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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2012 年 3 月 19-23 日，罗马  

秘书处的报告  

暂定议程议题 7  

I. 引   言  
1. 本报告涵盖了 201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实施的《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

划，2011 年是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简称“植检委”）实施 2007-2011 年五年业务

计划的最后一年。 

2. 本报告的格式做了一些变更：采用了一些图表，减少了文件的篇幅，以避免

与《国际植保公约》的其他核心活动文件产生重复，使其易读、易懂，减轻植检

委的编制负担。 

3. 2011 年，《国际植保公约》的缔约方数量仍为 177 个。 

4. 2011 年，除某些技术小组会议外，大多数会议按计划如期召开；植检委加

大了战略制定力度（如：战略框架和其他特定战略），改进了现行进程（如：标

准制定联络组），增加了《国际植保公约》的活动数量并提高了其可见度（如：

以更有条理的方式开展了更多能力建设项目），还制定了新的系统（如：实施审

查和支持系统及网上评议系统）。 

5. 表 1 向植检委各成员简要介绍了《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2011 年参与的各

项活动。报告正文详细介绍了其中一些活动，附件 1 概述了计划交付的业务成果

和实际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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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可获得的资源仍然很紧张，因此，很遗憾的是，不

得不取消原先已经计划的一些活动，包括核心目标 1下的一些活动。  

7. 然而，一些国家和组织为响应《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开展的资源筹措工作，

提供了资金和其他类型的资源。此外，资源筹措工作的重点放在更可持续的资源

上，没有为了平衡工作成本和实际效益而接受任何可获得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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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1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参与的活动日程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植检委    -植检委          

战略规划
和技术援
助非正式
工作组，
主席团  

  -主席团   -主席团    -主席团 
-战略规划和技
术援助非正式
工作组 

  

成员磋商       ------- (100天成员磋商：6月 20日-9月 30日）------    
标准委 /标
准委第七
届会议  

    -标准委 
-标准委第
七届会议 

     -标准委  

技术小
组，专家
工作组  

     -森林检疫技术小
组 
-诊断规程技术小
组 

-植检处理技
术小组（虚
拟） 
-植检处理技
术小组 

-植检处
理技术小
组（虚拟） 
-果蝇技
术小组[
巴西] 

 -植检处理技术
小组（虚拟） 
 

-术语技术小组 
-专家工作组海
运集装箱 
-植检处理技术
小组（虚拟） 

-植检处
理技术
小组（虚
拟） 

其他  
(标准) 

 -《生物多样
性公约》-
特设技术专
家小组 
-IALGIAS
标准 
[瑞士] 

 -加拿大
谷物理
事会 
[加拿
大] 

-国际海事
组织 
-森林采伐
做法示范准
则  
[联合王国] 

 -标准制定程
序联络组 
[法国] 

 -国际林业
检疫研究
小组 
[澳大利亚] 

  -谷物研
讨会 
[加拿大] 

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专家工作组
[牙买加] 

-欧洲食品安全管
理局/科学讨论会
[意大利] 

 -标准和
贸易发展
基金/多标
准决策分
析 
[南非] 

  -植物检疫标准
制订组织项目管
理委员会 
[喀麦隆] 

 

国际植物
检疫措施
标准草案
研讨会  

      区域研讨会:- 
-中亚 
[俄罗斯联邦] 
-加勒比 
[巴巴多斯] 

 区域研讨
会： 
-西南太平
洋［斐济］ 
-近东（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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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加
蓬] 
-亚洲[韩
国] 
-拉丁美洲
[哥斯达黎
加] 

信息交流
研讨会  

      -亚太植保委
员会信息交
流研讨会 
［马来西亚］ 

     

争端解决  

  -争端解
决附属机
构 
 

         

其他信息
交流  

    -南锥体植
物保护委员
会电子认证
研讨会 

-开放性工作组电
子认证 
[韩国首尔] 

      

其他会议  

  -世贸组
织/卫生和
植物检疫
措施 
[瑞士] 

-标准和
贸易发
展基金
工作组 
[瑞士] 

-世界银行
（美国） 
-美洲开发
银行（美国） 
-世界研究
所（美国） 

-标准和贸易发展
基金工作组[瑞
士] 
-世贸组织/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施 
[瑞士] 

-世贸组织/卫
生和植物检
疫措施[瑞士] 
世贸组织/卫
生和植物检
疫措施技术
援助研讨会：
加勒比 
[巴巴多斯] 

-区域植
保组织技
术磋商会 
[越南] 

 -世贸组织/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
施 
-标准和贸易发
展基金工作组 
-世贸组织/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
施高级课程[瑞
士] 

世贸组织/卫生
和植物检疫措施 
技术援助研讨
会： 
-非洲法语地区
[马里] 
-非洲英语地区
[南非] 
-阿拉伯和中东
[卡塔尔] 

 

说明：  
未指明举行地点的会议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表中未列出以下会议：   

-具体项目启动 /协调会议  -我们未参加的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的会议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的各次会议  -粮农组织会议（粮农组织大会、理事会、农委、章法委、影响重点领域研

讨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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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制定一份强有力的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工作计划  

标准制定  

8. 表 1列出了所有标准制定会议。一些面对面会议被取消了，以删除线标示。

某些被取消的会议以虚拟会议取代。 

9. 所有标准制定活动会议报告及相关文件和文稿公布于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https://www.ippc.int/index.php?id=13352)。 

10. 秘书处对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各英文版本做了重新排版，增加了有关各项

标准制定和公布工作的详细历史。植检委做出的所有文字修正内容都已整合到国

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英文版。 

11. 与议题 8 相关的植检委若干其他文件更详细地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标准制定

活动。 

目标 2：开发适合履行《国际植保公约》义务的信息交流系统  

12. 表 2列出了《国际植保公约》联络人员、信息人员及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编辑

人员的变化情况。秘书处负责对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所有用户进行初步注册，国

家植物保护机构或区域植物保护组织负责更新联系信息。利用相当长的时间与国

家植物保护机构或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开展了交流，以更改不再担当《国际植保公

约》职责的联络人员及编辑人员的信息。 

表 2:2011 年《国际植保公约》联络人员和编辑人员信息的维护情况  

缔约方  

 2011 年 12 月# 变化% 更新% 

官方联络人员  166 
46.4% 88.1% 

非官方联络人员  11 

编辑人员  227   

非缔约方  

 2011 年 12 月# 变化% 更新% 

信息人员  16 5.3% 4.6% 

编辑人员  9   

注册用户  

 2010 年# 2011 年增加% 2011 年# 

用户总数  1009 16.2%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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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表 3 介绍了由各国及秘书处向国际植检门户网站提供的新信息和信息更新

统计。可以看出，一些国家的植物保护机构为履行《国际植保公约》规定的信息

交流义务，在稳步增加报告的信息量，但遗憾的是，报告信息的国家总数却没有

增加。 

表 3: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和秘书处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增加和更新的植物检疫
信息  

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更新 /变更情况  

 2010 年# 增加 /减少% 2011 年# 总计  

国家   

新增  215 6.5% 229 1652 

更新  147 29.9% 191 744 

秘书处   

新增  646 -30.3%* 450 3063 

更新  418 -31.3%* 287 2203 

*反映了 2010 年发布新网站后页面数量出现增长，而 2011 年因信息/编辑人员数量变化而导
致页面数量涨幅出现下降。 

14. 总体统计表明，由于采用了新的软硬件平台，使用量在持续增长。网站的访

问量增长了 32%，网页的浏览次数增长了 123%，信息访问及下载量增长了 147%。

24%的用户对网站的访问时间一直稳定保持在 2 分钟以上，即他们应该是经常用

户，或为植物检疫人员。 

15. 《国际植保公约》正与更多的植物检疫人员开展交流，以提高对使用社交媒

体工具的认识和了解： 

Facebook 为传播《国际植保公

约》的新闻提供了更

广阔的互动论坛  

http://www.facebook.com/pages/IPPC-News/113230338690

380 

Twitter 将《国际植保公约》

的新闻服务与其他

社交媒体账户相联系 

www.twitter.com/ippcnews 

 

LinkedIn 《国际植保公约》为

专业人士提供的互

动平台  

www.linkedin.com/groups/IPPC-International-Plant-Protecti

on-Convention-3175642?home=&gid=3175642&trk=anet_u

g_hm 



CPM 2012/24 7 

 

 

 

Flickr 《国际植保公约》图

片数据库  

www.flickr.com/groups/international_plant_protection_conv

ention/ 

请加入这些植物检疫社区，同时鼓励其他人加入社区。 

16. 如表 7 所示，所有目标下的知识和信息管理支持都在持续增加。2011 年，

需要为目标 1（标准制定）、目标 4（能力建设）及目标 7（《国际植保公约》实

施审查和支持系统）的维护和制定工作提供重要支持。 

支持《国际植保公约》所有目标的活动  

17. 关于《国际植保公约》网站（即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IPP: www.ippc.int)）

的运行和维护，2011 年为实现《国际植保公约》的各项目标完成了下列任务： 

一般（主要是目标 5） 

• 维护：修复用户界面漏洞并对其稍作改进（目标 5）。 

• 安装最新的文本编辑系统（目标 5）。  

• 维护讨论论坛，并建立新论坛（目标 5）。 

• 安装新硬件： 

o 成功迁移生产服务器（目标 5）。 

o 成功设置测试服务器（目标 5）。 

o 成功设置开发服务器（目标 2）。 

• 更新所有软件，采用新的软件安全检查（目标 5）。 

• 以粮农组织的六种语文翻译导航文本（目标 5）。 

• 设置并维护调查工具（目标 5）。 

• 为征求公告、电子决策、民意测验、论坛和工作领域提供技术支持 

（目标 1和 4）。 

• 为更新工作提供常规支持：国家植保机构官方联络点、国家植保机构编
辑、区域植保组织联络点，回复用户询问并管理用户账号等（目标 2和 5）。 

• 维护《用户和编辑手册》（目标 5）。 

标准制定（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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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20 日为长达 100 天的成员磋商启动了网上评议系统，并在

区域研讨会期间用于审查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该网上评议系统的反

馈良好，一些成员和国际组织也表示有兴趣使用该系统发表评论意见。 

能力建设（目标 4） 

• 为更新网页、调查和征求公告提供技术支持。 

• 根据用户反馈更新植物检疫能力评价。 

联络与合作（目标 6） 

• 启动并使用了亚太植物保护委员会的网站 http://www.apppc.org，由该

委员会自主运行，并向其他区域植保组织提供了基础设施。 

审查植物保护（目标 7） 

• 建立了实施审查和支持系统的网页。 

• 建立了问与答帮助台 

18. 去年，为秘书处开发额外新产品的活动花费了大量时间，目前尚未完成，因

此本文件难以反映这些活动的情况。然而，这些开发活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

力，本文件说明了这一点，以认可秘书处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目标 3：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19. 由于资源限制，秘书处无法按事先商定的那样全面支持这项活动。 

20. 目前尚有一项官方植检争端没有解决。各方于 2011 年 3月举行了初步讨论，

但此后并没有按商定的那样继续开展正式磋商。 

21.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没有在 2011 年举行会议。 

22. 2011 年没有举行植检争端非正式磋商。 

目标 4：提高各成员的植物检疫能力  

23. 继 2010 年植检委第五届会议通过能力建设战略以来，在能力建设专家工作

组的指导下，战略的实施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并提高了目标 4 下工作的可见度

和活动水平。这项工作还通过与下列各方的合作活动得以加强：粮农组织的其他

团队（即食品安全、种子和农药小组）、其他组织或伙伴（即标准和贸易发展基

金）及国际开发银行。有关这些活动的更多信息在议题 12.1 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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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表 5-6显示了 2011年根据 2010年能力建设专家工作组商定的 9个优先重点

在目标 4 下实施的一些活动。有关能力建设活动的更多信息在议题 10.1、10.2 和

10.4 中介绍。 

 
 

表 5: 能力建设项目数量  

计划 /组织单位  

 粮农组织 / 

技术合作计划  

标准和贸
易发展基
金  

其他  

从 2010 年转入  24 7 1 

2011 年启动  5 0 5 

2011 年提议，未定启动日
期  

3 3 0 

更多信息可参阅议题 10.4 下的一份信息文件。 

 

表 6:   植检能力评价申请数量  

 旧版  新版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84 0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0 7* 

*国家清单见议题 10.4 

 

25. 2011 年举行了 7 次有关审查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的研讨会。详情请见议

题 10.1。 

26.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通过秘书处和主席团成员的直接参与，以及为研讨

会和一个“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高级课程提供技术资料来支持世贸组织—卫生和

植物检疫措施的技术援助计划更多详情在议题 12.1 中介绍。 

目标 5：以可持续方式实施《国际植保公约》  

战略规划  

27. 根据植检委第六届会议、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及主席团会议的

讨论起草并修订了《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以及资源筹措战略、交流战略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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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工作计划。还起草了中期计划。植检委将在议题 9.1、9.2 和 11.1 下讨论这

些文件。 

宣传  

28. 2011 年，秘书处全体人员开展了大量工作，制作宣传资料来支持资源筹措。

目前正在努力增加有关《国际植保公约》的新闻数量，并采取了各项措施来确保

免费提供更多宣传资料并定期予以更新。 

29. 《国际植保公约》将于 2012 年开展成立 60 周年的庆祝活动，2011 年为此

进行了大量筹备工作，包括在主席团及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的会议

上进行了讨论。  

• 建立了《国际植保公约》60周年网页，地址为 https://www.ippc.int/60years/。 

• 根据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的讨论，成立了《国际植保公约》60

周年组织委员会，以便为庆祝事宜提供指导和意见。 

• 编制了将于 2012 年发布的材料，以扩大和提高《国际植保公约》在传统和

非传统受众中的可见度。其中将包括以粮农组织所有官方语文编制的《国际

植 保 公 约 》 新 宣 传 册 ， 以 及 60 周 年 标 识 ， 供 成 员 使 用 ， 参 见 

https://www.ippc.int/60years/media/. 

人员配备  

30. 2011 年，协调员的正常计划职位空缺已经填补，实施审查和支持系统的项

目职位也已设立并配备了人员。  

缔约方和各组织的报告及非现金捐助  

3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认识到《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收到的捐助，详

细的捐助情况列于 2011 年的财务报告，并将在议题 9.3 下介绍和讨论。 

3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还认识到缔约方和许多组织提供的慷慨的非现金支

持，这些支持列于表 7。 

 

表 7：支持《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的非现金捐助  

提供捐助的缔约方 /组织  捐助  捐助的使用  

国家  

加拿大  2 位职工  支持标准制定工作（兼职：25%）  

中国  翻译   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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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  翻译  在线评议系统  

日本  4 位职工  2 位支持标准制定工作（6 个月），2
位支持植检委第六届会议的筹备工

作（2 周）   

马来西亚   主办会议  有关信息交流的区域研讨会  

新西兰  2 位职工  支持标准制定工作（兼职：5%和
10%）  

大韩民国  主办会议并为一些与

会者提供差旅费  
电子认证研讨会、有关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草案的区域研讨会  

   

俄罗斯联邦  主办会议并为一些与

会者提供部分差旅费  
有关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的区域

研讨会、讲俄语的国家  

联合王国  1 位职工  筹备植检委第六届会议（2 周）  

美利坚合众国  1 位职工  能力建设（兼职：15%）  

联合王国  数据输入  协助将评论意见输入网上评议系统  

越南   主办会议  第二十三届区域植保组织技术磋商

会议  

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亚太植物保护委员会、欧洲

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非

洲植物卫生理事会、太平洋

植物保护组织、区域国际植

物保护和家畜卫生组织、南

锥体植物保护委员会   

组织援助  各区域有关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

的区域研讨会  

亚洲及太平洋植物保护委员

会  
组织会议，并资助部分

与会者  
区域研讨会和区域植保组织技术磋

商会议  

区域国际植物保护和家畜卫

生组织、南锥体植物保护委

员会  

资助部分与会者  区域研讨会  

南锥体植物保护委员会  数据输入  协助将评论意见输入网上评议系统  

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  主办会议  有关改进标准制定进程的联络组  

北美植物保护组织  1 位职工  筹备植检委第六届会议（2 周）  

组织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  主办会议，并资助部分

与会者参加会议  
拉丁美洲有关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

案的区域研讨会   

合作开发   用于害虫风险评估法培训的电子学

习模块   

国际原子能机构 /粮农组织 资助+会议支持  果蝇技术小组专家的差旅费用，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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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司  持该技术小组的会议  

 

协作计划  

德国、北美植物保护组织、

南锥体植物保护委员会、区

域国际植物保护和家畜卫

生组织、加拿大谷物委员

会、温哥华谷物码头协会、

阿根廷共和国食用油行业

协会、北美谷物出口协会、

全球食品安全供应联盟  

组织会议、支助会议费

用，并资助部分与会者

参加会议  

有关谷物的国际研讨会  

一些缔约方、区域组织和国

际组织  
主办会议  专家工作组、技术小组和研讨会  

 

《粮农组织章程》第 XIV 条机构的状况  

33. 粮农组织举行了各次会议来讨论第 XIV 条机构的自主运作方案。有关该主

题的详细信息可参见议题 9.6。 

程序手册  

34. 秘书处于 2011 年更新了《国际植保公约程序手册》，以增补植检委第六届

会议（植检委-6（2011 年））及之前各届会议和标准委员会 2011 年 5月会议及之

前各次会议的决定和程序。目前仅提供该手册的英文电子版本，手册载于国际植

检门户网站 (https://www.ippc.int/index.php?id=159891)。 

目标 6：开展《国际植保公约》国际宣传，并与相关区域和国际组
织合作  

35. 秘书处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和区域组织会议。与这些组织的具体合作事宜参阅

议题 12.1。 

目标 7：审查世界植保状况  

实施审查和支持系统  

36. 实施审查和支持系统的实施周期为三年，第一年设立了该系统的网页及帮助

台设施。  

37. 开展的其他活动包括：启动了有关第 6、4 和 8 号植检措施标准的实施挑战

的研究；编写了一份水生植物研究；以及通过互联网开展植物贸易。  

38. 有关实施审查和支持系统进展的更多信息可参阅议题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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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植检证书（ePhyto）  

39. 秘书处为电子认证专家工作组及后续活动提供了部分支持。 

40. 已成立了三个工作组来制定有关标准化国际电子植检证书的各项议定书 

1. XML模式（XML Schema） 

2. 统一《第 12号植检措施标准》的代码清单 

• 分小组 A：植物名称（使用通用名称）和有害生物名称 

• 分小组 B：处理 

• 分小组 C：附加声明 

• 分小组 D：产品描述：类别和亚类 

3. 安  全 

41. ePhyto各工作组平行开展工作，因为各自负责的部分大体上是独立的。 

42. 有关 ePhyto的更多讨论内容可查阅议题 13.1。 

43. 请植检委： 

1) 感谢 那些向秘书处的工作计划提供财政资源和非现金捐助的国家和组

织。 

2) 注意 秘书处提供的有关 2011年为落实秘书处工作计划所开展工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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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提交植检委第六届会议的《执行计划》中确定的各项活动
在 2011年取得的成就  

注： 

• “进展情况”一栏中的数字所代表的成就/进展情况如下： 

1：完成，或表示这是一项持续性活动 

2：部分完成，相对原期望水平而言 

3：推迟 

4：撤销 

• 若未特别注明进展出现延后的原因，则代表是人力资源限制所致。 

• 为方便查阅，“编号”一栏中的数字代表《植检委 2011/26》附件 4“国际植保

公约秘书处 2011 年执行计划”中的数字。若此栏未出现数字，则代表该行动

项目是在植检委第六届会议后（举行的主席团会议或其他会议上）增加的。 

 

计划行动（简述）  

进展情况    

1 
- 
完
成

 

2 
- 
部
分
完
成

 

3 
- 
推
迟

 

4 
- 
撤
销

 

注释  编号  

目标 1：标准制定和实施计划       1 

  1.1.标准制订、通过和修订            2 

  (i) 专家起草小组和标准委员会召开制订
植检措施标准草案会议  

          2 

    组织 2 次标准委会议  X         2 

    为标准委准备文件  X         3 

    为标准委提供各语种的口译服务  X         4 

    组织果蝇技术小组会议  X       以及术语技术小

组会议  
5 

    各技术小组取得成就  X         6 

    成员磋商安排  X         7 

    100 天后汇编成员评论  X         8 

    植检委会议召开前 14 天汇编成
员评论  

X         9 

  (ii) 提高标准制订和通过的效率            10 

    推动语言审查工作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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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动（简述）  

进展情况    

1 
- 
完
成

 

2 
- 
部
分
完
成

 

3 
- 
推
迟

 

4 
- 
撤
销

 

注释  编号  

    制定标准制定战略      X   《国际植保公约

战略框架》有待

通过  

11 

    考虑改进技术项目和诊断规程的

流程  
X       在联络组的会议

上  
12 

    开发合作工具  X         13 

    出版各种语言版本的植检措施标

准。  
X         14 

    制定《国际植保公约》文体指南  X         15 

    协调 2 个语言审查小组  X       协调了 3 个小组  16 

    调查粮农组织版权规则    X     有待秘书处审查   

  (iii) 设立职位维护标准制订计划            17 

    招聘顾问  X         17 

    招聘一名职员（P3）    X     完成面试  18 

  (iv)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虑            19 

    审议植检措施标准制订情况  X         19 

  1.2.标准实施            20 

  (i)  确定并处理标准实施中的制约因素            20 

    区域植保组织向其成员提供援助  X         20 

    区域植保组织 /国家植保机构提
供实施数据  

 X        21 

    区域植保组织答复有关制约因素

的调查问卷  
  X      没有组织答复调

查问卷，但参加

了有关第 4、6 和
8 号植检措施标
准的研讨会  

22 

    研究《第 15 号植检措施标准》的
标识  

 X        23 

    收集有关植检措施标准实施情况

的数据  
  X        24 

    规划海运集装箱问题    X       25 

    汇编《第 15 号植检措施标准》实
施工作的常见问题  

  X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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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信息交流            27 

  2.1.按照《国际植保公约》的要求开展信
息交流的情况  

          28 

  (i) 协助国家植保机构使用国际植检门户
网站  

          28 

  
  

  
  

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研讨会  
监测国家植保机构向国际植检门

户网站提供信息的情况  

  
  

X 
X 

  
  

  
  

  
  

28 
29 

    编写如何使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的培训材料  
  X       30 

  (ii) 秘书处完成报告义务，并交流行政事务           31 

    提供相关信息  X         31 

    推动有害生物汇报问题      X     32 

    制定《国际植保公约》传播战略

（6.1.(i)) 
    X     111 

  (iii) 进一步制订必要的联合工作计划            33 

    与区域植保组织商定有害生物报

告联合计划  
    X     33 

  2.2.通过有效的开发和维护计划支持国
际植检门户网站  

          34 

  (i) 制定并记录有关持续使用国际植检门
户网站的程序  

          34 

    管理和改进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X         34 

    更新国际植检门户网站的硬件 /
软件  

X         35 

    更新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信息交流

手册  
  X       36 

  (ii) 设立职位维护和开发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37 

    招聘编程和网页设计职员  X         37 

目标 3：争端的解决            38 

  3.1.鼓励使用争端解决系统            39 

  (i) 宣传《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系统            39 

    制定争端解决方面的宣传材料    X       39 

    记录争端解决过程；        X 2011 年未记录
《国际植保公

约》的活动。  

40 

  (ii) 区域植保组织确保各成员了解并能够
使用争端解决系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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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使用有关争端解决进程的
专题介绍  
确定实施面临的挑战：违规  

  
  

  
  

X 
X 

  
  

  
待有争端解决附

属机构讨论  

41 

  3.2.支持《国际植保公约》争端解决系统            42 

  (i) 向可能产生的争端提供秘书处支持            42 

    向将要产生的争端提供秘书处服务   X       42 

  (ii) 向植检委报告争端解决活动            43 

    编制植检委第六届会议报告  X         43 

  (iii) 其他活动            44 

    组织争端解决附属机构会议        X   44 

目标 4：能力建设            45 

  4.1.将制定有关植物检疫能力的（简便）
方法和工具  

          46 

  (i)更新             46 

    更新植检能力评价工具，努力寻

找资源  
X         46 

    分发 USB 闪存盘        X   47 

    向各国提供植检能力评价方面的

援助  
X         48 

  (ii) 应用植检能力评价工具和其他交互式
学习工具进行战略规划和项目开发  

          49 

    组织面向培训员的培训讲习班      X     49 

  4.2.《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通过技术
合作得到支持  

          50 

  (i) 区域工作组会议和研讨会（区域植保组
织合作 /协助）  

          50 

    与会者完成在线调查   X        50 

    组织区域研讨会审议植检措施标

准草案  
X         51 

  (ii) 制订和实施能力建设项目            52 

    组织特派团帮助各国制定项目  X         53 

  
  

  
  

实施项目 /计划（非粮农组织资金） 
向粮农组织技术合作计划的项目

提供技术支持  

X 
X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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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上述内容）  X         56 

  4.3.缔约方能够获得捐助者的技术援助            57 

  (i)使缔约方了解可能的捐助者及其援助标准           58 

    更新和使用有关认识提高的专题

介绍  
  X       58 

    提供捐助标准方面的信息    X       59 

    提供全球项目目录    X       60 

  4.4.制定一项植物检疫能力建设战略，解
决实施、融资及如何与粮农组织资源相
联系的问题  

          61 

  (i) 制订植物检疫能力建设战略，并推动其
实施工作  

          61 

    制定执行计划  X         61 

    编制顾问和专家名册    X       62 

    编写《国际植保公约》实施材料    X       63 

    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设立能力

建设网页  
  X       64 

  
  

  
  

制订有关已获通过的植检措施标

准的培训计划  
为能力建设计划招聘职员  

    
X  

X 

  
  
  

  
短期顾问于年底

参与了工作  

65 
66 

    组织专家工作组审议执行计划  X         67 

目标 5：植检委和《国际植保公约》的可持
续发展  

      68/78 

  5.1.向《国际植保公约》提供有效、可持
续的基础设施支撑  

  

  
  
  

  
  

  
  

  
 

69/79 

  (i) 
  

植检委会议  
组织植检委会议  
编写一份全权证书文件  

  
X 

  
  

  
  

    69 
69 
70 

    安排地球谈判方面的报告工作         X 因为费用太高  71 

    提供信息，考虑召开一次部长级

会议  
      X 因为可能性不大  72 

    向参加植检委第六届会议的发展

中国家提供差旅补助  
X         73 

    为植检委第六届会议处理文件  X         74 

    提供各语种的口译服务  X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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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一般运作援助和临时运作援助 X         76 

    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的参与  X         77 

    制定更详细的 2012 年财政报告    X        

    主席团关于参会收费的报告      X   因为可能性不大   

  (ii)植检委（或其附属机构）确定并正式成
立必要的管理和运作机构  

          79 

    对提高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

式工作组和主席团职责的清晰度

重新予以重视  

X         79 

    开发在线评议系统  X         80 

    翻译由植检委以外的机构编写的

文件  
X         81 

    审议第 XIV 条机构问题    X       82 

    《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管理 X         83 

    组织一次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

正式工作组会议  
X         84 

    组织主席团会议  X         85 

  (iii) 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以更有效使用
稀缺资源  

          87 

    （同 5.2 中所述内容）            87 

  (iv) 编写一份执行计划年度报告以提交植
检委  

          88 

    汇报预算、财务报表和工作计划  X         88 

    更新《国际植保公约》程序手册  X         89 

  (v) 秘书处与区域植保组织协商获得帮助
来落实植检委年度计划  

          90 

    制定一项有关合作的工作计划  X         90 

  (vi) 为秘书处配备充足人员            91 

    填补所有空缺职位  X         91 

    招聘顾问  X         92 

    制定人员配备计划  X         93 

    员工培训  X         94 

    秘书处访问捐助者  X         95 

    《国际植保公约》信托基金的管理 X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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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为《国际植保公约》奠定可持续资金
基础  

          97 

  (i) 制定透明预算，列明落实植检委工作计
划的实际费用  

          97 

    整合预算和执行计划  X         97 

    向主席团和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

非正式工作组提交正常预算监测

报告  

X         98 

  (ii) 探究解决粮农组织（当前）两年度资
金不足的途径  

          99 

    制定资源筹措战略  X         99 

    提高捐助者的认识  X         100 

    鼓励成员国考虑通过“自愿供资
协定”提供资金  

  X       101 

    为受访捐助者制订项目提案  X         102 

  (iii) 鼓励非现金捐助            103 

    联络成员国，确保获得必要的非

现金捐助  
X         103 

  (iv) 制定多年期供资战略            104 

    (iv) 制定多年期供资计划    X       105 

  (v) 捐助者认识植检能力需求            106 

    与提供技术援助的机构对话，探

讨利用能力建设战略的可能性  
X         106 

  5.3.为《国际植保公约》计划奠定雄厚的
科学基础  

          107 

  (i) 与适当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建立密切联系           107 

    为东非的植物检疫英才中心提供

支持   
X         107 

    开发研究和教学机构联系人及顾

问数据库  
    X     108 

  5.4.发展中缔约方充分参与《国际植保公
约》所有相关活动  

          109 

  (i) 确保为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植保公
约》活动提供资金  

          109 

    (i) 确保为发展中国家参加活动
提供资金  

X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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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6：合作伙伴            110 

  6.1.国际上认可植检委是植物卫生领域
的全球权威机构  

          111 

  (i) 制定传播战略            111 

    更新和出版“国际植保公约指南”   X       111 

    制定传播战略  X         112 

    招聘顾问以制定战略、计划和材

料  
  X       113 

    编制宣传材料    X       114 

  6.2.《国际植保公约》成为各项互利互惠
的具体计划的积极合作伙伴  

          115 

  (i) 继续与国际和区域组织联络，以寻求共
同利益  

          115 

    召集相关国际组织举行会议，以

保持联系  
X       生物多样性公约、

海事组织、国际林

业检疫研究小组、

标准和贸易发展

基金、世贸组织 /
卫生和植物检疫

措施、世贸组织 /
贸易和环境委员

会、食品法典、国

际兽疫局、世界海

关组织、美洲农业

合作研究所、世界

银行和美洲开发

银行1 

115 

    与新合作伙伴制定一项联合工作

计划  
X       正式活动：美洲农

业合作研究所；  
开展联合工作：美

洲开发银行、美国

农业部 /动植物检
疫处，以及粮农组

织其他小组  

116 

    支持有关世贸组织 /卫生和植物
检疫措施的区域研讨会  

X         117 

    主席团 /秘书处人员参加区域组
织（非区域植保组织）的相关会议 

X         118 

  6.3.区域植保组织与《国际植保公约》秘
书处之间开展有效和高效交流  

          119 

  (i) 秘书处与区域植保组织间的联络和合作           119 

                                                        
1  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国际林业检疫研究小组、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卫生与检疫协定
（世贸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世贸组织/贸易和环境委员会）、食品法典、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国际兽医局）、世界海关组织、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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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人员参与区域植保组织技

术磋商会议  
X         120 

    秘书处人员参与区域植保组织会议 X         121 

 

目标 7：审查            122 

  7.1.定期审议植检委的总体战略方向和
目标并对计划进行调整以便反映 /应对新
发问题  

          123 

  (i)在植检委会议议程中纳入一项关于新发
问题的议题  

          123 

    组织植检委第六届会议的科学会议 X         123 

    安排植检委第七届会议的主题和

演讲人  
X         124 

  (ii) 区域植保组织编写关于新发问题的讨
论文件  

   X      在区域植保组织
技术磋商会议上

做了讨论，但未

采取进一步行动   

125 

  (iii) 使用电子认证的缔约方通过秘书处为
其他国家提供帮助  

          126 

    秘书处人员参与电子认证会议  X         126 

  (iv) 利用联合国贸易便利与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植检项目促进标准化工作  

          127 

    就《国际植保公约》植检电子证

书问题与联合国贸易便利与电子

商务中心开展联络  

X         127 

  (v) 采用包含安全通讯和源头验证在内的
相关现行标准  

          128 

    为审查标准提供意见和建议    X       128 

  (vi) 制订 /修改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时考虑
外来入侵植物物种  

          129 

    编写一份外来入侵物种文件      X      129 

  7.2.通过执行计划支持《国际植保公约》            130 

  (i) 开发《国际植保公约》的实施审查和支
持系统  

          130 

    建立和运作“国际植保公约帮助台”   X       130 

    确定一种合理制订指标的办法    X       131 

    开发各项工具来验证有关植检措

施标准和国际植保公约的实施信息 
  X       132 

    - 30 个国家植保机构完成调查问卷  X       76 项连续计划
作出了回应  

132 

    - 汇编和分析调查问卷结果    X       132 

    实施审查和支持系统纳入《国际 X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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