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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16－ 20 日 ， 罗 马

注 意 植 检 委 第 九 届 会 议 （ 2014 年 ） 通 过 的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译文调整
议 题 8.3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1

I.
1.

引言

植检委第五届会议（2010 年）通过了语言审查小组程序，目的是纠正所通过的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各语言版本中的编辑错误。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 年）同意
将语言审查小组的审查期延长至 3 个月。
2.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 2上提供了关于该语言审查小组的

设立和工作过程情况。

II.

语言审查小组的设立

3.

2014 年没有设立任何新的语言审查小组。

4.

原先设立的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语言审查小组审查了植检委第九届会议

（2014 年）通过的所有标准。

1

粮农组织西班牙文翻译组提出评论意见后对第 11 段之后的内容做了修改（2015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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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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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审查小组俄文协调员已经辞职，此后没有提名任何替补人员继续对所

通过的标准的俄文版进行审查。
6.

讲阿拉伯语的成员尚未成立语言审查小组。

III.
7.

对植检委第九届会议（2014 年）通过的标准的审查

秘书处收到了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语言审查小组提交的建议对植检委第九届

会议（2014 年）通过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作出的修改。秘书处曾将这些修改跟踪
提交给粮农组织翻译服务部门，由其对建议的修改进行了审校，并对审校过程中
提出的问题、有争议的词语和意见分歧作了说明。建议的修改后已插入修订的国际
植检措施标准并以跟踪方式标示，提交植检委第十届会议（ 2015 年）。
8.

秘书处强调遵守植检委批准的语言审查小组程序中规定的截至日期的重要性，

请有关人员坚持语言审查小组程序，以便有足够时间处理这些标准并提交植检委下届
会议审批，而不至于使秘书处在同时处理提交植检委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措施草案时
超负荷运作。今年再次作为例外，但鉴于没有额外资源，今后将不再可能这样做。
中文
9.

粮农组织中文翻译组同意语言审查小组建议的所有修改。
法文

10.

粮农组织法文翻译组同意语言审查小组建议的所有修改。
西班牙文

11.

粮农组织西班牙文翻译组 决定仅接受 语言审查小组 的部分 建议。粮农组织

西班牙文翻译组对所建议的部分修改未予接受做出的解释如下（仅西班牙文）。
12.

El proceso de revisión se llevó a cabo de conformidad con el procedimiento

establecido: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presentó sus propuestas; el GTE las
examinó, aceptó muchos de los cambios sugeridos y señaló los que no consideraba
aceptables;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volvió a examinar los textos, aceptó en
gran parte las observaciones del GTE y, en algunos otros casos, solicitó que se
reconsideraran sus propuestas; por último, el GTE tomó la decisión definitiva sobre las
cuestiones controvertidas. A continuación se exponen en lo esencial dichas cuestiones.
13.

En relación con el protocolo de diagnóstico de Tilletia indica Mitra (PD 4:2012,

Anexo 4 de la NIMF 27),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propuso un cambio en la
traducción de la expresión inglesa “size-selective sieve". La traducción original era
"tamiz de selección por tamaño", mientras que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prefería
la expresión "tamiz de tamaño selectivo” pues opinaba que “tamiz de selección 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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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ño” daba a entender que el tamaño no era una característica del tamiz sino del
objeto que debía tamizarse (en concreto, teliosporas de varias especies de Tilletia).
Manifestó que "tamiz de selección por tamaño" podía llevar erróneamente al usuario
del protocolo a suponer que debía emplear diferentes graduaciones de tamiz, según el
tamaño indicado en los informes para las teliosporas de diversas especies de Tilletia.
Tal interpretación no correspondía a lo establecido en el protocolo, en el que solo se
recomendaban tamices de dos tamaños (53 µm y 20 µm). Por último,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señaló que en el protocolo se hacía referencia al método de lavado
de semillas con “tamices de tamaño selectivo” para teliosporas (SSS, por su sigla en
inglés), asítraducido en normas de la Organización Norteamericana de Protección a las
Plantas (NRMF 13 y NRMF 36).
14.

El GTE tomó nota de las observaciones d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Sin

embargo, por más que la expresión “tamiz de tamaño selectivo” se hubiera utilizado en
las NRMF 13 y 36 el Grupo consideraba que resultaba

imprecisa, ya que el tamaño

determinante para la selección –53 µm y 20 µm en este caso concreto– no era
evidentemente el del propio tamiz

(diámetro) sino el de sus mallas o aberturas. A fin

de evitar esta imprecisión y, al mismo tiempo, tener en cuenta las preocupaciones
expresadas por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el GTE optó por la expresión “tamiz
con aberturas de tamaño selectivo”, abreviada en “tamiz selectivo” en ciertos títulos o
cuando el término se repetía varias veces seguidas en el texto.
15.

La siguiente cuestión controvertida no se refiere estrictamente a la terminología

o la redacción adoptadas en la traducción,

sino a una norma de puntuación: la

utilización del espacio fino para separar los millares en las cifras. El Grupo de revisión
lingüística manifestó que este uso no debería aplicarse en las NIMF. Citó en respaldo
de su afirmación la Ortografí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Versión beta) de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y la Asociación de Academias de la Lengua Española, de 2010,
donde se afirma que tal separación mediante espacios en blanco “no debe aplicarse en
documentos contables ni en ningún tipo de escrito en que pueda arriesgarse la
seguridad o la integridad en la transmisión de la cifra”.
16.

El GTE no aceptó este cambio por los siguientes motivos: i) las NIMF no son

documentos contables ni en los que pueda arriesgarse la seguridad o la integridad en la
transmisión de las cifras; ii) en vista de lo anterior, no se ve motivo para no aplicar la
norma de separar los millares mediante espacio fino, que es la que rige para todos los
documentos de la FAO y se ha venido empleando sistemáticamente en las N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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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7.

建议

请植检委：

1) 注意到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 1（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有关标准 XML
架构和交换机制的信息）、第 26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件 2（关于实蝇非疫区内
暴发的控制措施）、第15号植物检疫处理（网纹甜瓜 (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
瓜实蝇 (Bactrocera cucurbitae) 蒸汽热处理）以及第4 号诊断规程（小麦印腥黑穗
病菌）均已由中文、发文和西班牙文语言审查小组和粮农组织翻译处审查。
2) 注意到没有成立阿拉伯文和俄文语言审查小组。
3) 鼓励使用阿拉伯文和俄文的缔约方为其语言成立一个语言审查小组。
4) 敦促 其参加语言审查小组的成员确保遵守植检委通过的语言审查小组程序
的截止日期，并尊重到期日期。
5) 同意一旦秘书处采用附件 1 至 11 中以跟踪方式标示的修改，则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先前的所有版本废除，由新加注版本取代。

各语言对应附件仅附在本文件下列各语言版本之后。

中文：
附件 1：ISPM 12 植物检疫证书，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及附录 1：电子
植物检疫证书，有关标准的 XML 计划和交换机制的信息，罗马，国际植保公约，
粮农组织。
附件 2：ISPM 26 建立果蝇（实蝇科）非疫区。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
及附件 2：实蝇非疫区内暴发的控制措施。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附件 3：Phytosanitary Treatment 15（针对瓜实蝇 (Bactocera cucurbitae) 的网纹甜瓜
(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 蒸汽热处理）
法文：
附件 4：NIMP 12 (Certificats phytosanitaires), avec Appendice 1 Certificats
phytosanitaires électroniques, renseignements sur les schémas XML et les mécanismes
d'échange de données normalisés
附件 5：NIMP 26 (Établissement de zones exemptes de mouches des fruits
(Tephritidae)), avec Annex 2 Mesures de lutte en cas d'apparition d'un foyer à
l'intérieur d'une zone exempte de mouches des fruits
附件 6：Traitement Phytosanitaire 15 (Traitement thermique àla vapeur de 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 contre Bactrocera cucurbi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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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Protocol de Diagnostic 4 (Tilletia indica Mitra)
西班牙文：
附件 8：NIMF 12 (Certificados fitosanitarios), con Apéndice 1 Certificación
fitosanitaria electrónica, información sobre esquemas estandarizados de XML y
mecanismos de intercambio
附件 9：NIMF 26 (Establecimiento de áreas libres de plagas para moscas de la fruta
(Tephritidae)), con Anexo 2 Medidas de control en caso de brote en un área libre de
plagas para mosca de la fruta
附件 10：Tratamiento fitosanitario 15 (Tratamiento térmico mediante vapor contra
Bactrocera cucurbitae en 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
附件 11：Protocolo de Diagnóstico 4 (Tilletia indica Mitra)

ISPM 12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植物检疫证书
（2011 年）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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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说明
这部分不属于本标准正式内容。
1996 年 5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增加植物检疫证书主题
（1996-003）
1996 年 8 月，专家工作组起草文本草案
1997 年 10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推迟审议
1998 年 5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审议文本草案
1999 年 5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修改文本草案并批准提交成员磋商
1999 年 6 月，成员磋商
2000 年 11 月，临时标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修改草案并提交审议
2001 年 4 月，临时植检措施委员会第三届会议通过标准
ISPM 12，2001。植物检疫证书准则，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2006 年 4 月，植检措施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要增加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12 号修订主题
（2006-035）
2006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批准第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7 号和第 12 号修订规格 38 号
规范说明。
2008 年 2 月，专家工作组起草修订稿
2009 年 5 月，标准委员修改草案，并批准提交成员磋商
2009 年 6 月，成员磋商
2010 年 2 月，管理员根据成员评议意见修改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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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标准委员会 7 人核心小组修改草案
2010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批准草案提交通过，未完成附录 1 的修订
2011 年 3 月，植检措施委员会第六届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第 12 号：2011 年。
ISPM 12，2011。植物检疫证书，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2011 年 6 月，成立电子证书开放工作组
2012 年 2 月，管理员和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指导委员会起草草案
2012 年 4 月，标准委修改并批准草案提交成员磋商
2012 年 6 月，成员磋商
2012 年 11 月，管理员根据成员评议意见修改草案
2013 年 5 月，标准委员会 7 人核心小组修改草案
2013 年 6 月，实质性关切评议阶段
2013 年 10 月，管理员根据成员评议意见修改草案
2013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批准草案提交通过
2014 年 4 月，植检措施委员会第 9 届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第 12 号：2011 附录 1
ISPM 12，2011。附录 1：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有关标准的 XML 计划和交换机制的信
息（2014），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出台背景说明：最后更新于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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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本标准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1 年 4 月第三届会议通过为植物检疫证
书准则。本标准的第一次修订版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2011 年 3 月的第六届会议
通过为当前的 ISPM 12：2011 标准形式。经修订后的附录 1 于 2014 年 4 月由植物
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

引 言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定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 1 （出口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
和准则。
有关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建立的植物检疫验证制度的要求和内容的具体指导见
ISPM 7:2011。

参考资料
IPPC。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1。 2006。关于植物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应用植物检疫措施的植物检疫原则。
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5。 植物检疫术语表。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7。 2011。植物检疫证书制度。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13。 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18。 辐射用作植物检疫措施的准则。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25。过 境货物.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32。 依据其有害生物风险的货物分类。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定义
本标准中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的定义可见于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要求概要
植物检疫验证用于证明货物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并由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实
施。出口或转口的植物检疫证书只能由具有技术资格并经国家植物保护组织适当授
权的公务官员签发。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通常由植物、植物产品或限定物生长或加工的国家的植保机
构颁发。当货物无感染风险和符合输入国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而且附有原始植物检

1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称用于出口目的的为“植物检疫证书”，用于转口目的的为“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为了

使本标准中这些术语的使用简单明了，在此使用了“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术语“植
物检疫证书”（复数）包含了两种类型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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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证书或经认证的副本时，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由转口国（非商品生长或加工国）的
国家植保机构颁发。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应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准植物检疫证书。
在所要求的植检信息超出植物检疫证书上可用空间时，可为此信息添加附件。
植物检疫证书应附于货物，或亦可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发送，或在国家之间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可使用应用标准化语言、信息结构的电子植物
检疫证书，并交换文本。
由于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可能在植物检疫证书签发后发生改变，植物检疫证书
可具有一定的有效期限。输出国或者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可为此制定相关规定。
在替代植物检疫证书、经签署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以及对植物检疫证书进行
修改的情况下，应遵循特定的程序。不应接受无效或者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
特别考虑转口情况，尤其是在转口国不需要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以及需
要在原产国采取具体植物检疫措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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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植物检疫签证用于证明货物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并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绝大
多数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植物检疫证书有利于保护输入国包含栽培和非
栽培/非管理的植物以及野生群落（含水生植物）在内的植物、产地和生态系统。通
过提供国际公认的文件和相关程序，植物检疫签证同样促进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
限定物的国际贸易。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第 V.2(a)款就如何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做出了规定：
应仅由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织或在其授权下进行导致发放植物检疫
证书的检验和其他有关活动。植物检疫证书应由具有技术资格、经国家
官方植物保护组织适当授权、代表它并在它控制下的公务官员签发，这
些官员能够得到这类知识和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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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见 ISPM 7:2011]
1997 年在粮农组织大会通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1997 年修订文本时进行了
澄清：“可以理解为…‘具有技术资格、经国家植物保护组织适当授权的公务官员’包
括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官员”。在此情况下，“公务”指由一级政府而非私营公司
雇佣。“包括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官员”指官员可以，但并非必须由国家植物保护
组织直接雇佣。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还说明了使用标准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V.3 款)：
每一缔约方保证不要求进入其领土的植物或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带有
与本公约附件所列样本不一致的检疫证书。对附加申明的任何要求应仅限于
技术上合理的要求。

植物检疫签证要求
1.

植物检疫证书

1.1

植物检疫证书目的

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是为了证明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达到输入国的植物
检疫输入要求，并与证明声明相一致。签发植物检疫证书也可支持向其他国家的转
口签证。只可为这些目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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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证书的类型和形式

在《国际植保公约》附件中，有两种类型的证书：一种用于输出目的的“植物
检疫证书（见本标准附件 1）”和另一种用于转口目的 2的“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见本标准附件 2）。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通常由原产国国家植保组织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对货物
进行说明，并通过证明声明、补充声明和处理记录，申明货物植物检疫状况达到植
物检疫输入要求。在某些转口情况下，如果转口国可以确定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
（例如通过检验），也可为来自非转口国的国家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签
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
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可由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在货物中的商品不是在该国生长
或加工以改变其性质，并且只有在附有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的情
况下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输出国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相互联系，并考虑到在
转口国可能发生的植物检疫状况的任何改变。
签发两类植物检疫证书的管理程序，以及确保其合法性的制度均相同。
根据《国际植保公约》第 V.2(b)款的规定，《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准植物检
疫证书提供了制作植物检疫证书时应遵循的标准化措辞。植物检疫证书的标准化对
确保文件的一致性，从而使其易于获得承认，并且报告了重要信息非常必要。鼓励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在其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上分别使用单一格式，
并在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IPP) (https://www.ippc.int)上放置植物检疫证书的格式
样本，以防止伪造。
植物检疫证书可以是纸质形式，或在输入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接受的情况下，
采用电子形式。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是纸质形式的植物检疫证书包括证明声明在内的文字和数据
的电子等效物，以有效可靠的电子方式从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传输给输入国国
家植物保护组织。电子植物检疫签证不构成以非电子形式发布，以纸质形式进行的
文本处理或其他电子生成物。也不是发送纸质证书的电子版（例如，通过电子邮
件）。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应对纸质植物检疫证书采取防伪措施，例如采用特殊纸张、
水印或特殊印刷。在使用电子签证时，也应采用适宜的防伪措施。
植物检疫证书只有在所有要求获得满足，并且由出口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机构
标明日期、签字盖章，加封、标记或以电子形式完成时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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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植物检疫证书

植物检疫证书的附件

如果完成植物检疫证书所需要的信息超出了表格上的可用空间，可以添加一个
附件。附件只应包括植物检疫证书所要求的信息。附件各页均应标有植物检疫证书
的编号，并以植物检疫证书所要求的方式注明日期，并签字盖章。植物检疫证书应
在适宜的位置注明任何附件。如果一个附件多于 1 页，则各页应标注页码，并在植
物检疫证书上注明页数。其他文件，例如《濒危品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证书，
可以和植物检疫证书一起附于货物，但此类文件不应视为植物检疫证书的附件也不
应在植物检疫证书上提及。
1.4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在输入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接受的情况下，可颁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在使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时，国家植保组织应开发使用规范性语言、信息结构
生成证书并交换文本的系统。附录 1 为规范性语言、信息结构和交换文本提供
指导。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可在满足下列规定的情况下使用：
颁发、发送方式和安全水平可被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国家植保组
织所接受。
所提供的信息与《国际植保公约》证书样本一致。
《国际植保公约》规定的植物检疫签证目的得以实现。
-

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的身份可被充分确定并验证。

1.5

发送方式
植物检疫证书应附于其签发的具体货物。植物检疫证书可通过邮件或输入国国

家植保组织接受的其他方式单独发送。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应直接提供
给相关国家植保组织官员。在所有情况下，植物检疫证书应在货物到达时提供给输
入国国家植保组织。
1.6

有效期

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在颁发植物检疫证书后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输出国或转口
国国家植保机构可决定在颁发证书之后，出口之前限制植物检疫证书的有效期。
考虑到货物在出口前受侵染或污染的可能性，输出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可
对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一个出口或转口前的适宜有效期限。该可能性受包装（密
封纸箱或散装）和储存环境（开放或封闭）、货物和运输工具的类型、一年内的时
间和有害生物类型影响。如果货物无受到感染风险，或该商品仍然符合输入国的植
物检疫输入要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在此期限后仍可用于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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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一部分，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也可规定植物检疫证书
的有效期。

2.
2.1

对已颁发植物检疫证书采取的行动
经签署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

经签署的正本是可由输出者根据要求颁发的原始植物检疫证书的复印件，由国
家植保组织验证（盖章、标明日期并背书），从而表明是原始植物检疫证书具有真
实代表性的复印件。它不能取代原始植物检疫证书。此类正本主要用于转口目的。
2.2

植物检疫证书的替换

应业已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货物的输出者的要求，植物检疫证书可被替换。这
只应在例外情况下（例如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被损毁，地址、目的地国家或入境地
点发生改变，缺失或不正确信息）进行，并由颁发被替换的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
保组织实施。
在所有情况下，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应要求输出者退还已为该货物颁发的
原始植物检疫证书和任何经签署的正本。
关于替换植物检疫证书的其他要求包括：


在退还时，被替换的植物检疫证书应由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保留并注销。
新植物检疫证书不得使用与被替换的植物检疫证书同样的号码。原始植物检疫
证书的号码不得再次使用。



当以前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不能退还，而且该文件已脱离国家植保组织控制
（例如因为他们被遗失或在其他国家），国家植保组织可决定酌情颁发一份替
代证书。新植物检疫证书不得使用与被替代植物检疫证书相同的编号，但应援
引该证书并附加声明“本证书替代并注销颁发于[插入日期]编号为[插入编号]
的植物检疫证书”。

2.3

植物检疫证书的修改

应避免修改，因为可能致使植物检疫证书的有效性产生不确定性。然而，如确
需修改，只能由颁发原始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 保组织在原始植物检疫证书上
进行。修改应保持在最小限度，并由颁发的国家植保组织盖章 ，标注日期和背
书签名。

3.

输入国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保机构的考虑

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可只针对限定物要求植物检疫证书。这些通常是植物和植
物产品，但在植物检疫措施具有技术合理性时，也可包含空包装物、交通工具和植
物以外的生物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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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不应针对已加工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传入限定有害生物的
植物产品，或者不需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其他物品（参看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VI.2
款和 ISPM 32:2009）要求植物检疫证书。
当对要求植物检疫证书的技术合理性存在分歧时，国家植保组织应进行双边磋
商。对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应尊重透明、非歧视和技术合理的原则（参看
ISPM 1:2006）。
3.1

不可接受的植物检疫证书

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不应接受他们确定为无效或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关于
ISPM 13:2001 所描述的不可接受或存有疑问的植物检疫证书，应尽快通知声明颁发
该证书的国家的国家植保组织。当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怀疑植物检疫证书可能不能
接受时，可要求输出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在确定植物检疫证书有效或无效方面
提供即时的合作。输出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在必要时应采取纠正行动，并对颁
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制度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植物检疫证书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3.1.1 无效的植物检疫证书
如符合下列情况，则植物检疫证书无效：
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
虚假或者误导的信息
矛盾或不一致的信息
措辞或信息与标准植物检疫证书不一致
由未经授权的人员填写的信息
带有未经授权（未盖章、标明日期和签名）的修改或删除
除非是用于转口的经签署的正本外，超过了有效期
无法辨认（例书写不清楚，损毁）
未经签署的复印件
通过未经国家植保组织授权的发送方式传输（对电子植物检疫证书而言）
-

禁止输入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的植物检疫证书。
还有一些理由可拒绝植物检疫证书或要求补充信息。

3.1.2 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
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一般包括：
以未经授权的形式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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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由颁发的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标明日期、盖章标记或加封条和签字
-

由授权的公务官员以外的人员颁发。

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是无效的。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应采取防止
伪造的措施。在电子植物检疫签证的情况下，防伪是电子签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接到不符合的通知时，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采取纠正行动。
3.2

制作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输入要求

输入国经常提出制作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时应遵守的输入要求。输入国可能要
求的范例包括：
植物检疫证书应使用一种特定语言，或其给定的语言清单中的一种来完成（然而，
鼓励各个国家接受粮农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最好是英语）。
检验或处理后所允许的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时限，以及颁发植物检疫证书和从输出
国发运货物之间的时期。
植物检疫证书以清晰可辨的大写字母（当语言允许时），通过打印或手写完成。
-

4.

描述货物和声明其他数量时使用的度量单位。

制作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特殊考虑
植物检疫证书应仅由技术上合格并得到国家植保组织适当授权的公务官员颁发。
植物检疫证书应只在确认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情况下颁发。
植物检疫证书应包含能明确认定与其相关的货物的必要信息。

植物检疫证书应只包含与植物检疫事务有关的信息。它们不应包含和非植物检
疫要求相关的声明，例如动物或人类健康事务、农药残留、放射性、商业信息（例
如信用证明），或数量。
为便于植物检疫证书和与植物检疫证书无关的文件（例如信用证明、提单、
CITES 证书）之间相互援引，植物检疫证书可带有备注，将其与需要相互援引的相
关文件的认定编码、标识或编号联系起来。此类备注应只在必要时使用，而且不应
被视为植物检疫证书的一个部分。
植物检疫证书的所有部分应填写完整。当没有填写内容时，应填写“无”，划
断线条，或在该部分划一线条以防止未经授权添加内容。
对转口货物而言，来自原产国的特定信息可能必要。然而，出口植物检疫证书
上可能没有此类信息（例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缺少补充声明的特定信息，或出口植
物检疫证书本身未被转口国要求）。在此情况下，如果在转口国内不能达到特定植
物检疫输入要求，就不能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然而，以下情况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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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转口国要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应输出者要求，原产国国家植物保护组
织可在转口国要求的信息之外，提供更多的植物检疫信息（例如生长期检验
结果）。此类信息可能为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所必要。该信息应填写在附
加声明的部分，并使用副标题“正式的附加植物检疫信息”（见第 5 章）。
 当转口国未要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应输出者的要求，原产国国家植物保
护组织也可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如货物旨在转口到其他国家，这可能是
为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提供必要的信息。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转口国均应确保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性得到保持并无受到
污染的风险。
植物检疫证书应在发运前颁发。然而，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也可在货物发运后
颁发：
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性已被确认，而且
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在货物发运前，已为满足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进行过
取样、检验，并采取了必要的处理措施。
-

如果不能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应颁发植物检疫证书。
在发运后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如输入国提出要求，应在附加声明部分
注明检验日期。

5.

完成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指导准则和要求
完成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各个部分的信息提供如下：

[粗体标准引自证书样本各个部分]
编号 __________
每一份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应具有独一无二的确认编号，该编号可允许追溯到货
物，以便于听证并用于保存记录。
____________植物保护组织
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名称应和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名称一起列于此处。
致： ____________植物保护组织
输入国名称应列于此处。当过境国和输入国具有包括需要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在
内的特殊植物检疫要求时，应列出两个国家的名称，并注明过境国。应小心确保满
足每个国家的植物检疫输入或过境要求，并酌情注明。在货物来自进口，而且随后
转口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如果两个国家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均被满足，则两个
国家的名称都可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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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托运货物的说明

输出者的名称和地址： ____________
本信息确定货物的来源，以便于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对其进行追溯和听证。
输出者的地址应位于输出国境内。在输出者是使用国外地址的跨国公司时，应使用
输出者在本地代理商或运输商的名称和地址。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____________
此处填写的姓名和地址应足够详细，以保证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可以确认收货
方人的身份，并在必要时，可以追踪不符合要求的输入者。在收货人未知的情况下，
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允许使用这一词汇，并接受相伴随的风险，就可使用“待
定”一词。输入国可要求收货人地址是输入国境内的一个地点。
包装的编号和说明：____________
应包含包装编号及其说明。本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应足够详细，以便输入国国家
植物保护组织能够将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相应的货物联系起来。在一些情况下（例
如谷物和散装原木），水运集装箱和/或火车车厢可被视为包装物，从而包含其号码
（例如 10 个集装箱）。在散运的情况下，可使用“散运”这一术语。
识别标记：____________
如果识别货物时有必要，应包括包装上的识别标记（例如批号、序列号或商标
名）和运输工具的识别编号或名称（例如，集装箱和火车识别编号或散装运输时的
容器名称）。
原产地： ____________
原产地指商品生长或生产，可能被限定有害生物侵染或污染的地方。在所有情
况下，应申明该原产国或多个原产国的名称。通常情况下，一批货物在其原产地获
得其检疫状况。各个国家可要求确定有害生物非疫区、非疫生产地或非疫生产点的
名称或编码。有关有害生物非疫区、非疫生产地或非疫生产点的更详细的信息可在
补充声明部分中提供。
如果一种商品被重新包装、储存或移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在新地点可能
受到限定有害生物的侵染或者污染，其植物检疫状况可能发生改变。由于加工、灭
菌或处理可清除掉可能的侵染或污染，植物检疫状况也可能通过这些行为发生改变。
因此一种商品可在一种以上的地方获得其植物检疫状况。在此情况下，必要时每一
国家和地方均应申明，并在括号内注明原产地，例如申明为“输出国 X（原产国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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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批货物中不同批次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或国家，必要时应标明所有国家和
地方。为便于在此情况下进行追溯，应确定和追溯最为相关的地点，例如保存记录
的输出公司。
如果植物是输入到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国家境内移动，而且已经种植了特定
的一段时间（取决于有关商品，但通常是一个生长季或更多），如果其植物检疫状
况只由进一步生长的国家或地方决定，则这些植物可被认为改变了 其原产国或原
产地。
申报的运输方式：____________
本部分指离开签证国时商品如何运输。可以使用“海上运输工具”、“船”、
“飞机”、“公路”、“卡车”、“铁路”或“手提”等词汇。如果已知，应包含
船舶名称和航线编号，或飞机的航班号。运输方式通常由输出者申明。通常这只是
颁发植物检疫证书后最先使用的运输方式。货物常常在改变运输工具的情况下移动，
例如将一个集装箱从轮船转移到卡车。如果识别标记能确定货物，只申报最初的运
输方式就足够了。这并不一定是到达输入国时使用的运输方式。
申报的入境地点：____________
这应是目的国境内最先的到达地点，或在未知时，使用国家名称。在货物在另
一个国家过境的情况下，如果过境国对过境货物具有植物检疫要求，这可能需要记
录。过境国的入境地点，或如果未知，该国国名应在括号内注明。
入境地点由输出者在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申报。因为各种原因，入境地点
可能发生改变，通过所申报的入境地点以外的地方进入国家通常不应被视为不符合。
然而，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在其植物检疫输入要求中指定了几个入境地点，则
应申报其中的一个入境地点，而且货物应通过该地点进入。
申报的产品名称和数量：____________
本部分应能充分说明商品，并应尽可能准确地包括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
物的名称、单位和数量，以允许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验证货物的内容。可以添加国
际编码以便于识别（例如海关编码），而且应使用国际公认的单位和术语（例如公
制）。由于不同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适用于不同的用途（例如消费相对于繁育）或
处理程度（例如新鲜相对于干燥），应指明预期的用途或加工程度。输入的条目不
应使用商品名、规格或其他商业词汇。
植物的植物学名称：____________
此处填写的信息应使用公认的科学名称，以能确定植物和植物产品，至少要到
属，但最好要到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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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些限定物和家畜饲料等复杂混合物产品提供植物学名称可能并不现实。在
此情况下，输入国和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可就一个适宜的通用名称描述达成一致，
或填写词语“不适用”或“N/A”。
证明声明
兹证明本件说明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已按照有关官方
程序检查和/或检验，被认为无输入缔约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因
而符合输入缔约方的现行植物检疫要求，包括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
物的要求。
它们基本无其他有害生物。* [*可选条款]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特定的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或规定了限定有害生物，出
口植物检疫证书上的证明声明被用于证明符合这些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在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并不明确的情况下，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可证明货物针对
任何一种其认为具有检疫重要性的有害生物的整体植物检疫状况。
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可在其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中包含选择条款。输入国国
家植保组织不能要求添加选择条款。
“有关官方程序”指由国家植保组织，或由国家植保组织为植物检疫签证目的
授权的人员执行的程序。此类程序应符合有关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该程序可由
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在考虑到任何相关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后提出。
“被认为无检疫性有害生物”指不带有通过运用植物检疫程序，可以被发现的
一定数目或数量的有害生物。它不应被解释为在各种情况下绝对不带有，而是基于
用于检测或除灭程序，被认为不存在检疫性有害生物。应认识到植物检疫程序具有
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从而包含了有害生物不能被发现或除灭的概率。在提出
相关程序时，应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和概率。
在使用辐照处理的一些情况下，货物中可能存在处于成活阶段的目标有害生物。
只要处理是根据第 18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3 实施的，而且使用相关处理
获得了必要的反应，证明申明部分的有效性不应受到损害，因为发现存活阶段的目
标昆虫不被视为不符合。
输入国提出的“植物检疫要求”，是为了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而事先正
式规定的条件。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应事先由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在法律、规章或其
他地方（例如进口许可和双边或其他协定）中规定。
“输入缔约方”指已加入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各个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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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附加声明

附加声明提供货物和限定有害生物有关的特定附加信息。附加声明应保持在最
低限度并尽量简洁。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应审查是否需要附加声明，他们不应要求
附加声明使用与出口植物检疫证书证明声明中已有内容相似的特定措辞。附加声明
的文本可在植物检疫条例、进口许可或双边协定中规定。处理不应在本部分，而应
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第 III 部分中说明。
附加声明应只包含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要求的，或输出者为将来植物检疫签证
目的申请的特定植物检疫信息，他们不应重复在证明声明或处理部分已经提到的信
息。在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允许几种选择性措施的情况下，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在
其附加声明中指明应用了哪种措施。
附录 2 提供了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经常要求的不同类型的附加声明的文本范例。
当国家植保组织认为有必要要求或提供附加声明时，鼓励他们使用附录 2 中提供的
标准措辞。
在输入国要求输入许可的情况下，此处应提到输入许可编号，以便于相互查询。
在货物发运后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而且如输入国有要求，检验日
期应被填写到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本部分（同样参看第 4 部分中的适用条件）。
当为了未来植物检疫签证目的，例如转口（见第 4 部分），增加了附加官方植
物检疫信息时，此类信息应填写于此。本信息应与输入国要求的附加声明明确区分
开来，并使用小标题“附加官方植物检疫信息”。
--------------------------------------------------------

III.

杀虫和/或灭菌处理

条目如下：
日期
对货物进行处理的日期。应写清月份全称，以免混淆月份、日期和年份。
处理
对货物进行的处理的类型（例如热处理、辐照）。
化学农药（有效成分）
处理所使用的化学农药的有效成分。
持续时间和温度
处理的持续时间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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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处理使用的浓度和剂量。
其他情况
任何有关的其他信息。
提到的处理只应是输入国接受的那些种类，并在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监督和授
权下在输出国境内实施或（如果是过境）启动，以满足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对于辐照处理，应考虑第 18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3 的规定。
-------------------------------------------------------组织盖章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应包含确定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的官方印、章或标记。
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通常在一国范围内使用统一的印、章或标记。应由公务官员
在填写完表格后加盖，或印制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上。应注意确保印、章或标记不
使基本信息模糊不清。
授权官员的姓名、日期和签名
公务官员的姓名以清晰可辨的大写字母（语言允许时）印刷、打印、盖章或手
写。日期同样以清晰可辨的大写字母（语言允许时）印刷、打印、盖章或手写。月
份应写全，以免月份、日期和年份相互混淆。
尽管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各个部分可提前填写，填写的日期应是颁发的日期。
应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的要求，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能验证授权公务官员签名的
真实性。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应只在其填写完毕后签名。
在颁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时，签证数据应由颁发该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验证。
验证过程等效于授权公务官员的签名和章、印或标记。经验证的电子签证数据等效
于已经填写完毕的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纸质文件。
财务义务说明
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中增加国家植保组织的财务义务说明是选择性的，并由输
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决定。
6.

有关转口情况和过境的考虑
除了有关证明声明的文本外，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和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相同。转

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证明声明中，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通过在有关方框内划勾说明转
口植物检疫证书是否附有植物检疫证书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货物是否被重新包装，
包装容器是用原来的或是新的，以及是否实施了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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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物中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体的特征未被保持，或货物具有受到
侵染或污染的风险，或商品已被加工并改变了性质，不应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应输出者要求，可实施有关植物检疫程序，如果国家植保组织
确信达到了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则应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仍
应在括号内标明原产地。
如转口国的国家植物检疫组织未针对输入商品要求植物检疫证书，但目的国的
国家植物检疫组织有此要求，而且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可通过视觉检验和实验室样品
检测达到，转口国可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并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原产地一项的
括号中填写原产国。
6.1

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考虑

当一批货物输入到一个国家，然后转口到另一个国家时，应输出者要求，转口
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可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见附件 2 中的样本）。只有在确信
达到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时才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如果货物已被储存、分解、与
其他货物合并或重新包装，只要其未被有害生物侵染或污染，仍可颁发转口植物检
疫证书。在货物合并的情况下，这些货物增加的所有相关部分均应存在并符合相同
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在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前，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应首先在进口时查验货物所附
的原始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或经认证的副本，并确定随后的目的国的要求是比该植物
检疫证书或其经签署的正本规定的要求更加严厉、相同，或是宽松一些。
如果货物在其完整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重新包装或装载，或确定存在被侵染或
污染的风险，就需要实施进一步检验。如果货物未被重新包装，而且植物检疫安全
性被保持，则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针对转口货物的检验具有两种选择：
如果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相同或更加宽松，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可能不需要采取进一
步检验。
如果植物检疫输入要求不同或更加严厉，在要求可通过检验达到的情况下，转口国
国家植保组织可采取进一步检验以确保货物符合输入国植物检疫要求。
目的国可能提出转口国无法达到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例如生长期检验、土壤测
试）。在此情况下，转口国仍可颁发出口或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如果：
或原产国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上已包含或声明了有关符合的特定信息，
或可根据目的国植物检疫输入要求采取其他被视为等效的植物检疫措施（如对样品
进行实验室检测或处理）。
需要时，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上的补充声明应基于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的活动。
原始植物检疫证书或经认证的副本上的补充声明不应被转移至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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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口经常发生，或者已经开始，原产国和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可就满足这些
要求的相关程序达成一致。这可包括各自国家植保组织之间就最初实施的植物检疫
措施（例如生长期检验、土壤测试）进行书面通讯交流，从而使转口国确信能够证
明货物满足目的国的要求。
原始植物检疫证书或其经签署的正本应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一起附于货物。
在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时，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为在转口国境内对货物所做
的处理（例如分解、合并、包装、储藏）提供保证。
如果货物被分解而且分开转口，则应要求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输出国的植物检
疫证书经签署的副本附于所有这些货物。
植物检疫转口证书应仅在适当填写后签署。
6.2

过境

如果货物通过一个国家过境，除非确认过境国具有风险，否则过境国国家植保
组织无需介入（ISPM 25:2006）。
如果货物过境时的植物检疫安全受到影响，过境国国家植保组织被要求介入，
该国家植保组织可根据本标准的上述规定进行植物检疫输出认证。
过境过程中运输工具的改变，或两批或多批货物装载在同一个运输工具中，不
应被视为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一个理由，除非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性受到了损害。
如查明具体风险，输入国可就输入有待通过其他国家过境的货物，向输出国提
出具体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如要求密封、特定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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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1：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样本
[最初附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编号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

I.

托运货物的说明

输出者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包装编号和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识别标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产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运输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入境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产品名称和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的植物学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本件说明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已按照有关官方程序检查和/或
检验，被认为无输入缔约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因而符合输入缔约方的现行植
物检疫要求，包括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要求。
基本无其他有害生物。*

II.

补充声明

[此处输入文本]

III.

杀虫和/或灭菌处理

日期 ________处理 ___________ 化学农药（有效成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间和温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浓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证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盖章)授权官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名称) 或其任何官员或代表，不承担颁发此证书的任何财政义务。*
* 选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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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2：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样本
[最初附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编号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口缔约方)植物保护组织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入缔约方)植物保护组织

I.

托运货物的说明

输出者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包装编号和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识别标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产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运输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入境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产品名称和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的植物学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上述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从______________（原产缔约方）运入
___________（转口缔约方），附有植物检疫证书第________号，其原本* 经签署
的正本 附于本证书后；并证明这些植物及植物产品用原来的 *新的 容器进行
包装再包装；根据原来的植物检疫证书 和进一步检验，认为他们符合输入
缔约方的现行植物检疫要求，而且在_______________（转口缔约方）存放期间，
该批货物无污染或感染风险。
*在有关的方框中划勾

II. 补充声明
[此处输入文本]

III.

杀虫和/或灭菌处理

日期________ 处理___________ 化学农药（有效成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间和温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浓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证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盖章)授权官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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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名称) 或其任何官员或代表不承担颁发此证书的任何财
政义务。*
* 选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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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于 2014 年 4 月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
本附录仅为参考，非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1：电子证书，有关标准的 XML 计划和交换机制的信息（2014）
引言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¹是纸质植物检疫证书的电子等效物，可在输入国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NPPO）接受的情况下使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由输出国或再输出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
构签发时，应直接提供给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
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和程序均适用于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在使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时，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开发一个用于签发、传输和接收电
子植物检疫 证书 的系统，该系统要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标准化信息结构和内容，
以及标准化交换协议。
本附录 提供 有关这些要素的指导，并指向《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的一个页面
（(http://ePhyto.ippc.int），该页面提供了可获取有关本附录所含信息的更详细信息的链接
–包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外部网站及文件。这些链接在本文中被称为“链接 1”、
“链接 2”等。
该系统应 包含 下列统一的组件来生成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1.

XML 信息结构
国家 植物保护 机构应使用万维网联盟（WC3）XML（链接 1）来进行电子植物检疫签

证证书数据交换。
植物检疫 XML 信息结构基于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UN/CEFACT)卫生与植
物卫生（SPS）XML 架构（链接 2）和 XML 数据映射，后者说明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应
被存放在 XML 架构的哪个部位。
植物检疫 XML 数据映射可以生成电子输出植物检疫证书（链接 3）和电子转口植物检
疫证书（链接 4）。
2.

XML 架构内容
为了促进 植物检疫 签证证书数据的自动电子通信和处理，鼓励国家植物保护机构为与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XML 信息有关的数据元素采用标准化（统一的）术语、代码和文本。
在有合适的代码时，应限制自由(即非标准化的)文本的使用。
就日期和国家名称而言，已有统一的文本，希望不要使用自由文本。
就植物和有害生物学名、货物说明、处理、补充附加声明和入境地点输入口岸而言，
正在开发并将提供包括统一的术语、代码和文本在内的一揽子清单。如果适当的术语、文
本或数值未出现在清单中，可以插入自由文本。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SPM 12-25

植物检疫证书

ISPM 12

维护和更新统一术语清单的程序正在开发，并将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上
（(http://ePhyto.ippc.int）加以说明。将要求国家植物保护机构使用这一程序提交有关新的
统一术语的建议。
就上述 之外 的数据元素而言，不需要统一术语和文本，因此可以输入自由文本。
以下几 小节 将提供与作为 XML 信息中数据元素所输入的信息有关的更多信息。
国家名称

2.1

就国家名称（即原产国、输出国、转口国、过境国及目的地国家）而言，鼓励使用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链接 6）的双字母国家代码。
植物和有害生物学名

2.2

就货物中包含的植物、作为植物产品来源的植物，以及限定有害生物的学名而言，鼓
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http://ePhyto.ippc.int)（链接 7）提供的学名数据库。
货物说明

2.3

货物说明应包括商品类型和包装类型。鼓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商品术语（链
接 8）对 商品 进行说明。还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第 21 号建议（链接
9）对包装类型进行说明。
在可能的 情况 下，货物说明的其他要素可包括：
-

重量、体积和高度（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20 号建议（链接 10）进行说明）。

-

申报的运输方式（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19 号建议（Link 16）进行说明）

-

申报的入境地点输入口岸（鼓励使用联合国贸易和运输地点代码（UN/LOCODE）（链
接 15）进行说明）或国家名称。
处理

2.4

鼓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有关处理类型的统一术语（链接 11）说明处理类型。
鼓励使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索引（链接 12）说明有效成分。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第 20 号建议（链接 13）说明其他参数（例如浓度、剂量、温度和接触时间）。
补充附加声明

2.5

附录 2 提供了建议使用的补充声明的标准化用语，鼓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补
充附加声明代码（链接 14）进行说明。可使用自由文本对《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上提
到的补充附加声明加以补充，或说明尚未被标准化的补充附加声明。
授权官员姓名

2.6

各类型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均应包括签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授权官员的姓名。
安全数据交换机制

3.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 机构对其用于生成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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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输过程中，应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以确保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在国家植
保植物保护机构之间的 电子 交换安全可靠。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使用最低为 128 位密
钥的安全协议。在传输前，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可使用其他传输后仍保持完整的密
钥（链接 17）。
从输出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到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的互联网数据传输应
采用可靠的信息技术 机制 （例如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安全/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
展（S/MIME）、文件传输协议（FTP）、表述性状态转移（REST））来完成，该机制使用
相互兼容的系统。
输出国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向输出者提供货物的实际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号码。
国家 植物保护 机构间信息交换状态的沟通应使用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推荐的标准信息（链接 18）。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 机构负责其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交换系统的开发和维护。由
于维护或意外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交换机制暂停时，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尽快通知其他国
家植保机构。
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4.

在仅有纸质证书的系统中，应提供原始输出植检植物检疫证书或其经核证的副本，作
为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的附件。在纸质证书和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并用的情况下，应满足下列
条件：
具有电子形式的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的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与电子形式的原始

4.1

输出植物检疫证书
当输出和 转口 植物检疫证书均为电子形式时，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应附有电子输出
植物检疫证书。
具有纸质形式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的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与纸质形式的原始输

4.2

出植物检疫证书
当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是纸质形式，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是电子形式时，电子转口
植物检疫证书应附有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的扫描件（PDF 或其他不可编辑的格式）。
具有电子形式原始植物检疫证书的纸质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与电子形式的原始植物检

4.3
疫证书

当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是电子形式，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是纸质形式时，转口国国
家植物保护机构应打印电子输出植物检疫证书，并通过盖章、标注日期和连署签名证实其
有效性。打印的电子输出植物检疫证书成为核证副本，并应以纸质形式附加到转口植物检
疫证书后。
5.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签发的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管理

5.1

接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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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未能接收到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应其要求，输出国
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再次提交原始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5.2

修改和替换
如果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的任何信息在签发后需要修改，应撤销原始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并按照本标准要求签发经过修改的替换电子植物检疫证书（链接 5）。
5.3

取消发货
如果输出国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机构获悉，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签发后货物并未发运，输

出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撤销相关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5.4

核证副本
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的核证副本是经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确认（盖章、标注日期和连

署会签），证明其数据真实性的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的打印件。
打印件的格式应采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植物检疫证书样本规定的标准化用语，并
被认可为植物检疫证书。然而，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认可，打印件可以是
XML 格式的 XML 数据。
6.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对纸质植物检疫证书而言，在收货人未知且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允许的情况

下，“申报的 收货人 姓名和地址”栏中可使用“订购”一词。
对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而言，货物信息可在货物未到达之前早就送达输入国，这将允许
对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进行入境前验证。
鼓励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 机构要求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中填写输入国内对货物负责的联
系人姓名和地址，而不是使用“订购”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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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为参考，非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2：补充声明建议措辞
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补充声明最好采用以下措辞。然而，这些是示例而可使用的
仅有说明。
1.

货物*已经检验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名称或土壤 (列明) ）。

2.

货物* 已经检测（可列明方法）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名称）。

3.

植物生长的栽培介质在种植前已经检测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名称）。

4.

______ （有害生物名称）在______（国家/地区名称）不存在或不知道有
发生。

5.

货物*产于一个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非疫区**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低度流行区_______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非疫生产地**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非疫生产点**。
6.

生产地**/生产点/大田**在生长季***已经检验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
名称）。

7.

植物/母本植物在最后生长季***已经检验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
名称）。

8.

植物系离体培养（具体说明离体培养方法），未发现
名称） 。

9.

植物来源于已经检测的母本植物（可列明方法）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
名称）。

10.

货物*系根据______（项目名称/特定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或双边协定索引号）
生产和加工。

11.

货物产自抗_________（有害生物名称）的植物品种。

12.

用于种植的植物符合_______（列明植物检疫输入要求针对_______（列明非
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确定的耐受水平）。

*

可列明，如其仅适用于部分。

**

如可行则增加：“包括周围缓冲区”。

（有害生物

*** 可酌情增加次数/生长季数或特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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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说明
这部分不属于本标准正式内容。
1996 年 5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增加植物检疫证书主题
（1996-003）
1996 年 8 月，专家工作组起草文本草案
1997 年 10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推迟审议
1998 年 5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审议文本草案
1999 年 5 月，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修改文本草案并批准提交成员磋商
1999 年 6 月，成员磋商
2000 年 11 月，临时标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修改草案并提交审议
2001 年 4 月，临时植检措施委员会第三届会议通过标准
ISPM 12，2001。植物检疫证书准则，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2006 年 4 月，植检措施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要增加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12 号修订主题
（2006-035）
2006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批准第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7 号和第 12 号修订规格 38 号
规范说明。
2008 年 2 月，专家工作组起草修订稿
2009 年 5 月，标准委员修改草案，并批准提交成员磋商
2009 年 6 月，成员磋商
2010 年 2 月，管理员根据成员评议意见修改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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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标准委员会 7 人核心小组修改草案
2010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批准草案提交通过，未完成附录 1 的修订
2011 年 3 月，植检措施委员会第六届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第 12 号：2011 年。
ISPM 12，2011。植物检疫证书，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2011 年 6 月，成立电子证书开放工作组
2012 年 2 月，管理员和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指导委员会起草草案
2012 年 4 月，标准委修改并批准草案提交成员磋商
2012 年 6 月，成员磋商
2012 年 11 月，管理员根据成员评议意见修改草案
2013 年 5 月，标准委员会 7 人核心小组修改草案
2013 年 6 月，实质性关切评议阶段
2013 年 10 月，管理员根据成员评议意见修改草案
2013 年 11 月，标准委员会批准草案提交通过
2014 年 4 月，植检措施委员会第 9 届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第 12 号：2011 附录 1
ISPM 12，2011。附录 1：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有关标准的 XML 计划和交换机制的信
息（2014），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出台背景说明：最后更新于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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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本标准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2001 年 4 月第三届会议通过为植物检疫证
书准则。本标准的第一次修订版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2011 年 3 月的第六届会议
通过为当前的 ISPM 12：2011 标准形式。经修订后的附录 1 于 2014 年 4 月由植物
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

引 言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定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 1 （出口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
和准则。
有关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建立的植物检疫验证制度的要求和内容的具体指导见
ISPM 7:2011。

参考资料
IPPC。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1。 2006。关于植物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应用植物检疫措施的植物检疫原则。
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5。 植物检疫术语表。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7。 2011。植物检疫证书制度。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13。 违规和紧急行动通知准则。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18。 辐射用作植物检疫措施的准则。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25。过 境货物.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ISPM 32。 依据其有害生物风险的货物分类。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定义
本标准中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的定义可见于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要求概要
植物检疫验证用于证明货物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并由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实
施。出口或转口的植物检疫证书只能由具有技术资格并经国家植物保护组织适当授
权的公务官员签发。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通常由植物、植物产品或限定物生长或加工的国家的植保机
构颁发。当货物无感染风险和符合输入国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而且附有原始植物检

1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称用于出口目的的为“植物检疫证书”，用于转口目的的为“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为了

使本标准中这些术语的使用简单明了，在此使用了“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术语“植
物检疫证书”（复数）包含了两种类型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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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证书或经认证的副本时，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由转口国（非商品生长或加工国）的
国家植保机构颁发。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应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准植物检疫证书。
在所要求的植检信息超出植物检疫证书上可用空间时，可为此信息添加附件。
植物检疫证书应附于货物，或亦可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发送，或在国家之间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可使用应用标准化语言、信息结构的电子植物
检疫证书，并交换文本。
由于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可能在植物检疫证书签发后发生改变，植物检疫证书
可具有一定的有效期限。输出国或者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可为此制定相关规定。
在替代植物检疫证书、经签署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以及对植物检疫证书进行
修改的情况下，应遵循特定的程序。不应接受无效或者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
特别考虑转口情况，尤其是在转口国不需要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以及需
要在原产国采取具体植物检疫措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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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植物检疫签证用于证明货物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并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绝大
多数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植物检疫证书有利于保护输入国包含栽培和非
栽培/非管理的植物以及野生群落（含水生植物）在内的植物、产地和生态系统。通
过提供国际公认的文件和相关程序，植物检疫签证同样促进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
限定物的国际贸易。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第 V.2(a)款就如何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做出了规定：
应仅由国家官方植物保护组织或在其授权下进行导致发放植物检疫
证书的检验和其他有关活动。植物检疫证书应由具有技术资格、经国家
官方植物保护组织适当授权、代表它并在它控制下的公务官员签发，这
些官员能够得到这类知识和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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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见 ISPM 7:2011]
1997 年在粮农组织大会通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1997 年修订文本时进行了
澄清：“可以理解为…‘具有技术资格、经国家植物保护组织适当授权的公务官员’包
括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官员”。在此情况下，“公务”指由一级政府而非私营公司
雇佣。“包括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官员”指官员可以，但并非必须由国家植物保护
组织直接雇佣。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还说明了使用标准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V.3 款)：
每一缔约方保证不要求进入其领土的植物或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带有
与本公约附件所列样本不一致的检疫证书。对附加申明的任何要求应仅限于
技术上合理的要求。

植物检疫签证要求
1.

植物检疫证书

1.1

植物检疫证书目的

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是为了证明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达到输入国的植物
检疫输入要求，并与证明声明相一致。签发植物检疫证书也可支持向其他国家的转
口签证。只可为这些目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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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证书的类型和形式

在《国际植保公约》附件中，有两种类型的证书：一种用于输出目的的“植物
检疫证书（见本标准附件 1）”和另一种用于转口目的 2的“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见本标准附件 2）。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通常由原产国国家植保组织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对货物
进行说明，并通过证明声明、补充声明和处理记录，申明货物植物检疫状况达到植
物检疫输入要求。在某些转口情况下，如果转口国可以确定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
（例如通过检验），也可为来自非转口国的国家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签
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
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可由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在货物中的商品不是在该国生长
或加工以改变其性质，并且只有在附有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的情
况下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输出国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相互联系，并考虑到在
转口国可能发生的植物检疫状况的任何改变。
签发两类植物检疫证书的管理程序，以及确保其合法性的制度均相同。
根据《国际植保公约》第 V.2(b)款的规定，《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准植物检
疫证书提供了制作植物检疫证书时应遵循的标准化措辞。植物检疫证书的标准化对
确保文件的一致性，从而使其易于获得承认，并且报告了重要信息非常必要。鼓励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在其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上分别使用单一格式，
并在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IPP) (https://www.ippc.int)上放置植物检疫证书的格式
样本，以防止伪造。
植物检疫证书可以是纸质形式，或在输入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接受的情况下，
采用电子形式。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是纸质形式的植物检疫证书包括证明声明在内的文字和数据
的电子等效物，以有效可靠的电子方式从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传输给输入国国
家植物保护组织。电子植物检疫签证不构成以非电子形式发布，以纸质形式进行的
文本处理或其他电子生成物。也不是发送纸质证书的电子版（例如，通过电子邮
件）。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应对纸质植物检疫证书采取防伪措施，例如采用特殊纸张、
水印或特殊印刷。在使用电子签证时，也应采用适宜的防伪措施。
植物检疫证书只有在所有要求获得满足，并且由出口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机构
标明日期、签字盖章，加封、标记或以电子形式完成时才有效。

2

见范围，脚注 1，有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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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植物检疫证书

植物检疫证书的附件

如果完成植物检疫证书所需要的信息超出了表格上的可用空间，可以添加一个
附件。附件只应包括植物检疫证书所要求的信息。附件各页均应标有植物检疫证书
的编号，并以植物检疫证书所要求的方式注明日期，并签字盖章。植物检疫证书应
在适宜的位置注明任何附件。如果一个附件多于 1 页，则各页应标注页码，并在植
物检疫证书上注明页数。其他文件，例如《濒危品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证书，
可以和植物检疫证书一起附于货物，但此类文件不应视为植物检疫证书的附件也不
应在植物检疫证书上提及。
1.4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在输入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接受的情况下，可颁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在使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时，国家植保组织应开发使用规范性语言、信息结构
生成证书并交换文本的系统。附录 1 为规范性语言、信息结构和交换文本提供
指导。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可在满足下列规定的情况下使用：
颁发、发送方式和安全水平可被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国家植保组
织所接受。
所提供的信息与《国际植保公约》证书样本一致。
《国际植保公约》规定的植物检疫签证目的得以实现。
-

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的身份可被充分确定并验证。

1.5

发送方式
植物检疫证书应附于其签发的具体货物。植物检疫证书可通过邮件或输入国国

家植保组织接受的其他方式单独发送。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应直接提供
给相关国家植保组织官员。在所有情况下，植物检疫证书应在货物到达时提供给输
入国国家植保组织。
1.6

有效期

货物的植物检疫状况在颁发植物检疫证书后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输出国或转口
国国家植保机构可决定在颁发证书之后，出口之前限制植物检疫证书的有效期。
考虑到货物在出口前受侵染或污染的可能性，输出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可
对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一个出口或转口前的适宜有效期限。该可能性受包装（密
封纸箱或散装）和储存环境（开放或封闭）、货物和运输工具的类型、一年内的时
间和有害生物类型影响。如果货物无受到感染风险，或该商品仍然符合输入国的植
物检疫输入要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在此期限后仍可用于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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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一部分，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也可规定植物检疫证书
的有效期。

2.
2.1

对已颁发植物检疫证书采取的行动
经签署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

经签署的正本是可由输出者根据要求颁发的原始植物检疫证书的复印件，由国
家植保组织验证（盖章、标明日期并背书），从而表明是原始植物检疫证书具有真
实代表性的复印件。它不能取代原始植物检疫证书。此类正本主要用于转口目的。
2.2

植物检疫证书的替换

应业已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货物的输出者的要求，植物检疫证书可被替换。这
只应在例外情况下（例如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被损毁，地址、目的地国家或入境地
点发生改变，缺失或不正确信息）进行，并由颁发被替换的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
保组织实施。
在所有情况下，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应要求输出者退还已为该货物颁发的
原始植物检疫证书和任何经签署的正本。
关于替换植物检疫证书的其他要求包括：


在退还时，被替换的植物检疫证书应由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保留并注销。
新植物检疫证书不得使用与被替换的植物检疫证书同样的号码。原始植物检疫
证书的号码不得再次使用。



当以前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不能退还，而且该文件已脱离国家植保组织控制
（例如因为他们被遗失或在其他国家），国家植保组织可决定酌情颁发一份替
代证书。新植物检疫证书不得使用与被替代植物检疫证书相同的编号，但应援
引该证书并附加声明“本证书替代并注销颁发于[插入日期]编号为[插入编号]
的植物检疫证书”。

2.3

植物检疫证书的修改

应避免修改，因为可能致使植物检疫证书的有效性产生不确定性。然而，如确
需修改，只能由颁发原始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 保组织在原始植物检疫证书上
进行。修改应保持在最小限度，并由颁发的国家植保组织盖章 ，标注日期和背
书签名。

3.

输入国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保机构的考虑

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可只针对限定物要求植物检疫证书。这些通常是植物和植
物产品，但在植物检疫措施具有技术合理性时，也可包含空包装物、交通工具和植
物以外的生物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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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不应针对已加工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传入限定有害生物的
植物产品，或者不需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其他物品（参看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VI.2
款和 ISPM 32:2009）要求植物检疫证书。
当对要求植物检疫证书的技术合理性存在分歧时，国家植保组织应进行双边磋
商。对植物检疫证书的要求应尊重透明、非歧视和技术合理的原则（参看
ISPM 1:2006）。
3.1

不可接受的植物检疫证书

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不应接受他们确定为无效或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关于
ISPM 13:2001 所描述的不可接受或存有疑问的植物检疫证书，应尽快通知声明颁发
该证书的国家的国家植保组织。当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怀疑植物检疫证书可能不能
接受时，可要求输出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在确定植物检疫证书有效或无效方面
提供即时的合作。输出国或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在必要时应采取纠正行动，并对颁
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制度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植物检疫证书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3.1.1 无效的植物检疫证书
如符合下列情况，则植物检疫证书无效：
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
虚假或者误导的信息
矛盾或不一致的信息
措辞或信息与标准植物检疫证书不一致
由未经授权的人员填写的信息
带有未经授权（未盖章、标明日期和签名）的修改或删除
除非是用于转口的经签署的正本外，超过了有效期
无法辨认（例书写不清楚，损毁）
未经签署的复印件
通过未经国家植保组织授权的发送方式传输（对电子植物检疫证书而言）
-

禁止输入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限定物的植物检疫证书。
还有一些理由可拒绝植物检疫证书或要求补充信息。

3.1.2 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
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一般包括：
以未经授权的形式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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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由颁发的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标明日期、盖章标记或加封条和签字
-

由授权的公务官员以外的人员颁发。

欺骗性植物检疫证书是无效的。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应采取防止
伪造的措施。在电子植物检疫签证的情况下，防伪是电子签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接到不符合的通知时，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采取纠正行动。
3.2

制作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输入要求

输入国经常提出制作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时应遵守的输入要求。输入国可能要
求的范例包括：
植物检疫证书应使用一种特定语言，或其给定的语言清单中的一种来完成（然而，
鼓励各个国家接受粮农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最好是英语）。
检验或处理后所允许的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时限，以及颁发植物检疫证书和从输出
国发运货物之间的时期。
植物检疫证书以清晰可辨的大写字母（当语言允许时），通过打印或手写完成。
-

4.

描述货物和声明其他数量时使用的度量单位。

制作和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特殊考虑
植物检疫证书应仅由技术上合格并得到国家植保组织适当授权的公务官员颁发。
植物检疫证书应只在确认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的情况下颁发。
植物检疫证书应包含能明确认定与其相关的货物的必要信息。

植物检疫证书应只包含与植物检疫事务有关的信息。它们不应包含和非植物检
疫要求相关的声明，例如动物或人类健康事务、农药残留、放射性、商业信息（例
如信用证明），或数量。
为便于植物检疫证书和与植物检疫证书无关的文件（例如信用证明、提单、
CITES 证书）之间相互援引，植物检疫证书可带有备注，将其与需要相互援引的相
关文件的认定编码、标识或编号联系起来。此类备注应只在必要时使用，而且不应
被视为植物检疫证书的一个部分。
植物检疫证书的所有部分应填写完整。当没有填写内容时，应填写“无”，划
断线条，或在该部分划一线条以防止未经授权添加内容。
对转口货物而言，来自原产国的特定信息可能必要。然而，出口植物检疫证书
上可能没有此类信息（例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缺少补充声明的特定信息，或出口植
物检疫证书本身未被转口国要求）。在此情况下，如果在转口国内不能达到特定植
物检疫输入要求，就不能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然而，以下情况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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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转口国要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应输出者要求，原产国国家植物保护组
织可在转口国要求的信息之外，提供更多的植物检疫信息（例如生长期检验
结果）。此类信息可能为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所必要。该信息应填写在附
加声明的部分，并使用副标题“正式的附加植物检疫信息”（见第 5 章）。
 当转口国未要求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应输出者的要求，原产国国家植物保
护组织也可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如货物旨在转口到其他国家，这可能是
为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提供必要的信息。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转口国均应确保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性得到保持并无受到
污染的风险。
植物检疫证书应在发运前颁发。然而，如果符合以下条件，也可在货物发运后
颁发：
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性已被确认，而且
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在货物发运前，已为满足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进行过
取样、检验，并采取了必要的处理措施。
-

如果不能达到这些标准，就不应颁发植物检疫证书。
在发运后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如输入国提出要求，应在附加声明部分
注明检验日期。

5.

完成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指导准则和要求
完成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各个部分的信息提供如下：

[粗体标准引自证书样本各个部分]
编号 __________
每一份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应具有独一无二的确认编号，该编号可允许追溯到货
物，以便于听证并用于保存记录。
____________植物保护组织
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名称应和国家植物保护组织的名称一起列于此处。
致： ____________植物保护组织
输入国名称应列于此处。当过境国和输入国具有包括需要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在
内的特殊植物检疫要求时，应列出两个国家的名称，并注明过境国。应小心确保满
足每个国家的植物检疫输入或过境要求，并酌情注明。在货物来自进口，而且随后
转口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如果两个国家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均被满足，则两个
国家的名称都可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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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托运货物的说明

输出者的名称和地址： ____________
本信息确定货物的来源，以便于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对其进行追溯和听证。
输出者的地址应位于输出国境内。在输出者是使用国外地址的跨国公司时，应使用
输出者在本地代理商或运输商的名称和地址。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____________
此处填写的姓名和地址应足够详细，以保证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可以确认收货
方人的身份，并在必要时，可以追踪不符合要求的输入者。在收货人未知的情况下，
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允许使用这一词汇，并接受相伴随的风险，就可使用“待
定”一词。输入国可要求收货人地址是输入国境内的一个地点。
包装的编号和说明：____________
应包含包装编号及其说明。本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应足够详细，以便输入国国家
植物保护组织能够将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和相应的货物联系起来。在一些情况下（例
如谷物和散装原木），水运集装箱和/或火车车厢可被视为包装物，从而包含其号码
（例如 10 个集装箱）。在散运的情况下，可使用“散运”这一术语。
识别标记：____________
如果识别货物时有必要，应包括包装上的识别标记（例如批号、序列号或商标
名）和运输工具的识别编号或名称（例如，集装箱和火车识别编号或散装运输时的
容器名称）。
原产地： ____________
原产地指商品生长或生产，可能被限定有害生物侵染或污染的地方。在所有情
况下，应申明该原产国或多个原产国的名称。通常情况下，一批货物在其原产地获
得其检疫状况。各个国家可要求确定有害生物非疫区、非疫生产地或非疫生产点的
名称或编码。有关有害生物非疫区、非疫生产地或非疫生产点的更详细的信息可在
补充声明部分中提供。
如果一种商品被重新包装、储存或移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在新地点可能
受到限定有害生物的侵染或者污染，其植物检疫状况可能发生改变。由于加工、灭
菌或处理可清除掉可能的侵染或污染，植物检疫状况也可能通过这些行为发生改变。
因此一种商品可在一种以上的地方获得其植物检疫状况。在此情况下，必要时每一
国家和地方均应申明，并在括号内注明原产地，例如申明为“输出国 X（原产国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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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批货物中不同批次来源于不同的地方或国家，必要时应标明所有国家和
地方。为便于在此情况下进行追溯，应确定和追溯最为相关的地点，例如保存记录
的输出公司。
如果植物是输入到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国家境内移动，而且已经种植了特定
的一段时间（取决于有关商品，但通常是一个生长季或更多），如果其植物检疫状
况只由进一步生长的国家或地方决定，则这些植物可被认为改变了 其原产国或原
产地。
申报的运输方式：____________
本部分指离开签证国时商品如何运输。可以使用“海上运输工具”、“船”、
“飞机”、“公路”、“卡车”、“铁路”或“手提”等词汇。如果已知，应包含
船舶名称和航线编号，或飞机的航班号。运输方式通常由输出者申明。通常这只是
颁发植物检疫证书后最先使用的运输方式。货物常常在改变运输工具的情况下移动，
例如将一个集装箱从轮船转移到卡车。如果识别标记能确定货物，只申报最初的运
输方式就足够了。这并不一定是到达输入国时使用的运输方式。
申报的入境地点：____________
这应是目的国境内最先的到达地点，或在未知时，使用国家名称。在货物在另
一个国家过境的情况下，如果过境国对过境货物具有植物检疫要求，这可能需要记
录。过境国的入境地点，或如果未知，该国国名应在括号内注明。
入境地点由输出者在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时申报。因为各种原因，入境地点
可能发生改变，通过所申报的入境地点以外的地方进入国家通常不应被视为不符合。
然而，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在其植物检疫输入要求中指定了几个入境地点，则
应申报其中的一个入境地点，而且货物应通过该地点进入。
申报的产品名称和数量：____________
本部分应能充分说明商品，并应尽可能准确地包括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
物的名称、单位和数量，以允许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验证货物的内容。可以添加国
际编码以便于识别（例如海关编码），而且应使用国际公认的单位和术语（例如公
制）。由于不同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适用于不同的用途（例如消费相对于繁育）或
处理程度（例如新鲜相对于干燥），应指明预期的用途或加工程度。输入的条目不
应使用商品名、规格或其他商业词汇。
植物的植物学名称：____________
此处填写的信息应使用公认的科学名称，以能确定植物和植物产品，至少要到
属，但最好要到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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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些限定物和家畜饲料等复杂混合物产品提供植物学名称可能并不现实。在
此情况下，输入国和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可就一个适宜的通用名称描述达成一致，
或填写词语“不适用”或“N/A”。
证明声明
兹证明本件说明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已按照有关官方
程序检查和/或检验，被认为无输入缔约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因
而符合输入缔约方的现行植物检疫要求，包括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
物的要求。
它们基本无其他有害生物。* [*可选条款]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特定的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或规定了限定有害生物，出
口植物检疫证书上的证明声明被用于证明符合这些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在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并不明确的情况下，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可证明货物针对
任何一种其认为具有检疫重要性的有害生物的整体植物检疫状况。
输出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可在其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中包含选择条款。输入国国
家植保组织不能要求添加选择条款。
“有关官方程序”指由国家植保组织，或由国家植保组织为植物检疫签证目的
授权的人员执行的程序。此类程序应符合有关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该程序可由
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在考虑到任何相关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后提出。
“被认为无检疫性有害生物”指不带有通过运用植物检疫程序，可以被发现的
一定数目或数量的有害生物。它不应被解释为在各种情况下绝对不带有，而是基于
用于检测或除灭程序，被认为不存在检疫性有害生物。应认识到植物检疫程序具有
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从而包含了有害生物不能被发现或除灭的概率。在提出
相关程序时，应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和概率。
在使用辐照处理的一些情况下，货物中可能存在处于成活阶段的目标有害生物。
只要处理是根据第 18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3 实施的，而且使用相关处理
获得了必要的反应，证明申明部分的有效性不应受到损害，因为发现存活阶段的目
标昆虫不被视为不符合。
输入国提出的“植物检疫要求”，是为了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而事先正
式规定的条件。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应事先由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在法律、规章或其
他地方（例如进口许可和双边或其他协定）中规定。
“输入缔约方”指已加入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各个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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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附加声明

附加声明提供货物和限定有害生物有关的特定附加信息。附加声明应保持在最
低限度并尽量简洁。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应审查是否需要附加声明，他们不应要求
附加声明使用与出口植物检疫证书证明声明中已有内容相似的特定措辞。附加声明
的文本可在植物检疫条例、进口许可或双边协定中规定。处理不应在本部分，而应
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第 III 部分中说明。
附加声明应只包含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要求的，或输出者为将来植物检疫签证
目的申请的特定植物检疫信息，他们不应重复在证明声明或处理部分已经提到的信
息。在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允许几种选择性措施的情况下，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在
其附加声明中指明应用了哪种措施。
附录 2 提供了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经常要求的不同类型的附加声明的文本范例。
当国家植保组织认为有必要要求或提供附加声明时，鼓励他们使用附录 2 中提供的
标准措辞。
在输入国要求输入许可的情况下，此处应提到输入许可编号，以便于相互查询。
在货物发运后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况下，而且如输入国有要求，检验日
期应被填写到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本部分（同样参看第 4 部分中的适用条件）。
当为了未来植物检疫签证目的，例如转口（见第 4 部分），增加了附加官方植
物检疫信息时，此类信息应填写于此。本信息应与输入国要求的附加声明明确区分
开来，并使用小标题“附加官方植物检疫信息”。
--------------------------------------------------------

III.

杀虫和/或灭菌处理

条目如下：
日期
对货物进行处理的日期。应写清月份全称，以免混淆月份、日期和年份。
处理
对货物进行的处理的类型（例如热处理、辐照）。
化学农药（有效成分）
处理所使用的化学农药的有效成分。
持续时间和温度
处理的持续时间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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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处理使用的浓度和剂量。
其他情况
任何有关的其他信息。
提到的处理只应是输入国接受的那些种类，并在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监督和授
权下在输出国境内实施或（如果是过境）启动，以满足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对于辐照处理，应考虑第 18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2003 的规定。
-------------------------------------------------------组织盖章
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应包含确定颁发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的官方印、章或标记。
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通常在一国范围内使用统一的印、章或标记。应由公务官员
在填写完表格后加盖，或印制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上。应注意确保印、章或标记不
使基本信息模糊不清。
授权官员的姓名、日期和签名
公务官员的姓名以清晰可辨的大写字母（语言允许时）印刷、打印、盖章或手
写。日期同样以清晰可辨的大写字母（语言允许时）印刷、打印、盖章或手写。月
份应写全，以免月份、日期和年份相互混淆。
尽管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各个部分可提前填写，填写的日期应是颁发的日期。
应输入国国家植保组织的要求，输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应能验证授权公务官员签名的
真实性。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应只在其填写完毕后签名。
在颁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时，签证数据应由颁发该证书的国家植保组织验证。
验证过程等效于授权公务官员的签名和章、印或标记。经验证的电子签证数据等效
于已经填写完毕的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的纸质文件。
财务义务说明
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中增加国家植保组织的财务义务说明是选择性的，并由输
出国国家植保组织决定。
6.

有关转口情况和过境的考虑
除了有关证明声明的文本外，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和出口植物检疫证书相同。转

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证明声明中，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通过在有关方框内划勾说明转
口植物检疫证书是否附有植物检疫证书原件或经认证的副本，货物是否被重新包装，
包装容器是用原来的或是新的，以及是否实施了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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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物中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体的特征未被保持，或货物具有受到
侵染或污染的风险，或商品已被加工并改变了性质，不应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应输出者要求，可实施有关植物检疫程序，如果国家植保组织
确信达到了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则应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仍
应在括号内标明原产地。
如转口国的国家植物检疫组织未针对输入商品要求植物检疫证书，但目的国的
国家植物检疫组织有此要求，而且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可通过视觉检验和实验室样品
检测达到，转口国可颁发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并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原产地一项的
括号中填写原产国。
6.1

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的考虑

当一批货物输入到一个国家，然后转口到另一个国家时，应输出者要求，转口
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可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见附件 2 中的样本）。只有在确信
达到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时才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如果货物已被储存、分解、与
其他货物合并或重新包装，只要其未被有害生物侵染或污染，仍可颁发转口植物检
疫证书。在货物合并的情况下，这些货物增加的所有相关部分均应存在并符合相同
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在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前，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应首先在进口时查验货物所附
的原始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或经认证的副本，并确定随后的目的国的要求是比该植物
检疫证书或其经签署的正本规定的要求更加严厉、相同，或是宽松一些。
如果货物在其完整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重新包装或装载，或确定存在被侵染或
污染的风险，就需要实施进一步检验。如果货物未被重新包装，而且植物检疫安全
性被保持，则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针对转口货物的检验具有两种选择：
如果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相同或更加宽松，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可能不需要采取进一
步检验。
如果植物检疫输入要求不同或更加严厉，在要求可通过检验达到的情况下，转口国
国家植保组织可采取进一步检验以确保货物符合输入国植物检疫要求。
目的国可能提出转口国无法达到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例如生长期检验、土壤测
试）。在此情况下，转口国仍可颁发出口或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如果：
或原产国在出口植物检疫证书上已包含或声明了有关符合的特定信息，
或可根据目的国植物检疫输入要求采取其他被视为等效的植物检疫措施（如对样品
进行实验室检测或处理）。
需要时，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上的补充声明应基于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的活动。
原始植物检疫证书或经认证的副本上的补充声明不应被转移至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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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转口经常发生，或者已经开始，原产国和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可就满足这些
要求的相关程序达成一致。这可包括各自国家植保组织之间就最初实施的植物检疫
措施（例如生长期检验、土壤测试）进行书面通讯交流，从而使转口国确信能够证
明货物满足目的国的要求。
原始植物检疫证书或其经签署的正本应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一起附于货物。
在颁发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时，转口国国家植保组织为在转口国境内对货物所做
的处理（例如分解、合并、包装、储藏）提供保证。
如果货物被分解而且分开转口，则应要求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和输出国的植物检
疫证书经签署的副本附于所有这些货物。
植物检疫转口证书应仅在适当填写后签署。
6.2

过境

如果货物通过一个国家过境，除非确认过境国具有风险，否则过境国国家植保
组织无需介入（ISPM 25:2006）。
如果货物过境时的植物检疫安全受到影响，过境国国家植保组织被要求介入，
该国家植保组织可根据本标准的上述规定进行植物检疫输出认证。
过境过程中运输工具的改变，或两批或多批货物装载在同一个运输工具中，不
应被视为颁发植物检疫证书的一个理由，除非货物的植物检疫安全性受到了损害。
如查明具体风险，输入国可就输入有待通过其他国家过境的货物，向输出国提
出具体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如要求密封、特定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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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1：出口植物检疫证书样本
[最初附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编号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

I.

托运货物的说明

输出者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包装编号和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识别标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产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运输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入境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产品名称和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的植物学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本件说明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已按照有关官方程序检查和/或
检验，被认为无输入缔约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因而符合输入缔约方的现行植
物检疫要求，包括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要求。
基本无其他有害生物。*

II.

补充声明

[此处输入文本]

III.

杀虫和/或灭菌处理

日期 ________处理 ___________ 化学农药（有效成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间和温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浓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证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盖章)授权官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名称) 或其任何官员或代表，不承担颁发此证书的任何财政义务。*
* 选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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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2：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样本
[最初附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编号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口缔约方)植物保护组织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入缔约方)植物保护组织

I.

托运货物的说明

输出者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包装编号和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识别标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产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运输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入境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的产品名称和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的植物学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兹证明上述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从______________（原产缔约方）运入
___________（转口缔约方），附有植物检疫证书第________号，其原本* 经签署
的正本 附于本证书后；并证明这些植物及植物产品用原来的 *新的 容器进行
包装再包装；根据原来的植物检疫证书 和进一步检验，认为他们符合输入
缔约方的现行植物检疫要求，而且在_______________（转口缔约方）存放期间，
该批货物无污染或感染风险。
*在有关的方框中划勾

II. 补充声明
[此处输入文本]

III.

杀虫和/或灭菌处理

日期________ 处理___________ 化学农药（有效成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时间和温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浓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证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盖章)授权官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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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植物保护组织名称) 或其任何官员或代表不承担颁发此证书的任何财
政义务。*
* 选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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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于 2014 年 4 月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通过
本附录仅为参考，非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1：电子证书，有关标准的 XML 计划和交换机制的信息（2014）
引言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¹是纸质植物检疫证书的电子等效物，可在输入国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NPPO）接受的情况下使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由输出国或再输出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
构签发时，应直接提供给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
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和程序均适用于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在使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时，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开发一个用于签发、传输和接收电
子植物检疫 证书 的系统，该系统要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标准化信息结构和内容，
以及标准化交换协议。
本附录 提供 有关这些要素的指导，并指向《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的一个页面
（(http://ePhyto.ippc.int），该页面提供了可获取有关本附录所含信息的更详细信息的链接
–包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外部网站及文件。这些链接在本文中被称为“链接 1”、
“链接 2”等。
该系统应 包含 下列统一的组件来生成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1.

XML 信息结构
国家 植物保护 机构应使用万维网联盟（WC3）XML（链接 1）来进行电子植物检疫签

证证书数据交换。
植物检疫 XML 信息结构基于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UN/CEFACT)卫生与植
物卫生（SPS）XML 架构（链接 2）和 XML 数据映射，后者说明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应
被存放在 XML 架构的哪个部位。
植物检疫 XML 数据映射可以生成电子输出植物检疫证书（链接 3）和电子转口植物检
疫证书（链接 4）。
2.

XML 架构内容
为了促进 植物检疫 签证证书数据的自动电子通信和处理，鼓励国家植物保护机构为与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XML 信息有关的数据元素采用标准化（统一的）术语、代码和文本。
在有合适的代码时，应限制自由(即非标准化的)文本的使用。
就日期和国家名称而言，已有统一的文本，希望不要使用自由文本。
就植物和有害生物学名、货物说明、处理、补充附加声明和入境地点输入口岸而言，
正在开发并将提供包括统一的术语、代码和文本在内的一揽子清单。如果适当的术语、文
本或数值未出现在清单中，可以插入自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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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更新统一术语清单的程序正在开发，并将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上
（(http://ePhyto.ippc.int）加以说明。将要求国家植物保护机构使用这一程序提交有关新的
统一术语的建议。
就上述 之外 的数据元素而言，不需要统一术语和文本，因此可以输入自由文本。
以下几 小节 将提供与作为 XML 信息中数据元素所输入的信息有关的更多信息。
国家名称

2.1

就国家名称（即原产国、输出国、转口国、过境国及目的地国家）而言，鼓励使用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链接 6）的双字母国家代码。
植物和有害生物学名

2.2

就货物中包含的植物、作为植物产品来源的植物，以及限定有害生物的学名而言，鼓
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http://ePhyto.ippc.int)（链接 7）提供的学名数据库。
货物说明

2.3

货物说明应包括商品类型和包装类型。鼓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商品术语（链
接 8）对 商品 进行说明。还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第 21 号建议（链接
9）对包装类型进行说明。
在可能的 情况 下，货物说明的其他要素可包括：
-

重量、体积和高度（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20 号建议（链接 10）进行说明）。

-

申报的运输方式（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19 号建议（Link 16）进行说明）

-

申报的入境地点输入口岸（鼓励使用联合国贸易和运输地点代码（UN/LOCODE）（链
接 15）进行说明）或国家名称。
处理

2.4

鼓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有关处理类型的统一术语（链接 11）说明处理类型。
鼓励使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索引（链接 12）说明有效成分。鼓励使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第 20 号建议（链接 13）说明其他参数（例如浓度、剂量、温度和接触时间）。
补充附加声明

2.5

附录 2 提供了建议使用的补充声明的标准化用语，鼓励使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补
充附加声明代码（链接 14）进行说明。可使用自由文本对《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网站上提
到的补充附加声明加以补充，或说明尚未被标准化的补充附加声明。
授权官员姓名

2.6

各类型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均应包括签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授权官员的姓名。
安全数据交换机制

3.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 机构对其用于生成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国家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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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输过程中，应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以确保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在国家植
保植物保护机构之间的 电子 交换安全可靠。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使用最低为 128 位密
钥的安全协议。在传输前，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可使用其他传输后仍保持完整的密
钥（链接 17）。
从输出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到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的互联网数据传输应
采用可靠的信息技术 机制 （例如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安全/多用途互联网邮件扩
展（S/MIME）、文件传输协议（FTP）、表述性状态转移（REST））来完成，该机制使用
相互兼容的系统。
输出国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向输出者提供货物的实际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号码。
国家 植物保护 机构间信息交换状态的沟通应使用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推荐的标准信息（链接 18）。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 机构负责其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交换系统的开发和维护。由
于维护或意外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交换机制暂停时，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尽快通知其他国
家植保机构。
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

4.

在仅有纸质证书的系统中，应提供原始输出植检植物检疫证书或其经核证的副本，作
为转口植物检疫证书的附件。在纸质证书和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并用的情况下，应满足下列
条件：
具有电子形式的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的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与电子形式的原始

4.1

输出植物检疫证书
当输出和 转口 植物检疫证书均为电子形式时，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应附有电子输出
植物检疫证书。
具有纸质形式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的电子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与纸质形式的原始输

4.2

出植物检疫证书
当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是纸质形式，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是电子形式时，电子转口
植物检疫证书应附有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的扫描件（PDF 或其他不可编辑的格式）。
具有电子形式原始植物检疫证书的纸质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与电子形式的原始植物检

4.3
疫证书

当原始输出植物检疫证书是电子形式，而转口植物检疫证书是纸质形式时，转口国国
家植物保护机构应打印电子输出植物检疫证书，并通过盖章、标注日期和连署签名证实其
有效性。打印的电子输出植物检疫证书成为核证副本，并应以纸质形式附加到转口植物检
疫证书后。
5.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签发的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的管理

5.1

接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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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未能接收到电子植物检疫证书，应其要求，输出国
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再次提交原始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5.2

修改和替换
如果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的任何信息在签发后需要修改，应撤销原始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并按照本标准要求签发经过修改的替换电子植物检疫证书（链接 5）。
5.3

取消发货
如果输出国 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机构获悉，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签发后货物并未发运，输

出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应撤销相关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5.4

核证副本
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的核证副本是经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确认（盖章、标注日期和连

署会签），证明其数据真实性的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的打印件。
打印件的格式应采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植物检疫证书样本规定的标准化用语，并
被认可为植物检疫证书。然而，如果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认可，打印件可以是
XML 格式的 XML 数据。
6.

申报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对纸质植物检疫证书而言，在收货人未知且输入国国家植保植物保护机构允许的情况

下，“申报的 收货人 姓名和地址”栏中可使用“订购”一词。
对电子 植物检疫 证书而言，货物信息可在货物未到达之前早就送达输入国，这将允许
对电子植物检疫签证证书数据进行入境前验证。
鼓励国家 植保植物保护 机构要求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中填写输入国内对货物负责的联
系人姓名和地址，而不是使用“订购”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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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为参考，非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2：补充声明建议措辞
植物检疫输入要求补充声明最好采用以下措辞。然而，这些是示例而可使用的
仅有说明。
1.

货物*已经检验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名称或土壤 (列明) ）。

2.

货物* 已经检测（可列明方法）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名称）。

3.

植物生长的栽培介质在种植前已经检测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名称）。

4.

______ （有害生物名称）在______（国家/地区名称）不存在或不知道有
发生。

5.

货物*产于一个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非疫区**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低度流行区_______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非疫生产地**
______（有害生物名称）非疫生产点**。
6.

生产地**/生产点/大田**在生长季***已经检验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
名称）。

7.

植物/母本植物在最后生长季***已经检验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
名称）。

8.

植物系离体培养（具体说明离体培养方法），未发现
名称） 。

9.

植物来源于已经检测的母本植物（可列明方法）并发现无______（有害生物
名称）。

10.

货物*系根据______（项目名称/特定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或双边协定索引号）
生产和加工。

11.

货物产自抗_________（有害生物名称）的植物品种。

12.

用于种植的植物符合_______（列明植物检疫输入要求针对_______（列明非
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确定的耐受水平）。

*

可列明，如其仅适用于部分。

**

如可行则增加：“包括周围缓冲区”。

（有害生物

*** 可酌情增加次数/生长季数或特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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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号标准：植物检疫处理
PT 15：
针对瓜实蝇（Bactocera cucurbitae）
的网纹甜瓜（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蒸汽热处理

（2014）

处理范围
本处理适用于对网纹甜瓜（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果实进行蒸汽
热处理，按规定的效能导致瓜实蝇（Bactrocera cucurbitae）卵和幼虫死亡 1。
处理说明
处理名称：

针对瓜实蝇（Bactrocera cucurbitae）的网纹甜瓜
（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蒸汽热处理

有效成分：

不详

处理类型：

物理（蒸汽热处理）

目标有害生物：

瓜实蝇（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lett）
（双翅目：实蝇科）

1

植物检疫处理方法的范围不包括与农药登记或缔约方批准处理方法的其他国内要求相关的问题。《国际植保公约》
批准的处理方法不提供对人类健康或食品安全具体影响的信息，此种影响应在处理方法获得缔约方批准之前通过国
内程序解决。此外，应在国际采用之前审议处理方法对某些寄主商品产品质量的可能影响。然而，可能需要进行更
多审议，以评价某些处理方法对商品质量的可能影响。缔约方没有义务在其境内批准、登记或采用这些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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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限定物：

网纹甜瓜（Cucumis melo var. reticulatus）果实

处理方案
暴露在蒸汽热处理室中：
-

相对湿度最低为 95%

-

气温从室温升至超过 46°C

-

保持三至五小时，直至果实中心温度达到 45°C

-

继而在相对湿度最低为 95%、气温为 46°C、果肉温度最低为 45°C 条件
下处理 30 分钟。
一旦处理完毕，网纹甜瓜应在常温下冷却，使其中心温度降至 30°C 以下。
处理的效能和置信水平是 95%置信水平下有效剂量（ED）99.9889。
处理期间，必须以< 1 分钟的时间间隔对商品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持续监

控，且温度和相对湿度不得低于设定的水平。
其他相关信息
在对本处理进行评估时，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TPPT）结合 Hallman
和 Mangan 的研究工作（1997），考虑了与温度处理方式和温度调控有关的
事宜。
本 方 案 依 据 Iwata 等 人 的 研 究 工 作 （ 1990 ） ， 研 究 使 用 了 网 纹 甜 瓜
“Earl’s Favourite”品种。
如果中心温度超过 47°C，水果可能会被毁坏。
参考文献
Hallman, G.J. & Mangan, R.L. 1997. Concerns with temperature quarantine
treatment research. In G.L. Obenauf, ed. Proceedings of the 1997 Annual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Methyl Bromide Alternatives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San Diego, CA, USA, Nov. 3-5. pp. 79-1-79-4. Available
at http://www.mbao.org/mbrpro97.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010 ).
Iwata, M., Sunagawa, K., Kume, K. & Ishikawa, A. 1990. Efficacy of vapour heat
treatment on netted melon infested with melon fly, 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
(Diptera: Tephritidae).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Japan,
26: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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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这部分不属于标准的正式内容
2006 年，本处理提交给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
2010 年 7 月，对草案进行了修改
2011 年 5 月，标准委通过电子决策批准提交成员磋商
2011 年 7 月，成员磋商
2011 年 12 月，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向标准委提交对评议意见的反馈意见
2012 年 5 月，标准委通过电子决策将草案退回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
2012 年 12 月，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2013 年 2 月，向提交者发出信件
2013 年 7 月，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审议了提交者的反馈意见，并建议标准委提交植检委批准
2013 年 10 月，标准委通过电子决策批准草案并提交植检委通过
2014 年 4 月，植检委第九届会议批准 ISPM28：2007 附件 15
ISPM 28：2007：附件15：针对瓜实蝇 （ Bactrocera cucurbitae ） 的网纹甜瓜蒸汽热处理（2014年）
罗马，《国际植保公约》，粮农组织。
出台背景：最后修订于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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