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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叶病热带第4型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
关键信息和胜任力培训框架

引言

本文件由世界香蕉论坛（WBF）的TR4工作小组（TR4TF）编写，目的是提供一个框架，可用于在全世
界范围内开发关于黄叶病热带第4型（TR4）管理的宣传活动、信息材料和培训课程。它将确保面向香
蕉生产和贸易人员的全球意识提升和培训活动传达明确一致的信息，即如何控制、管理和防止TR4
的进一步蔓延。

作为第一步，TR4TF 编制了一份关键信息和胜任力培训清单。这些内容被提交给WBF成员，征求他
们的意见后进行修改，最后得到他们的认可。因此，WBF 的胜任力培训框架将作为一种资源， TR4TF
编制了:
	| 关键信息，概述了为应对TR4而需要理解和处理的主要方面。 

	| 意识提升涉及知识普及；能力发展指的是深化知识和技能。就这两个目的而言，关键信息均起到 
引导作用。

	| 胜任力为培训课程设计提供基础；它们规定了个人在完成培训时需要知道和能够做到的事情。
应对 TR4所需的胜任力因目标群体而异。例如，运输人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与蕉园管理人员所
需的知识 和技能不同。

TR4全球网络
- 世界香蕉论坛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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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全球任何组织用于开发和提供关于TR4的培训。它提供了一个指南，确保培训的一致性并涵盖
所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为了使培训有效，最好在当地开发，以便根据当地的情况和语言进行定制。
这将确保这些培训具有相关性，易于理解，并更有可能得到采用。 

目标群体
主要目标群体是:
	| 政府 (部长级和政策制定级)。

	|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 (NPPOs)。

	| 小农场主和农场主组织。

	| 大农场/种植园。

	| 运输商和贸易商（买手和零售商）。

	| 技术支持服务（顾问、推广官员、培训组织、非政府组织 [NGOs]、认证机构）。

	| 公众。

主要内容
胜任力培训将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已经发现TR4侵染的国家的培训重点应放在遏制上，
尚未发现疫情但存在风险的国家的培训重点应放在预防上。可以围绕一些主题组织培训:

预防
	| 了解TR4病原体（它是什么、如何传播)。
	| 识别与监测。
	| 蕉园和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措施。
	| 农艺实践。

遏制
	| 管理现有侵染。
	| 政府责任。



3

关键信息有哪些

1.	 TR4是世界香蕉生产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2.	 它影响卡文迪什香蕉和许多其他品种，包括一些大蕉品种。除了芭蕉属植物外，它还能在许多其
他寄主植物中存活。

3.	 它是一种真菌性病害；是一种土传病原体。

4.	 它可以在土壤中存活几十年。TR4一乘隙而入，目前可用的任何生物或化学控制方法都无法轻
易根除它。因此，防止TR4扩散和传入未受侵染地区至关重要。

5.	 它很容易通过受感染的香蕉植物材料以及被污染的土壤和水传播。人类是主要的传播媒介。少
量的污染物质就足以侵染一个蕉园。

6.	 目前，对TR4病原体的诊断需要专门的实验室技术。了解症状很重要，但仅靠实地观察是无法进
行明确鉴定的。

7.	 从国家一级到各个农场/种植园都需要制定监控计划，以便及早和及时识别TR4的暴发，防止扩
散。如果蕉园一级怀疑暴发TR4，应立即与国家植物保护组织联系。

8.	 生物安全措施指为了确保TR4不从已经受侵染的地区蔓延到未罹患此病害的蕉园、地区或国家
而采取的做法。

9.	 在已经发现TR4的国家，需要采取非常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以确保该疾病不在蕉园内、蕉园之
间或地区之间传播。在没有发现TR4的国家，生物安全措施必须侧重于确保该病害不被带入 
该国。

10.	生物安全措施主要针对人类活动，这是TR4传播的主要原因。很难防止受污染的土壤和水通过
自然过程（野生动物、洪水等）传播，但生物安全措施仍有助于降低风险。

11.	生物安全措施必须根据情境（如小型农场、大型种植园、贸易商或政府机构）和风险程度进行调
整和应用。

12.	参与香蕉产业的每个人都有责任采取建议的生物安全措施，以防止TR4的传播，并保护无病害
地区和国家。这包括政府机构以及香蕉价值链上的每一个人，从农场主到运输商、贸易商、服务
提供者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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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培训框架	 

了解病原体
组织中负责TR4管理的人员需要知道什么、并能够根据病害的具体情况和传播方式做什么。

政府（部长级和政策制定级）代表需要: 
	| 了解TR4，认识到其对香蕉产业的威胁。

	| 掌握TR4在本国和特定区域传播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具体资料和数据：经济（直接影响，与其他部
门的关联）、社会（包括直接和间接就业）、粮食安全、等等。

	| 了解哪些地方发现了TR4：地理分布情况。

	| 了解它如何传播。

	| 能够识别将TR4传入本国的主要风险（如通过贸易和来自疫区的货物及服务的流动）。

	| 了解国际组织的作用（就制定国家预防战略可能需要的支持开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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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O 代表应:
	| 知晓TR4及其对香蕉产业构成的威胁。
	| 理解该病原体的生物机制，包括:
	y 它如何繁殖及生长。
	y 它如何侵染寄主植物；叶片和茎秆表现出来的内外症状。
	y 商业香蕉品种和其他寄主的易感性；国内市场、当地消费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香蕉品种的 

敏感性。
	y 在土壤里和野生寄主体内长期存活。

	| 理解TR4如何传播，包括：
	y 通过受侵染的香蕉植株或植物材料，受污染的土壤和水。
	y 通过人，经由受污染的车辆、鞋具、机械、工具等。 
	y 在短距离内通过根到根接触，从母本植株向分蘖。
	y 通过家畜、野生动物（如老鼠、袋狸、野猪、涉禽），也可能通过昆虫（如香蕉象鼻虫）。
	y 通过暴雨和洪水等自然进程。

	| 了解管理选项，包括：
	y 目前尚无有效控制方法。
	y 正在开发具有潜在抗性的香蕉品种。
	y 可使用不同消毒剂和其它用品，作为生物安全系统的一部分，并能够就剂量、周期和可用性向

用户提出建议。
	y 唯一可供选择的管理方法是生物安全（防止传播）和农艺实践（减少影响）。
	y 对受TR4侵染的种植园局部进行隔离的措施。

	| 了解如何识别TR4，包括：
	y TR4病原体的鉴定不能在现场进行；需要一个可以进行PCR分析（聚合酶链反应）和其他专门

的TR4分析的专业实验室。
	y 进行分析的实验室需要专门的技能、设备和材料（包括评价材料、参比物和引物（primer））。 

个体小型农场主需要:
	| 认识到TR4及其对香蕉产业，特别是对其蕉园的威胁。
	| 了解TR4如何传播（通过被污染的植物材料、土壤和水、家畜和野生动物）。
	| 了解保持土地不受TR4侵染的重要性。TR4一旦乘隙而入，就无法控制，并将存在多年，这意味着

香蕉不能再种植。
	| 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进一步支持下，单独或与周边农场主一起实施所有生物

安全措施。

	| 更多症状请访问  www.fao.org/TR4GN。

大型农场主/种植园管理者需要:
	| 认识到TR4及其对香蕉产业，特别是对其种植园的威胁。

	| 了解TR4如何传播（通过被污染的植物材料、土壤和水、家畜和野生动物）。

	| 了解保持土地不受TR4侵染的重要性，采用所有可能的生物安全措施。

	| 不断地根据最新的信息培养其工作人员的预防和控制能力。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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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零售商和运输商需要:

	| 认识到TR4及其对香蕉产业的威胁，以及对他们的香蕉业务的可能影响。

	| 了解TR4如何传播（通过被污染的植物材料、土壤和水)。

	| 评估如何支持香蕉生产国的蕉农应对预防和控制该病害的成本及影响。

技术支持服务(顾问/推广官员/培训组织/NGO)需要:

	| 认识到TR4及其对香蕉产业的威胁。

	| 与NPPO不断沟通，评估当前形势和适时的控制策略。

	| 理解该病原体的生物机制，包括：

	y 它如何繁殖及生长。

	y 它如何侵染寄主植物；叶片和茎秆表现出来的内外症状。

	y 商业香蕉品种和其他寄主的易感性。

	y 在土壤和野生宿主中的持久性。

	| 理解TR4如何传播，包括：

	y 通过受侵染的香蕉植株或植物材料、受污染的土壤和水。

	y 通过人，经由受污染的车辆、鞋具、机械、工具等。

	y 在短距离内通过根到根接触，从母本植株向分蘖。

	y 通过家畜、野生动物（如老鼠、袋狸、野猪、涉禽），也可能通过昆虫（如香蕉象鼻虫）。

	y 通过暴雨和洪水等自然进程。

	| 了解管理选项，包括:

	y NPPO的主要联系人信息，向所有工作人员公开，并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与他们联系。

	y 目前尚无有效控制方法。

	y 正在开发具有潜在抗性的香蕉品种。

	y 唯一可供选择的管理方法是生物安全（防止传播）和农艺实践（减少影响）。

	y 对受TR4侵染的种植园局部进行隔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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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解如何识别TR4，包括：
	y 鉴定只能由实验室与NPPO协调确认。
	y 负责分析的实验室需要专门的技能、设备和材料。

	| 更多症状请访问 www.fao.org/TR4GN.

公众需要:
	| 认识到TR4及其对香蕉产业的威胁。

	| 了解TR4如何传播（被污染的植物材料、土壤和水）。

	| 成为负责任的消费者，通过负责任的价值链机制确定支持蕉农的最佳方式，并加以实践。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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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监测
组织内部负责管理TR4的人员需要知道和能够做到的事情。 

政府(部长级和政策制定层面)代表需要:
	| 绘制全国香蕉和大蕉生产分布图，包括为出口和国内市场生产，从小规模农场到大规模种植园。

	| 熟悉检疫性有害生物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框架。

	| 了解国家监测方案和诊断设施所需的政策和基础设施。

	| 能够评估执行国家TR4监测方案所需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有足够的具有必要技能的工作人 
员和运营资源。

	| 能够评估实施边境管制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 了解TR4诊断设施所需的适当设备、技能和方法等，以及它们在哪些国家、区域或国际实验 
室可用。

	| 能够将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实施TR4病害风险评估和影响评估，包括但不限于针对
小农的公私联盟和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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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O代表需要:
	| 在绘制蕉园分布地图的基础上，能够根据风险评估计划实施国家TR4监测方案，定期在香蕉生

产区采集土壤样本。

	| 确定哪些宿主物种需要纳入监测方案。

	| 能够建立并执行进一步调查和管理疑似TR4案例报告的程序。

	| 能够对外勤官员（NPPO和推广官员）进行关于TR4症状的培训。

	| 能够培训外勤官员为诊断目的采集和处理土壤及组织样本。

	| 能够监督国内的TR4诊断服务（或区域/国际分析设施的使用）。

	| 通过举办讲习班、分发世界香蕉论坛TR4全球网络的材料以及其它相关材料，培养推广人员和
农民应对TR4各个方面的能力。

	| 与推广人员及蕉农保持有效的联系渠道，鼓励其在紧急情况下寻求支持，避免出现恐慌信息，传
递同舟共济的信念。

个体小型农场主需要:
	| 熟悉NPPO的计划，并根据其指导方针支持其实施。

	| 依靠蕉园训练有素、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能够监测TR4的存在（频次、分布）。

	| 了解TR4的症状，包括外部症状（叶片发黄、叶片枯萎、茎部开裂）和内部症状（茎部被切开时颜
色变红，木质部汁液阻塞）。

	| 了解发现可疑情况时该怎么办，向NPPO报告是最重要的。

	| 知道不要做什么：在没有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不应砍伐或移除受侵染的植株；这将导致真菌的进
一步传播。

	| 更多症状请访问 www.fao.org/TR4GN。

大型农场主/种植园管理者需要:
	| 熟悉NPPO的计划，并根据其指导方针支持其实施。

	| 依靠公司训练有素、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能够制定并实施监测计划。明白这些活动需要定期进
行，并须针对每块地（需按方法采集代表性的样本）和所有主要寄主植物。

	| 了解TR4的症状，包括外部症状（叶片发黄、叶片枯萎、茎部开裂）和内部症状（茎部被切开时颜
色变红，木质部汁液阻塞）。

	| 能够不断地培训外勤工作人员识别疑似植株。

	| 知晓发现疑似情况时该怎么做：向NPPO报告，为其提供辅助能力和资源，以适当地执行协议，
包括取样和进一步的诊断过程。

	| 知道不要做什么：受感染的植物不应砍伐或移除，因为这会导致孢子的产生和真菌的进一 
步传播。

	| 更多症状请访问 www.fao.org/TR4GN。
 

http://www.fao.org/TR4GN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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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零售商和运输商需要:
	| 在可能的情况下，为香蕉生产国的监测计划和系统提供资金。

技术支持服务(顾问/推广官员/培训组织/NGO)需要：
	| 熟悉NPPO的联系人信息和指导方针。

	| 了解国家TR4监测方案和报告机制。

	| 能够对蕉农/种植园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TR4的症状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监测计划（包
括频次、分布、寄主物种等）。TR4全球网络的材料可以支持这一努力。

	| 能够指导农场管理人员避免不当活动，并在出现疑似TR4案例时，与NPPO进行恰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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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
组织内负责生物安全的人员需要知道和能够做到的事情。

政府(部长级和政策制定层面)代表需要:
	| 能够确保制定并执行必要的监管框架，以防止作为应汇报病害的TR4的传入或蔓延（报告义务、

植物检疫、种植材料的销售、移动限制等）。

	| 了解并落实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人力和财力），以执行法规和实施官方控制，防止TR4的引
入或传播（包括NPPO、诊断服务、推广服务、消毒点等）。

	| 理解在NPPO内设立国家TR4协调中心的重要性，以响应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和粮农组织
的要求。

	| 理解对香蕉的主要生产者、购买者、贸易商和零售商进行全国性清查的必要性。

	| 能够召集主要利益相关者制定国家生物安全行动计划。

	| 了解支持实施国家TR4行动计划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财力和人力），包括意识提升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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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O代表需要:
	| 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和粮农组织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 对蕉园层面和国家层面所需的生物安全措施有细致了解。

	| 能够根据国家规定监督官方管制的实施，包括检疫和边境管制。

	| 能够制定并监督执行程序，在边境入境点和疫情国家内部各区之间对车辆和设备进行消毒。

	| 能够进行预防性的、出现疑似TR4案例情况下该怎么做的模拟演习。

	| 能够建立受侵染材料的遏制与销毁程序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 能够对在国家一级参与TR4防控的实验室进行认证和监督，并确保其符合国际协议、给予 
其支持。

	| 能够建立并监督一家咨询服务机构，由其向香蕉生产者、运输商和贸易商提供TR4生物安全措
施咨询及生物安全准则。

	| 能够建立种植材料核查制度，确保其中不含TR4，并对该制度加以监督。

	| 能够促进国家TR4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包括意识提升和宣传。

	| 了解市场上有哪些有效的消毒剂及其推荐使用方法（常规和有机生产系统）；能够将这些信息传
达给生产者。

	| 能够为上述各主题中提及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

个体小型农场主需要:
	| 与 NPPO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 能够识别TR4传入农场的主要途径（肮脏的车辆、设备、机械、工具、衣服、鞋子；受感染的种植材
料；灌溉水；其他）。

	| 能够识别蕉园里的高风险因素（访客、工人和设备、家畜和野生动物、灌溉水、洪水等）。

	| 确定哪些生物安全措施可用于降低将TR4引入农场的风险，并知道如何应用这些措施。更多细
节请访问 www.fao.org/TR4GN。
	y 对所有访客进行登记。
	y 向访客（邻居、服务提供者等）提供有关TR4的信息。确定要包括哪些信息，以及在哪里为访

客和邻居设置TR4警告和信息标志。
	y 确保所有访客遵守农场的生物安全措施。
	y 限制访客和车辆的进入和移动，特别是那些在种植香蕉的农场/地区之间移动的高风险访客

和车辆（如运送货物的车辆、农艺师等）。规定高风险访客和车辆只能在蕉园入口的管制区域
逗留。
	y 懂得如何利用水和鞋底消毒池对鞋类进行有效的消毒管理。 
	y 懂得如何定期对文化活动中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
	y 懂得如何对车辆、机械、设备进行清洁、冲洗和消毒。
	y 了解当地有哪些设备和消毒剂可用。 
	y 能保证车辆、设备、机械和鞋类在进入蕉园前进行过清洗和消毒。
	y 了解使用洁净水进行清洗和消毒的重要性，了解怎样将用过的洗涤水集中在管制区域。 
	y 尽可能通过设置边界围栏来限制人和动物的流动，知道如何建造和维护边界围栏。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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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刷子、水和清洁剂,	
所有表面都必须用高
压水刷洗，以清除土
壤和植物材料。

多数工业和家用品牌
的肥皂、清洁剂和脱
脂剂均能起效。

所有表面必须用洁净水冲洗之	
后才能使用清洁剂。 来也干净，去也干净： 

进出都要消毒！
蕉园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受到侵染！

安装鞋底消毒池和车辆
消毒池，加注消毒剂。

记录并存档。 

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确保所有区域均	
已刷洗、冲洗和消毒。

立即用含季胺化合物的 
消毒剂对物品进行消毒。

时时遵照您所在国家的植物保护组织关
于消毒剂使用的指示。

记住,	未经许可，切勿进入蕉园!

	y 知晓使用清洁种植材料的重要性以及经认证种植材料的意义；
	y 有一个限制农场动物移动的计划。
	y 有适当的宣传工具，如海报和广告牌，提供包括预防程序和生物安全措施在内的TR4信息。

	| 能够确保所有家庭成员和农场工人都知道TR4，并了解保持农场无TR4疫情的重要性。确保他们
知晓并遵循农场生物安全措施。

	| 知晓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农场生物安全措施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得到遵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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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农场主/种植园管理者需要:
	| 与NPPO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 了解保持蕉园不受TR4侵染的重要性。

	| 了解TR4如何传播（受污染的植物材料、土壤和水等）。

	| 能够识别TR4传入农场的主要途径（肮脏的车辆、设备、机械、工具、衣服、鞋子；受感染的种植材
料；灌溉水；其他）。

	|  能够识别高风险因素并选择适当的生物安全措施加以管理。

	| 懂得如何运用生物安全措施，并根据风险执行这些措施。更多细节请访问 www.fao.org/
TR4GN。
	y 对所有访客进行登记。
	y 确保所有访客、家庭成员和农场工人都知道TR4，并了解保持农场无TR4疫情的重要性。
	y 向访客（邻居、服务提供者等）提供有关TR4的信息。确定要包括哪些信息，以及在哪里为访

客和邻居设置TR4警告和信息标志。

http://www.fao.org/TR4GN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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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穿透并阻塞植物维管系统，
切断水和营养物质的供应。

真菌生活在土壤中，
形成抗性结构，

使其能够存活30年以上。

它导致植物的枯萎和死亡，一旦乘隙
进入田间，就会造成100%的损失。 

灌溉
排水

地表径流
洪水

	y 限制访客和车辆的进入和移动，特别是那些在种植香蕉的农场/地区之间移动的高风险访客
和车辆（如运送货物的车辆、农艺师、承包商、国际访客等）。
	y 能够建立和维持蕉园区划(禁区、隔离区和农作区)。
	y 在每个农场分区实施适当的生物安全措施。
	y 制定并实施清洗和消毒程序。保持清洗消毒所需的清洁水供应。建设和维护清洗消毒设施，

为使用过的洗涤水设置管制区域。
	y 确保彻底清洗和消毒所有机器和设备，特别是借出或二手购买的物品。
	y 维护专用的硬面进出道路，并尽可能长期设置边界围栏，以确保安全。
	y 确保在农场毗邻或穿过公共道路的地方进行风险管理，并设置标志牌，提醒公众未经许可不

得进入。
	y 建造排水系统，将邻近农场和公共道路的水流引离蕉园。知晓使用清洁种植材料的重要性以

及经认证种植材料的意义。
	y 使用防动物围栏，将农场和野生动物排除在农作区之外。
	y 有适当的宣传工具，如海报和广告牌，提供包括预防程序和生物安全措施在内的TR4信息。

	| 能够持续不断地对农场工人进行培训，使他们知晓并遵守蕉园生物安全措施。

	| 知晓指定专人负责农场安全措施、以确保其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得到遵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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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零售商和运输商需要：
	| 能够识别TR4在蕉园之间和国家之间传输的主要方式（肮脏的容器、托盘、车辆、设备、衣服、鞋

子、受侵染的种植材料）。

	| 理解贸易商和运输商在防止TR4传播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香蕉种植国之间、地区之间和农
场之间流动的人员、车辆和设备（如集装箱）具有很高的风险。

	| 知晓贸易商必须遵循的生物安全措施:
	y 知道他们应确保对所有二手购买的车辆和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y 能够制定并执行清洗和消毒车辆和设备（如集装箱、托盘）的程序。
	y 能够遵守公共主管部门和所到访的蕉园规定的所有生物安全措施。

	| 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培训，以确保所有员工都了解TR4并明白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遵循生物安全
措施。

	| 了解与承包商沟通的重要性，以确保他们有一个培训和宣传计划，使他们的员工了解TR4并并
明白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遵循生物安全措施。

技术支持服务(顾问/推广官员/培训组织/NGO)需要: 
	| 与NPPO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 对病原体有深入了解。

	| 充分了解国家法规和官方控制措施，并详细了解现有的各种生物安全措施。

	| 能够帮助蕉农制定一套适合其情况的生物安全措施。

	| 理解农艺师/服务提供者在防止TR4传播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既是建议的来源，也是潜在
的传播媒介。人员、车辆和设备（如集装箱）在蕉园之间、地区之间、香蕉种植国之间流动，风险非
常高。

	| 理解必须遵守公共主管部门和所到访蕉园规定的所有生物安全措施。

	| 能够提供持续的培训和信息，以确保所有员工了解TR4并知晓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遵循生物安全
措施。

	| 能够向不同的目标受众传达做到“来也干净，去也干净”的重要性。

公众需要:
	| 了解TR4在蕉园和地区之间传输的主要方式（脏车、衣服、鞋子）。

	| 请理解在各国之间运输香蕉和香蕉叶制成的物品是非常危险的。请不要携带香蕉和香蕉叶制成
的物品。

	| 理解如果他们到访香蕉生产区或农场，必须遵循必要的生物安全措施，如对鞋类和车辆进行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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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预防方法
组织内负责管理TR4的人员需要知道和能够做到的事情。

政府(部长级和政策制定层面)代表需要:
	| 能够理解清洁种植材料的重要性；推广清洁种植材料并为其获取提供便利 

(特别是对小生产者）。

NPPO代表需要:
	| 能够理解清洁种植材料的重要性。

	| 监督种植材料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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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小型农场主需要:
	| 知道可以在哪些经批准的组织培养苗圃获得清洁的种植材料或如何使用来自蕉园的分蘖。

	| 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通过灌溉传播的风险；最好使用来自井眼（而不是河流、水渠、水库）的水进
行灌溉。

	| 了解如何管理农场内禁区和隔离区的径流。

	| 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水土流失、减少水土流动。

	| 通过进排水道和出排水道管理土壤流动，建造沉淀池。

	| 确保将废弃的植物材料倾倒在不向农作区其他部分排水的地方。

	| 避免土壤从蕉园的一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

	| 确保固体废弃物（果袋、绳）已经分离并得到安全处置。

	| 修建围栏，避免牲畜流动或阻碍野生动物流动。

	| 检查有机土壤改良剂的来源（堆肥、基于微生物的堆肥茶）；它们必须来自与香蕉生产无关的地
区或打底材料（prime materials）。

	| 做好应对可能影响TR4扩散风险的自然现象（洪水、风暴）的准备。

	| 不使用蕉叶来保护拖车上的香蕉串。

大型农场主/种植园管理者需要：
	| 知道从哪里或如何从经安全认证的组织培养苗圃或从自己的农场获得清洁的种植材料。

	| 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通过灌溉传播的风险；最好使用来自井眼（而不是河流、水渠、水库）的水进
行灌溉。

	| 了解如何用水和鞋底消毒池对鞋类进行有效的消毒管理。

	| 了解如何定期对文化活动中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

	| 了解如何管理农场内禁区和隔离区的径流。

	| 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水土流失、减少水土流动。

	| 通过进排水道和出排水道管理土壤流动，建造沉淀池。

	| 确保将废弃的植物材料倾倒在不向农作区其他部分排水的地方。

	| 避免土壤从蕉园的一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

	| 确保固体废弃物（果袋、线）已经分离并得到安全处置。

	| 修建围栏，避免牲畜流动或阻碍野生动物流动。

	| 检查有机土壤改良剂的来源（堆肥、基于微生物的堆肥茶）；它们必须来自与香蕉生产无关的地
区或打底材料（prime materials）。

	| 做好应对可能影响TR4扩散风险的自然现象（洪水、风暴）的准备。

	| 不使用蕉叶来保护拖车上的香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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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
能最有效

防范其传播
至未受侵染区域

立即加以遏制
以及一旦检出病害

黄叶病热带第4型

贸易商 /零售商和运输商需要:
	| 能有效利用消毒设施（鞋底消毒池、消毒设施）。

	| 知道应当拒绝使用蕉叶来保护拖车上的香蕉。

技术支持服务(顾问/推广官员/培训组织/NGO)需要:
	| 能有效利用消毒设施（鞋底消毒池、消毒设施）。

	| 了解如何为小型和大型农场主和贸易商提供涵盖上述所有知识和做法的技术援助及培训。

公众需要:
	| 能够知晓进出农场时对鞋类进行清洁和消毒的重要性。即便不是他们自己的鞋，而是农场提供

的鞋，也需要清洁和消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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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如果您认为您可能看到土壤、水或植物材料进出蕉园， 

或者您有任何疑问，请与植物检疫部门联系!

加入TR4全球网络!  

如需更多信息或资源，请订阅我们的简讯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TR4GN@fao.org  |  www.fao.org/TR4GN

TR4全球网络（TR4GN）由世界香蕉论坛秘书处（设于粮农组织
贸易及市场司）和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联合促成。

以上建议由致力于香蕉和植物健康的专家制定，是其加入世界
香蕉论坛TR4工作小组后开展的一项工作。

虽然已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些建议以现有的最新科学知识为基
础，但科学家和各组织均不对因使用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而造
成的任何后果负责。

如需了解成为世界香蕉论坛成员的惠益，并希望为实现香蕉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访问以下网站:

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

世界香蕉论坛秘书处

贸易及市场司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意大利罗马

WBF@fao.org  |  www.fao.org/wbf  |  @FAOwbf

保留部分权利。本作品根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
共享3.0政府间组织许可公开

https://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