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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10.1 

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 

第二次国家报告关于第 18 条第 2 款(b)和(c)项的相关信息的综合 

一. 导言 

1.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b)和(c)项规定，各国有义务采取措

施，要求 (一) 预定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 (二) 有意引入的改性活生物体以及

《议定书》范畴内其他改性活生物体所附的单据，应明确将其标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具体

说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的要求，并提供其他具体的信息。 

2. 在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缔约方通过了关于“改性活

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识：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第 BS-III/8 号决定。

该决定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有关现行单据制度

所要求或使用的商业发票和其他单据、或根据各国要求将来考虑使用独立单据方面的更多

经验（第一段）。该决定还请执行秘书就所收到信息编制一份综述报告，供《议定书》第

35 条所规定 2008 年缔约方第四次会议将要对《议定书》执行情况进行的审查时审议。 

3. 因此，关于使用现有单据以履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标识要求所积累经验

的信息综合，已列入关于为议定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编制的评估和审查的文件

（UNEP/CBD/BS/COP-MOP/4/14 号文件）。 

4. 在议定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上，各缔约方注意到执行《议定书》所积累的经验十分

有限，并承认这种情况无法为有效评估和审查《议定书》提供良好基础（第 BS-IV/15 号

决定）。缔约方因此在第 BS-IV/8 号决定中决定，参照对分析第二次国家报告所积累经验
                                                      

*  UNEP/CBD/BS/COP-MO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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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情况，在其第六次会议上审查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事项。本文件就是根据

这一决定编制的。 

5. 本文件综述了第二次国家报告的相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 2007 年第一次国家报

告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比较。文件包括一项决定草案的若干可能的要点。 

二. 第二次国家报告的信息综合 

6. 第二次国家报告报告格式的问题 111 问，各国是否采取措施执行《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  (b) 项的单据要求。对第二次国家报告信息的分析（UNEP/CBD/BS/COP-

MOP/6/16 号文件）为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作了如下的分类： 

(a) 答复此问题的 143 个缔约方中有 61 个缔约方（占 43%）报告说“是”，它

们已采取措施规定，预定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应该明确将其标明为改

性活生物体，并具体说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的要求，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

料的联络点，包括接收改性活生物体的个人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b) 32 个缔约方（占答复此问题缔约方的 22%）答复说采取了这方面的某种措

施；以及 

(c) 50 个缔约方（占答复此问题缔约方的 35%）报告称没有采取这种措施；  

(d) 不同区域报告未采取此种行动的答复人的比例是：非洲 45%，亚太 37%，

中欧和东欧 1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57%，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0%。 

7. 问题 112 问，各国是否采取措施执行《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 (c) 项的单据要求。

对第二次国家报告信息的分析对答复作了如下的分类： 

(a) 答复此问题的 143 个缔约方中有 60 个缔约方（占 42%）报告说“是”，它

们已采取措施规定，拟有意引入进口缔约方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所附单据，应该明确将其标

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具体说明其名称和特征及相关的特性和/或特点，关于安全处理、储

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要求，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点,并酌情提供进口者和

出口者的详细名称和地址；以及列出关于所涉转移符合《议定书》中适用于出口者的规定

的声明； 

(b) 25 个缔约方（占答复此问题缔约方的 17%）报告说采取了这方面的某种措

施；以及 

(c) 58 个缔约方（占答复此问题缔约方的 41%）报告称“否”，没有采取这种

措施；  

(d) 不同区域报告未采取此种行动的答复人的比例是：非洲 49%，亚太 43%，

中欧和东欧 2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67%，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5%。 

8. 报告格式中的问题 115 留出了空间，让答复人进一步提供该国执行第 18 条的详细

情况。一些国家就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提供了补充信息。相关答复人分为四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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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尚未执行拟作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或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单

据要求的国家： 

 少数国家表示，它们仍然需要制定必要的措施来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 

(b) 仅有法律草案或有一般性规定但仍需执行条例的国家； 

 一些国家表示，它们拥有法律草案，一旦颁布，这些法律将对拟作封闭

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或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须附有的单据作

出详细规定； 

 其他国家指出，它们有一般性的法律，但仍然需要具体的执行条例来解

决单据要求； 

(c) 需要能力建设以便执行现有措施的国家：  

 少数国家指出，它们需要能力建设才能够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 

(d) 拥有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方面的必要管理机制的国家： 

 一些国家指出，它们制定了必要的管理机制； 

 少数国家表示，它们制定了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措施。 

9. 关于制定了必要管理措施的国家，第二次国家报告没有提供多少信息说明其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方面的规定的经验。此外，大多数国家没有说明其标识要求是否

可以列入运输改性活生物体时所附的现有类别的单据，以及是否必须列入单独的单据。但

也许应该指出，第二次国家报告格式中没有哪一项具体问题询及现有种类的单据或单据单

据是否要列入关于标识的信息。 

10. 比利时指出，尽管比利时制定了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必要管理措施，

但比利时的海关官员缺乏总的区分什么是转基因生物什么是非转基因生物的方法。 

11. 中国指出，在填写海关申报时，货物的所有人或收货人应在进口商品的申报表中具

体说明产品是否是转基因产品。如果申报商品是转基因商品，则应提供其他相关的单据，

例如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安全证书。 

1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出，该国的检查和检疫机构规定，进出口者必须提交正

确的申报表，检查和检疫机构必须经核准的进出口、包装和标志的单据。朝鲜还指出，该

国的进出口检查机构审查改性活生物体可能随附的不同单据，“例如货物、卫生检查、作

物检查、质量控制、来源地、资金和账单的证书”。朝鲜指出，进出口条例非常严格，检

查程序非常复杂，因此，绝大多数“进出口者都不愿意处理改性活生物体”。 

13. 欧洲联盟（欧盟）重申，其关于越境转移转基因生物的（EC）第 1946/2003 号条

例规定： 

(a) 预定用于封闭使用的转基因生物的出口者须在所附单据中指明，所运货物包

含或包括转基因生物以及为转基因生物所指定的独特识别码——如果有此种识别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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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一信息外，进口者还应另交一份声明，具体说明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安全处理、储

存、运输和使用的要求，以及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点，包括接收转基因生物

的个人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b) 有意是否到环境中的转基因生物的进口者须确保转基因生物所附单据指明，

所运货物包含或包括转基因生物以及为这些转基因生物所指定的独特识别码——如果有此

种识别码的话。除此信息外，出口者还应另交一份声明，具体说明转基因生物的名称和特

征及相关的特性和特点，关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转基因生物的任何要求，供进

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点，并酌情提供进口者和出口者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列出关于所

涉转移符合《议定书》中适用于出口者的规定的声明。  

14. 这一条例也适用于欧盟的 27 个成员国。 

15. 印度提及其《1990 年核糖体 DNA 生物安全准则》， 其中载有进口用于封闭使用

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程序，包括封闭器、包装、标志、联络点和所运货物单据的种类。印度

还指出，进口研究用途的转基因植物材料，进口者必须提供出口国当局签发的适当的植物

卫生证书。最后，该国的外贸总局局长规定，所有含有经过转基因的产品的进口货物均需

附带一份声明，指出该产品为“转基因”产品。 

16. 日本称，“《议定书》国内法规定，打算出口到某一缔约方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包

装、船只和发票等须附有对所要求的具体事项的说明。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具体的格式。”  

17. 马来西亚指出，该国努力制定单据来执行第 18 条的要求。但该国指出，由于从别

处无法借鉴更多的经验，因此需要较长的时间。马来西亚指出，单据要求的法律机制业已

建立，但在付诸全面实施之前，还需要开展更多机构间协调、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 

18. 墨西哥指出，申请人为申请开展涉及改性活生物体封闭使用的活动向国家主管当局

所必须提交的通知，也应用于履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项的标识和单据要求。就有意引入

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而言，相关的许可证中对其进口的标识要求作了规定。 

19. 摩尔多瓦共和国指出，摩尔多瓦的《生物安全法》第 24 条规定，生产者或进口者

向国家委员会提交的信息须包括使用和处理的具体条件以及与包装、标志和标识相关的建

议。报告指出，标志或所附单据中必须明确指出有转基因生物的存在。 

20. 南非说明了南非关于改性活生物体出口单据中须指明改性活生物体存在的规定。  

21. 斯威士兰指出，进口到该国的改性活生物体货物须附有适当的单据。 

22. 尽管第二次国家报告中的信息总的来说不十分具体，但这些信息表明，大多数国家

并不要求必须在所运货物的所附单据中提供关于标明有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或有

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信息资料。 

三. 与第一次国家报告信息的比较 

23. 《生物安全议定书》下的第一次国家报告应于 2007 年 9 月 11 日提交。第一次国家

报告的报告表格问题 33 和 24 分别问，各国是否就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或有意引

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所附单据采取措施。这些问题与第二次国家报告报告格式中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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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111 和 112 相同，但可能的答案稍有不同。在第一次国家报告中，各国可以答复

“是”、“还没有，但正在制定中”或“否”。在第二次国家报告中，各国可以答复 

“是”、“某种程度上是”或“否”。 

24. 2008 年 10 月编制的第一次国家报告的订正分析1
 得出以下结论： 

(a) 问题 33 的大多数答复人（62%）报告称“是“，它们已采取措施规定，预

定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应该明确将其标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并具体说

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的要求，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点，包括接收改性

活生物体的个人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第 18 条第 2 款 (b) 项）； 

(b) 问题 34 的同样多的答复人（62%）报告称“是“，它们采取了措施规定，

拟有意引入进口缔约方的改性活生物体以及《议定书》范围内的任何其他改性活生物体的

所附单据，应该明确将其标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具体说明其名称和特征及相关的特性和/

或特点，关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要求，供进一步索取信息资料的联络

点；并酌情提供进口者和出口者的详细名称和地址；以及列出关于所涉转移符合《议定

书》中适用于出口者的规定的声明（第 18 条第 2 款 (c) 项）。 

25. 如果将对第二次国家报告的问题 111 和 112 作了“是“以及”某种程度上是“的答

复的国家合并起来，这一数字与下文表 1 所概述的第一次国家报告中的数字非常相似。 

表 1. 第一次国家报告和第二次国家报告中对关于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

入环境中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所附单据的问题所作答复的比较 

第一次国家报告 第二次国家报告 

问题 33：答复“是”的缔约方百分比 问题 111：答复“是”或“某种程度

上是”的缔约方百分比 

62% 65% 

问题 34：答复“是”的缔约方百分比 问题 112：答复“是”或“某种程度

上是”的缔约方百分比 

62% 60% 

26. 这说明，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执行《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单

据要求的情况没有变化。 

四. 决定草案的建议要点 

27. 上文第二节所综述第二次国家报告的信息表明，很多国家仍需制定措施执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单据要求。这种情况看来自 2008 年以来没有改变。此外，第二次

国家报告中没有就这些国家已制定现有措施的执行情况提供信息。 

28. 据此，谨建议《议定书》缔约方考虑制定并通过本项目下的以下决定草案：  

                                                      
1  UNEP/CBD/BS/CC/5/2 号文件，在线查阅：http://www.cbd.int/doc/meetings/bs/bscc-05/official/bscc-05-02-en.pdf。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bs/bscc-05/official/bscc-05-0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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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敦促各缔约方加快制定生物安全管理框架，并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执

行《议定书》的任何法律、条例和准则，以及其用作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

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标识和单据方面的任何改变； 

(b) 请各缔约方并鼓励其他国家政府、相关国际组织和全球环境基金与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合作，并支持这些国家发展执行第18条第2款 (b) 和 (c) 项

和相关决定的标识要求的能力； 

(c) 决定应通过使用商业发票或现有单据制度所要求或使用的其他单据，或根据

国家的要求，履行第 18 条第 2 款 (b) 和 (c) 项的标识要求。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