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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大韩民国平昌 

临时议程*项目 10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  

关于执行与第 18 条第 2(a)款相关要求所积累经验的信息的综合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 言 

1. 根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8 条，议定书各缔约方应采取措施，在所附

单据中对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作出标识。在其第三次会议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中，决定采

取措施确保，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LMOs-FFP）所附单据清

楚说明： 

(a) 如果人们通过标志保存系统或其他措施了解所涉改性活生物体的标志，应清

楚说明货物中包括改性活生物体； 

(b) 如果人们无法通过标志保存系统或其他措施了解所涉改性活生物体的标志，

应清楚说明货物中可能包括一种或多种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 

(c) 不拟议将所涉改进活生物体引入环境； 

(d) 所涉改性活生物体的普通名称、科学名称以及可能有的商业名称； 

(e) 所涉改性活生物体的转基因事件编码，或可以得到的该生物体的独特识别编

码，以作为在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获取信息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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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的因特网网址； 

2. 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缔约方预期将审查和评估执

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所积累的经验，以期在嗣后一次会议上审议一项决定，以确

保第 4 段所涉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所附单据清楚说明含有改

性活生物体的装运物系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并包括该段(c) 至 (f) 项中的详细信

息。  

3. 但是，在注意到所积累经验有限后，缔约方第五次会议决定推迟至第七次会议上再

做决定。缔约方还同意，这一决策还应包括考虑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2 段中提及的单据

文件。第 BS-V/8 号决定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进一

步的资料，说明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以及执行第 BS-V/8 号决定取得的经验，包

括有关在执行这些决定时遭遇的障碍以及为执行这些决定而引起的具体能力建设需要的任

何资料。决定还请执行秘书汇编这些资料，同时编制综合报告供缔约方审议。 

4. 因此，本文件第二节载有执行秘书收到的关于查明和记录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

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装运的经验，以及关于遇到的挑战和障碍、能力建设需要和是否

是否单独的标识文件的信息。第三节建议了供缔约方第七次会议审议的一项决定草案的一

些要点。 

二．关于所得经验来文的综合报告 

（a） 执行标志要求的经验（第 18.2（a）条、第 III/10 号决定第 4 段） 

5. 截至延长后的 2014 年 5 月 2 日的截止日，执行秘书收到 13 份来文。其中包括以下

缔约方的 8 份来文：巴西、中国、欧洲联盟、马来西亚、墨西哥、挪威、大韩民国和南

非；其他两国，即澳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来文；三个非政府组织的来文，即：全

球工业联盟（GIC）、国际谷物贸易联盟和“对转基因生物说不运动！”。来文的全文已

经编辑并作为资料文件印发（UNEP/CBD/BS/COP-MOP/7/INF/2）。 

6. 巴西、中国、欧洲联盟、挪威、大韩民国和南非六个缔约方说，他们已经建立了完

全运作的规管制度，以管理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

输、包装和标志的问题，都符合这方面的要求。马来西亚和墨西哥两缔约方说他们有关于

进口改性活生物体的相关立法框架或法律，但是必要的施行条例或机制还在正式建立的程

序中。 

7. 巴西的来文说，第 BS III/10 号决定第 4 段有一项关于如何执行《议定书》第 18.2(a)

条的平衡性准则。该来文说，各缔约方必须按照他们的需要和按照《议定书》的目标，继

续采取适当的国内措施，将第 18.2(a)条和第 BS III/10 号决定两者予以执行。巴西还说，

缔约方必须通过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提供在其管辖下允许作为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

改性活生物体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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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的来文说，中国对改性活生物体的运输、包装和标志加以规管，并按照有关的

法律规章制订了一系列检查标准。来文称，海关总署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有关措施，对进出口改性活生物体加以检验。中国来

文还说，虽然现在要求根据有关的国内条例对进出口改性活生物体加以检验，中国建议缔

约方为出口的拟作为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提供详细资料和识别标志，在

出口前进行基因检查和提供出口的拟作为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检查和

报告，并通过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将识别保护系统的资料共享，以便进口国家可以获得

市场上改性活生物体的准确资料。 

9. 收到的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来文中提供了关于欧盟内现行关于改性

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全面立法框架的详细资料。来文说，欧盟关于转基因

生物的标志和文件的要求都是按照《议定书》第 18.2 (a)条并且不妨碍欧盟立法颁订的其

他具体要求，例如 ： 

(a) 《第 1829/2003 号（欧盟）条例》，制订了关于所有给改基因食物和饲料加

标志的条款，规定转基因的食物和饲料必须加改基因标志，除非所含转基因物质的比例不

超过 0.9%，或其存在是非遗传的或技术上不可避免； 

(b) 《第 1830/2003 号（欧盟）条例》，规定企业人员在含有转基因生物产品或

从转基因生物（GMOs）生产之产品每一个阶段上市场时，都必须转交和保存该产品的资

料； 

(c) 《第 65/2004 号（欧盟）条例》，为转基因生物订立了制订和分配独特标志

的制度。该《条例》采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为转基因植物研订的独特标志

格式，该格式于 2004年 4 月中规定为欧盟内部转基因生物规管框架强制遵守； 

(d) 《第 1946/2003 号（欧盟）条例》第 12 条规定，出口者必须在随转基因生

物呈报的文件中申明：其中含有转基因生物，以及分配给（如果已经分配）该转基因生物

的独特标志代码。该文件应转交给收到该转基因生物的进口者。 

10. 欧盟还解释说，《第 1946/2003 号（欧盟）条例》第 12 条还规定，关于拟直接作

为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转基因生物，标志单据还必须附有出口者的声明作为补充，声

明该转基因生物拟直接作为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并明确说明不打算有意将其引入环境

之中；并提供进一步索取资料联络点的详细信息。在拟只用于和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

之用的含有转基因生物或转基因生物混合物的产品，上述标志要求的文件可以用经营人的

使用声明代替，并附用于构成该混合物的转基因生物的独特标志的清单。为此，欧盟解释

了欧盟为转基因植物的独特标志研订的格式如何成为成员国的强制遵守规定，以及在国际

上研订和采取其他具体的格式之前，这一格式如何延伸使用为转基因微生物和动物的独特

标识。欧盟认为使用该独特标志是获得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中资料的一个钥匙。 

11. 马来西亚解释说，该国政府正与若干直接参与贸易的机构一道建立一种机制，要求

所有含有曾经经过转基因的产品的进口运货都提供单据，说明该产品为“转基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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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墨西哥说，正在由工作组拟订相应的条例促进机构间的协调。但同时已进行一项程

序，必须从卫生部取得授权，以便进口和上市改性活生物体。卫生部列出一些在申请授权

时必须遵守的要求的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科学名和俗名提供该进口改性活生物体的标

志，进口类别和打算的用途。 

13. 墨西哥说，墨西哥为遵守《卡塔赫纳议定书》第 18.2(a)条，与不是《卡塔赫纳议

定书》缔约方的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三方协议》（《协议》）。墨西哥解释

说，在墨西哥有关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机构之间严格遵守交换资料和进行协商的程序，重点

是大宗商品，目的是建立最低合格的条件而不致妨碍贸易，同时确保遵守《卡塔赫纳议定

书》的要求。《协议》名称是“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单据要

求”，原来有效期为 2005 年 10 月，随后延长为无限期。经谈判后，同意在协议中列入以

下条款： 

(a) 在发票中写进“可能含有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

且不打算有意将其引入环境之中”条文。 

(b) 查明货运的前一出口者和第一进口者，并对尚未研发改性活生物体的品种的

产品（如小麦和高粱）货运，或明示的或不明示的无改性活生物体的产品（无改性活生物

体大豆或玉米）货运，允予免除这种要求； 

(c) 根据对各企业参数中成本的相关性和控制与验证的可行性的长期大量经验所

得公差计算，判断没有改性活生物体的阈限所限定的最高含量为 5%。 

14. 墨西哥继续解释说，为该协议订出了一种自愿遵守办法。通过了“进口拟直接作食

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黄玉米所附单据示范方案”，同时执行《协议》为进口美利坚合众

国黄玉米所定的条件和《议定书》的有关准则。该方案查明可能含有改性活生物体的进

口，从它们进入国境到最后目的地加以追踪。墨西哥认为这是一种监测进口食物的简单机

制，而不会对黄玉米贸易形成技术性障碍。 

15. 墨西哥的来文继续解释说，该方案最初曾在作为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

议上提交给缔约方，本次来文是进行中的方案的最新本。在提出本次来文时，可以举出的

初步成果有：报告称，2013 年从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进口了 6,343,179.78 吨黄玉米，其

中 2,894,798.51 吨（相当于总进口量的 45.64%）据报告有“可能含有改性活生物体”的

标志。但是来文指出，2013 年的报告是使用新格式，而该格式是同年 10 月才交给操作人

员使用，所以是以追溯方式完成使用该格式。不仅如此，还必须考虑到操作人员不熟悉将

内部程序和具体规则调整为“新的”机制以便共用资料。墨西哥来文还说，将在本次会议

期间提出 2014 年的最新数据，包括更完全的数据和实际地分析遵守第 18.2 (a)条而不增加

额外成本的可能性，增加成本可能影响最终消费者和粮食安全。 

16. 挪威在来文中表示，挪威迄今还没有发生越境转移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

改性活生物体，因此没有获得执行通知第 11 段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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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韩民国进口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根据《改性活生物体

越境转移法》第 8 条第 1 款，必须获得相关中央行政当局批准。申请书必须明确地说明进

口的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普通名称和科学名称和转基因事件编

码。另外，还必须包括各个事件的进口品质和货币量。大韩民国在来文中又指出，现在出

口商已实际指明货物中“可能包括一种或多种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

物体 ”，并提供所有可能包含的转基因事件的编码。根据来文，出口商还在商业发票中

声明改性活生物体“不打算有意引入环境之中”。来文称，该国正按照第 BS-III/10 号决

定，执行或确保执行有关进/出口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规定。

事实上，该来文进一步表示，虽然自 2008 年 1 月起，每年有 800 万吨拟直接用作食品或

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进口到大韩民国，但是在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方面没有遇

到特别的困难。  

18. 南非支持与食品法典委员会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动物卫生组织）等现有标准制定

机构一致，使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有关标准，并且已将其

《1997 年转基因生物法》所规定的必要信息纳入相关的出口许可证。南非表示已将信息

的规定纳入出口许可证，在南非目前使用“可能含有”的语言，随附批准商用的改性活生

物体事件清单。 

19. 非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的澳大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其来文中指出，按

照商业贸易惯例 和《议定书》关于越境移动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

体的环境目标，在商业发票中使用“可能含有”语言已经足够。澳大利亚还解释说，额外

票据要求将增加谷物交易成本。澳大利亚提出增加交易成本的票据制度可能扭曲世界谷物

市场，并且比《可能含有》制度更多抬高消费者粮食成本。美利坚合众国的结论同样是不

需要指导和修正第 BS-III/10 号决定的额外工作。  

20. 全球工业联盟在其来文中表示，缔约方可以用对贸易干扰最少，并且使缔约方不致

过于繁琐和昂贵的方法，执行第 BS-III/10 号决定概述的第 18 条第 2（a）款的规定，实现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目标，并且已有好几个执行的实例。全球工业联盟又指出，

已经出现了以现有票据向进口国海关官员提供其作出允许进口该物质的知情决定所需的信

息的方式，实际执行的情况。据全球工业联盟所知，缔约方已经按照向生物技术安全信息

交换所提供此种信息的规定（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5 段）获得有关出口国核准的改性

活生物体的可靠信息以及六家规模最大的技术供应商在公共数据库提供的信息

(www.biotradestatus.org)。 全球工业联盟表示，改动现有指南会打乱正常工作的过程，需

要对海关官员进行新的培训，并否定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迄今为止执行第 BS-III/10 号

决定取得的进展。因此全球工业联盟确认它支持继续使用第 BS-III/10 号决定中的语言，

强调确保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继续执行该决定的连续性，并鼓励尚未执行的其他缔约方

执行该决定。  

21. 同样，国际谷物贸易联盟（谷物贸易联盟）认为，鉴于目前全球谷物贸易中有很大

的比例涉及到以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以商业能接受的方式执行第 18.2(a)条至关重

要。该联盟称，只有在进出口商能够确定和管理其贸易风险，包括改性活生物体造成的风

险的情况下，才可能有高效、低成本比例的国际贸易，而当前的普遍做法是在现有商业单

http://www.biotradestat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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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以简单的“可能含有”条款记载可能存在改性活生物体，这一惯例已表明对于谷物商

业贸易各方是切实可行和有成本效益的。谷物贸易联盟举例说明时指出，美利坚合众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出口商之间进行交易时发现，涵盖三国商品贸易（可能含有改性活生

物体）的所谓“三边协定”十分有用，并有利于高效贸易。  

22. 谷物贸易联盟来文称，其成员认为，为其他分析用途，包括品质和安全性，而对谷

物和油籽采样的现有标准和程序，已足以为改性活生物体进行谷物采样。谷物贸易联盟指

出，稳健的、商业上可行的、具有足够代表性的取样方法已成功应用了数十年。因此，谷

物贸易联盟认为不需要一个单独或独特的分析转基因生物的采样计划制度。  

23. “对转基因生物说不运动！”自称是设在日本的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

盟，正在积极开展调查并教育公众，还与日本政府讨论改性活生物体，如转基因生物，对

日本的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指出措施需要付诸实施，防止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受到

转基因种子的污染。该联盟还说需要转基因标签措施，以便能够获取关于可能发生的基因

流动的准确和详尽的信息。来文提出有必要执行措施，确保目前日本的野生转基因油菜事

件及当地作物品种和杂草的进一步污染不致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  

(b) 能力建设需求 

24. 必须指出的是，仅三份来文提及或论及能力建设需求。欧盟通知说他们没有什么具

体的能力建设需求。不过，马来西亚指出，虽然该国已经制定了国内法律框架，但在该框

架得以全面运作之前，还需更多地开展机构间协调、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马来西亚

指出，应当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的能力建设置于优先地位，并落实

适当的财政支持。 

(c) 单据类别方面的经验：独立单据 

25. 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7 段提到推迟至议定书缔约方第七次会议再做决定，缔约方

曾在其第 BS-V/8 号决定的第 6 段表示，本次会议也将审议是否需要一种独立的单据。缔

约方在其第六次会议上又请执行秘书（第 BS-VI/8 号决定第 3 段），在第三次国家报告格

式中列入一个具体问题，了解各缔约方对越境转移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

生物体是否规定在现有类别的单据或独立单据中或同时在二者中列入标识的信息。在这方

面，收到的来文中，极少有对此发表意见的。 

26. 南非表示，为进口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颁发相关许可证的

规定，排除了其他独立单据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独立单据可视为额外贸易壁垒。  

27. 大韩民国在来文中称，该国不要求独立单据，因为国内规章制度，例如进口核准程

序，可以弥补任何不足之处。进口商通过进口合同要求出口商在商业发票中包含核准进口

所需的必要信息。因此，大韩民国认为，经验表明不需要其它类型的随附单据。不过大韩

民国表示，随着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种类和特性日趋多样化，

今后某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审查随附单据和标志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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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全球工业联盟指出，在实施第 BS-III/10 号决定的过去 8 年中，使用现有票据能够

而且已经充分传达了《议定书》规定的所有信息。  

三.  建议的决定草案要点 

29. 考虑到上文第二节的信息综合，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不妨： 

(a) 注意到各缔约方和其他各国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的经验和意见，它们都支持

继续实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a) 款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的已

有规定； 

(b) 回顾第 BS-III /10 决定的第 1 段和第 BS-V/8 号决定的第 1 段； 

(c) 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各缔约方并敦促其他国家政府： 

(一) 继续采取措施确保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a)

款和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的规定； 

(二) 通过将第 BS-III/10 号决定第 4 段业已指明的信息纳入现有改性活生

物体随附单据，继查明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的改性活生物

体的越界移动； 

(三) 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合作并支持其建设能力，

以执行第 18 条第 2 (a) 款和相关决定的标志规定； 

(d) 敦促各缔约方并请其他国家政府将与拟直接用作食品或饲料，或加工性活生

物体的标志和单据有关的国内监管规定，提供给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e) 决定参照第三次国家报告对相关问题的答复和对《议定书》有效性第三次评

估和审查的相关结果，再进一步审查是否需要独立的单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