marcha el proceso para el examen de las versiones lingüísticas auténticas de la 
Convención, a través de los servicios de traducción apropiados, teniendo en cuenta las 
recomendaciones de los miembros del Grupo de trabajo sobre el glosario acerca de las 
definiciones del artículo 2, la información facilitada por las autoridades chinas, las aclaraciones 
relativas a algunos términos y definiciones de la versión española y otra información básica 
pertinente sobre la terminología de la CIPF” y “tomó nota de que el proceso que se aplicaría 
estaría basado en el artículo 79 de la Convención de Viena sobre el Derecho de los Tratados... ”. 

2. Las autoridades de China presentaron el texto chino de la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de 
Protección Fitosanitaria (CIPF), que fue examinado por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Chino (KCCM) 
y remitido de nuevo a las autoridades chinas. Las autoridades chinas y el Grupo de Traducción al 
Chino (KCCM) concluyeron que el texto chino que se adjunta era coherente con los demás textos 
de la CIPF. 

3. Por lo que se refiere a los textos árabe, español y francés, se ha llevado a cabo un examen 
con objeto de determinar si eran necesarios ajustes. Se realizará un análisis de las conclusiones y 
se llevará a cabo cuanto antes el proceso a tal fin acordado por la CMF en su primera reunión, en 
2006. 

4. Se invita a la CMF a: 
1. Tomar nota de que el texto adjunto constituye la versión china de la CIPF. 
2. Tomar nota de que el análisis de las conclusiones sobre los demás idiomas se llevará a 

cabo tras la tercera reunión de la 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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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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