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PM 02/13

2002 年 1 月

为了节约起见 本文件印数有限 谨请各位代表及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

如无绝对必要 望勿索取

Y3147/Ch.50

C

植 物 检 疫 措 施 临 时 委 员 会

第四届会议

2002 年 3 月 11 15 日 罗马

植检临委的能力 资源

暂定议程议题 6.3

1. 植检临委第三届会议在审议战略计划过程中讨论了工作计划的可用资源

执行一年工作计划的基准定为

• 植检临委的一次会议

• 标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 草案标准的两次专家工作组

• 一个术语/审查小组

•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的一次技术磋商会

• 植检临委的一次业务会议 如争端解决附设机构

2. 支持植检临委的额外行政和技术机构的建议包括

• 以 20 个成员的标准委员会替代临时标准委员会 包括一个 7 个成员的专家

工作组

• 建立争端解决附属机构

• 建立一个信息交流支持组

• 关于技术援助的一个特设工作组

3. 会上指出工作计划的执行量取决于资金和人力资源以及植检临委确定的重

点 还应当承认工作计划的各个方面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来考虑不断变化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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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 2001 年 12 月 4 至 6 日在曼谷召开的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

第三届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植检临委的资源 除了上列工作计划的事项之外 非正

式工作组注意到

• 植检临委的技术援助活动 这些活动涉及加强发展中国家对标准确定活动

的参与 促进对国家和区域能力建设努力的支持

• 执行国际植保公约的额外支持量的需要增加 这可能包括更新植物检疫能

力评价和发展有关的工具 制订业务指导材料和手册 召开区域讨论会

5. 非正式工作组强调 计划的可持续性是必要的 为此需要为秘书处提供额

外核心资金和全时常任工作人员 如果获得核心资金之外的资金 其有效使用则

取决于足够的核心资源 会上指出资源可由粮农组织提供或由各国直接提供 粮

农组织基础资金的增加要求作出长期努力 来发展对粮农组织决策机构的支持

6. 经过许多讨论 非正式工作组决定向植检临委提出一项工作计划

• 每年的目标是 4 至 5 个标准

• 向信息交流计划提供基本支持 国际植物检疫门站 IPP
• 支持技术援助活动 PCE 的发展和使用

7. 非正式工作组建议 植检临委考虑支持秘书处增加两个专业人员职位 从

现有的 工作计划 资源中调拨资金(大约 20 万美元)给 人员 资源项 见下表1

为进一步加强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非正式工作组建议各国自愿提供专业人员

好事先通知 如准专业人员 协作执行工作计划 这些额外人员将致力于核心

工作计划

工作人员 工作计划

当前预算拨款 60 万美元 40 万美元

拟议预算拨款 80 万美元 20 万美元 30 万美元信托基金

8. 按建议调拨资金将会造成至少需要 30 万美元来支持工作计划 建议这些资

金将由植检临委成员资助的一项信托基金提供 按照 ICPM02/14 信托资金方案

中讨论的那样 建议分几个阶段考虑植检临委工作计划的资金提供 长期目标是

确保由粮农组织通过正常计划定期提供核心资金 临时建议为成员国自愿性分摊

捐款建立一项一般信托基金 特别捐款的一项特别信托基金将用在一般信托基金

工作之前的弥补机制 此后特别信托基金将成为任何特别活动或项目的基础 并

成为一般信托基金范围之外的特别捐款的存库

9. 会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执行列入植保公约中的许多义务和国际卫生及植检

                                                
1 表中反映的费用是大约估计数 由非正式工作组提出 以说明建议的一般性质 实际费用将会因现有预

算情况和其它因素而有所变动 秘书处将提供更精确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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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ISPM 的要求方面碰到较大困难 非正式工作组建议植检临委考虑和支持

建立一项计划来协助中国家 估计需要的年度资金额为

国际植保公约的额外执行费用

ISPM 草案的区域讨论会 25 万美元

指导材料/操作手册 15 万美元

PCE 发展 5 万美元

10. 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秘书处和有关的成员进行一项分析 来帮助澄清额外资

源的需求量和说明将如何用于标准制定 信息管理和国际植保公约执行的工作计

划 分析目的将是促进各国 捐助组织和粮农组织大会理解植检临委的财政计划

秘书处对资源需求的分析

11. 按两类提供额外费用 核心工作计划的额外费用 和 国际植保公约执

行援助的额外费用 预计额外的核心工作计划将 终由一般信托基金提供资金

额外的国际植保公约执行援助将由特别信托基金提供资金 另见 ICPM02/14

额外的核心工作计划资源

12. 计划招聘一名 P3 和一名 P4 工作人员来协助标准确定计划和信息交流 而

且将提供资金来增加标准确定工作组的数量 为标准委员会 额外的标准和对委

员会活动的支持提供全部资金 特别为争端解决和战略规划可能需要的会议提供

全部资金

13. 非正式工作组没有处理信息计划的需要 这项计划不易确定 作为初次估

计 预计该计划的非工作人员资源将增加 5 万美元 信息计划的工作人员时间也

已规定 这将增加因为需要与国家植保组织进行许多定期接触

额外的国际植保公约执行援助资源

14. 在世贸组织卫生和植检措施委员会和粮农组织的几个机构中 业已指出各

国在参加标准确定机构方面存在困难 因此建议提供特别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支持

发展中国家参与植检临委的活动 还预见每年将召开信息交流区域会议 评价标

准草案 另外将为提供设备提供有限数量的资金

15. 加强国际植保公约执行援助计划将需要再招聘一名 P3 和一名一般服务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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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今后年份的示意性预算 千美元

正常计划

预算2

协   调 能   力

工作

人员

非工作

人员

工作

人员

非工作

人员

工作

人员

非工作

人员

一般费用 86 20 75 14

临时委员会 47 125 15 30 2 1803

工作组 61 80 63 75

标准委员会 33 40 15 10

出版标准 25 22 19 15

对委员会活动的支持 33 20 6 50

技术磋商会 13 10

与区域植保组织的合作 15 10 4 7

支持亚太植保委员会和加勒比植保

委员会

9 15

其它联络 世贸组织 /生物多样性

公约 和与国家植保组织的合作

27 29 11 7

信息交流 81 50 43 50 56 250

手册等 10 8 10 125

对能力建设的支持

包括区域会议

99 10 59 50

200

合  计 539 439 261 244 131 805

16. 请植检临委

1. 通过植检临委工作计划

• 每年的目标是 4 至 5 项标准

• 对信息交流计划提供基本支持 国际植物检疫门站 IPP
• 支持技术援助活动 PCE 的发展和使用

2. 赞同在建立信托基金之前 从现有的 工作计划 资源中调拨资金给 工

作人员 资源 以在秘书处创设两名额外的专业人员职位

3. 促请各国自愿提供专业人员协助工作计划 如准专业官员

4. 制定国际植保公约执行计划来协助发展中国家

5. 赞同在建立信托基金之前在秘书处创设一个额外的专业工作人员职位和一

名一般服务人员职位

6. 赞同进行一项分析来说明额外资金的必要性 说明将如何用于标准制定和

信息管理的工作计划以及国际植保公约执行援助

                                                
2 2002 年的正常计划预算

3 付给大约 60 个国家的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