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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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主题和重点

暂定议程议题 7.1

1. 植检临委在第三届会议上认定了列入工作计划的标准的主题和重点 2001 年

秘书处执行的工作计划在时间 人员和资金限度内尽量遵循了植检临委的建议 见

有关制定标准工作计划状况的 ICPM 02/04 号文件

2. 与往年一样 一些活动转交植检临委再次决定其在今后工作计划中完成的优

先顺序 其他一些活动 如审查术语表 正在进行 此外 植检临委还注意到 有

一些处于制定各阶段的标准草案需要完成 还有一些现有标准需要审查和修改 提

出了若干新的主题 还有一些将标准制定的重点转向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特定

标准的一般性建议

3. 以下说明

• 正在制定的标准

• 需要修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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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为工作计划确定的主题

• 成员 秘书处或各组织提出的新主题

正在制定的标准

4. 如 ICPM 02/04 号文件中指出的那样 以下标准草案处于制定的各种阶段

• 输入管理系统准则

• 特定有害生物监测准则 柑桔溃疡病

• 限定有害生物编目准则

• 检查方法

• 植物有害生物环境危害风险分析

• 辐照作为植物检疫处理

5. 植检临委将注意到 前四个标准草案遇到了困难 导致它们的制定推迟 最

后两个标准草案是 2001 年编制的新文件

需要修订的标准

6. 如 ICPM 02/04 号文件中指出的那样 以下现有标准需要在 2002 年或 2002 年

以前修订

•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1 号出版物 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植物检疫原则

•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2 号出版物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准则

•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3 号出版物 外来生物防治物输入和释放行为守则

•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4 号出版物 建立非疫区的要求

•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6 号出版物 监测准则

•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7 号出版物 输出验证系统

7. 植检临委将注意到 人们对第 1 3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需要修订表示了大量

关切 秘书处不了解对修订第 4 6 和 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有任何严重关切

工作计划以前确定的主题

8. 以下主题由植检临委确定为重点 但有关这些主题的工作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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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 植物检疫措施的效力

• 有害生物低度流行

9. 秘书处注意到 就关于措施效力的标准而言 已努力根据秘书处与主席团的

一致意见在工作计划中推进这一标准 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临时标准委员会和

木质包装及辐照专家工作组表示了严重关切 这些专家指出 制定有关特定措施的

标准因缺乏概念标准和植检临委商定的标准评价程序而受到妨碍 遗憾的是 秘书

处未能按建议组织一次较早的会议 但它仍然是一项高度重点

10. 秘书处和主席团还决定推迟起草关于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标

准 这样作是为了在对与技术理由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有关的概念方面表示严重

关切的情况下 能够使各国政府对将要审议的概念标准发表意见 然而 各国政府

在磋商过程中未提出有关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实质性问题 因而促进

了一项有关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标准草案的制定 植检临委本届会议通过概念标准将

进一步促进这一过程

成员 秘书处或各组织提出的新主题

11. 2001 年 秘书处收到了关于需审议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新主题的若干建议

秘书处认定了另外一些主题 以下列出了建议的简要情况 同时指出了建议的来源

以及秘书处的背景意见

应用等同性原则的准则

来源 世贸组织卫生及植检措施委员会

12. 世贸组织卫生及植检措施委员会主要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 包括有

关等同性的卫生及植检措施协定的条款 该委员会赞扬了食品法典组织通过的制定

等同性协定的准则 该委员会注意到国际植保公约和国际兽疫局缺乏类似的准则

卫生及植检措施委员会的若干成员鼓励国际植保公约和国际兽疫局制定等同性准

则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了解该概念并因其应用全面受益 委员会支持这些行动 并

于近期向植检临委主席提交了一份书面要求 鼓励在国际植保公约内制定关于等同

性的准则

不育昆虫的跨界装运 来源 国际原子能机构

13.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粮食和农业中的核技术联合司

为制定一份关于不育昆虫跨界装运的国际准则草案采取了主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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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 为有害生物防治计划和研究目的而进行的不育昆虫跨

界装运是 40 多年来的一种通常作法 由于不育昆虫技术的利用日益广泛以及不育昆

虫的商业化利益增加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不育昆虫的跨界装运将大量增加 粮农组

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认识到这种趋势 建议采取措施制定一项国际准则 旨在

为管理不育昆虫的跨界流动向国家植物保护机构提供有关植物检疫风险和程序的指

导

15. 2001 年 8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了一个国际顾问工作组 以评价与不育昆虫

跨界装运有关的风险 并编写一份关于该主题的讨论文件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参

加了这次会议并协助编写了该讨论文件 根据该讨论文件 遵循国际植保公约的格

式编写了一份标准草案 该标准草案阐述了生产者和装运者 管理当局以及输入者

的责任 并为风险管理提出了协调一致的措施 联合司要求植检临委考虑将该主题

纳入工作计划 利用讨论文件和标准草案作为推进在国际植保公约内讨论的基础

这两份文件均可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索取

16. 秘书处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就转基因节枝动物风险评估的主题开展类

似的活动

低流动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来源 智利

17. 智利农牧业局向秘书处提供了一份关于低流动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主题的标

准草案 该标准是为了就评估因流动性小而扩散的可能性极低的有害生物风险提供

指导 它利用示范例子为识别低流动性有害生物提供了一些标准 并讨论了风险管

理的方法 智利农牧业局还指出 它们认为该标准对国际贸易有重大影响 尤其是

考虑到预计溴甲烷作为对人们关注的许多有害生物的一种处理将要丧失

监测准则 谷斑皮蠹 来源 秘鲁

18. 预计最终将制定一些特定有害生物的监测准则 对可能有重要信息 经验

专门知识和现有监测技术的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尤其如此 监测准则 柑桔溃疡病

是国际植保公约制定某种特定有害生物准则的第一次偿试 该标准因主要与取样的

统计基础有关的困难而被推迟 一项关于监测谷斑皮蠹的标准将可能涉及取样的各

种不同方面 在这方面可能较容易完成

任命检查员 来源 秘鲁

19. 一项关于任命检查员的标准首先由第九次区域植物保护组织间磋商会 1997

年 提出 并被植检临委第二届会议认为是一项中度至高度重点 至少一个区域植

物保护组织 北美植物保护组织 已经采用这一标准在区域运用 通过借鉴现有工

作和经验可以促进一项关于任命检查员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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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后检疫的程序 来源 秘鲁

20. 就建立和管理进入后检疫系统提供指导的一项 或几项 标准历来被认为是

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制定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在这方面尚未开展工作 一项关于

进入后检疫一般方面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特别有益的指导 并

将作为随后可能就同一主题制定若干特定标准的基础

取样概念 来源 秘书处

21. 妨碍特定有害生物监测准则 柑桔溃疡病以及检查方法某些方面进展的问题

涉及理解与取样有关的根本统计概念的应用 或就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这包括

耐性 信任程度和接受程度等概念 制定一份标准或制定关于取样统计基础的技术

准则可能有益于支持理解 完成 和应用这些以及今后处理效力评估的标准

过境 来源 秘书处

22. 秘书处了解大多数国家对过境货物的流动无植物检疫要求 然而 秘书处注

意到若干国家通知世贸组织建议制定这类法规 许多其他国家与秘书处接触 要求

协助制定过境法律和法规 制定一项为过境要求提供准则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可能

是对目前协调统一的一项重要贡献

不确定性 来源 秘书处

23. 目前在国际上仔细审查和辩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植物 动物 人体健康和环

境风险管理方面预防措施的作用及利用 在国际环境保护框架中已出现一种称为预

防办法 亦称为 预防原则 的概念 在该概念并不被理解或并不以相同词汇表

达的其他论坛上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在这方面缺乏明确性往往误以为缺乏预防措

施或缺乏对预防措施重要性的关注

24. 在国际植保公约框架内 预防措施是与风险分析有关的对不确定性程度作出

决定的一项要素 然而 由于重点放在科学证据和原则上 因此风险分析中不确定

性的重要性以及各国政府用于训练其判断不确定性的标准尚未为人们充分理解或在

国际上协调统一 明确风险分析中不确定性作为植物检疫措施基础的作用和重要性

从而明确预防方法在国际植保公约框架内的应用存在重大机遇

25. 请植检临委

审议上述主题并对增加 删除或修改标准制定工作计划的主题及重点提出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