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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尖孢镰刀菌古巴专化型热带4号生理小种（Foc TR4），亦称黄叶病热带第4型（TR4），是农业历
史上公认的最具破坏性的植物病原真菌之一，也是全球香蕉和大蕉生产面临的最大威胁。为管
理和遏制TR4，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优先事项。最有效
的指导方针应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并辅之以认识提升、防范准备、能力发展和研究方面的
知识。

本指导方针分为八个部分，由TR4全球网络(TR4GN)的发起者们制定，可以支持政府主管部门
和决策者制定并执行专门的TR4预防战略和计划。 

本指导方针由世界香蕉论坛秘书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贸易及市场司、粮农组织植
物生产及保护司和TR4工作小组制定。TR4工作小组的专家来自不同国家与行业，跨越政府和
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研究机构。

世界香蕉论坛（WBF）创立于2009年，汇集了来自全球香蕉价值链的参与者，将对话转化为行
动，实现可持续生产和贸易的最佳实践。

WBF将零售商、进口商、生产商、出口商、消费者协会、政府、研究机构、工会和民间社会组织联
系起来，以实现可持续香蕉和大蕉生产和贸易的最佳实践。

©粮农组织 /Fazil Dusunc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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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4全球网络是什么?

TR4GN由设在粮农组织贸易及市场司的世界香蕉论坛秘书处和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共
同促成，是提高对TR4的认识并防范其传播的知识中心，也是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平台。
TR4GN是中立的召集人。它:

	| 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开展包容开放的合作奠定基础，以造福于所有人;

	| 收集世界香蕉论坛成员、政府、学术界和香蕉产业的意见，促进TR4信息共享和对该病害的
理解;

	| 促进编制材料和取得研究成果，并推动相关活动，以共同抗击TR4；

	| 通过宣传行业利益相关者在TR4防范方面的努力，促进地方和区域一级伙伴关系的建立; 

	| 为编制提高认识和能力发展材料提供参考，以促进预防和控制TR4。

TR4GN拥有两大内容共享工具：一个时时更新的网站和一份简讯。

任何对全球香蕉生产及其可持续性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访问网站上的内容。用户还可以与联系
人分享信息、数据和材料，加入交流。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ao.org/TR4GN。

全球公认的术语

病害
香蕉枯萎病 (Banana	FW)

真菌
引发香蕉枯萎病的真菌是尖孢镰刀菌古巴专化型	(Foc)

真菌生理小种
最新引发卡文迪什香蕉（以及许多其它品种的香蕉）枯萎病的生理小种是尖孢镰刀菌古巴
专化型热带4号生理小种(Foc	TR4)，亦称黄叶病热带第4型(TR4)。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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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方针的宗旨是什么?

宗旨：本指导方针旨在为政府主管部门和决策者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制定自己的TR4预防计
划。本指导方针不是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各个政府在根据本国国情定制具体的本地解决方案
时可以利用的框架。本指导方针应有助于用户识别国家差距或面临的挑战并制定本地化战略、
利用信息解决这些问题，还应包括防止TR4扩散的具体步骤（第5部分）。

涵盖内容: 本指导方针向各个政府提供以下方面的建议：如何制定TR4行动计划；如何制定TR4
风险管理计划；如何制定TR4监测计划；如何根据国际标准检查生物安全措施的合规情况；以
及如何制定TR4宣传战略。TR4的传播不仅仅涉及某一国的利益，因此本指导方针会酌情强调
建立国际合作和协调关系。

信息来源：本指导方针以粮农组织同各区域、国家和国际利益相关者磋商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
为基础。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ao.org/TR4GN。本文件末尾也有参考文献。

决策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利用本指导方针？

如何选择正确的战略？ 以下是一份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清单。

	| 描述香蕉和大蕉产业的特点：确定行为主体、利益相关者和代表性组织和机构、种植面积、
种植品种、相对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对粮食安全、市场和创造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风
险存在于哪里？

	| 绘制并分析香蕉和大蕉产业的现行法律、监管和制度框架（包括国际条约），以及及时采取
隔离措施的可能性。

	| 识别挑战，计划行动。

	| 识别恰当的技术选项及服务水平。

	| 了解你的受众并把他们放在第一位：建立适当的机制，推动群策群力的风险分析和行动规
划，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 明确制度角色和责任、协作与合作伙伴关系。

	| 为行动奠定稳健的政策和法律基础。

	| 调动资源，为服务提供建立融资机制。政府预算、公共投资特别基金、（小）农民贷款基 
金等。

http://www.fao.org/TR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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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何种战略制定流程？以下是国家层面需考虑的关键步骤清单。

	| 确定背景，分析现状和挑战。

	| 视挑战确定目标。

	| 与关键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就关键目标建立共识。

	| 识别可用选项，围绕理想方案建立共识。

	| 列举一系列实施该方案的行动。

	| 制定行动计划 – 采取什么行动，在哪里行动，由谁采取行动，何时行动。

	| 向关键行为者/决策者提出行动计划，与之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截至2020年1月的黄叶病热带第4型	(TR4)	分布情况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2019),	(ProMusa,	2020)。

资料来源: 改编自联合国世界地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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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 背景

TR4的跨国界爆发表明，这种真菌对世界主要香蕉生产国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个现象不仅威胁
到香蕉出口业，而且威胁到农村社区数百万依靠香蕉和/或大蕉维持粮食安全和生计的小农  
(Dita	et	al.,	2014)。

香蕉和大蕉在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135个国家种植，是保证约4亿人
粮食安全的主要作物。 

香蕉出口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5%。2018年，不计再出口的香蕉贸易总额约为75亿美元。从产值
来看，香蕉是高居世界贸易榜首的水果作物。

TR4是真菌病害香蕉枯萎病病原的最新菌株。真菌先感染植物的根部，再感染鳞茎和假茎的维
管组织。植物对这种侵袭的反应是产生胶质，阻碍真菌的进展。因此，这种阻碍切断了水分和矿
物质向香蕉或大蕉植株的传输。最后，植株会因“窒息”而死亡
 (CIRAD,	2019)。

TR4一旦乘隙而入，就能造成100%的产量损失

20世纪50年代，香蕉枯萎病导致种植当时流行的大麦克（Gros Michel）香蕉品种的数千公顷土
地颗粒无收，经济影响达23亿美元。* 为此找到的解决办法是用一种抗性强的香蕉来代替大麦
克，即现在广泛种植的卡文迪什香蕉品种。

20世纪70年代初，TR4在亚洲出现，并传播到许多国家，影响到卡文迪什香蕉亚组下的品种和
其他品种，持续对香蕉和大蕉的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40多年前，TR4在亚洲首次被检出，随后于2013年传播到非洲，2019年，TR4抵达拉丁美洲--全
球香蕉贸易中约有三分之二的香蕉产自这里。

* 来自香蕉出口企业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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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现状

目前，一旦TR4进入土壤，就没有办法消灭它。杀菌剂和土壤熏蒸剂不能有效地控制或根除土
壤中的TR4。通过间作和其他生态农业实践使种植园的作物多样化，以支持可持续性是关键；
然而，防治TR4的最有效办法是防止其扩散到未受侵染的地区，并在发现时立即加以控制。

鉴于人类流动造成的病害传入风险最大，有必要根据现有的病害特性，对来自报告存在TR4的
国家的乘客实施更多的控制 (AGROCALIDAD,	2013)。



7

第3部分: 挑战

香蕉和大蕉农户和种植者面临的最一致的挑战是：首先，在运输机械、设备、水果和土壤时避免
污染；其次，保存记录，特别是去污记录。虽然一些蕉农可能已经采取了生物安全做法，但总体
上缺乏文件和记录来确定哪些道路是”干净的”，生产区域也难以划分，所以如果发现他们的蕉
园受到TR4侵染，就会影响继续生产。

孢子通过根部感染植物，并在香蕉或芭蕉植物的木质部导管中潜育，阻断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
动。事实证明，杀真菌剂无法拯救已经感染TR4的植物，而且真菌的孢子可能在土壤中存活几
十年。

一旦蕉园受到侵染，遏制病原体的唯一方法是根据专门的植物检疫标准摧毁所有植物，并令农
场经年停产，同时努力防止孢子随径流逃逸。

在短距离内，TR4可能通过地表径流中的根与根之间的接触传播；通过车辆、工具、鞋子上附着
的土壤传播；以及通过未消毒的盆栽堆肥传播。在较长的距离内，例如乘坐飞机或甚至乘车跨
越国界时，或进出香蕉生产国时，TR4通过土壤、农业或种植材料、香蕉或大蕉材质的手工物
品，以及访问其他香蕉或大蕉作物生产地区时穿着的衣物或鞋子，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进行
传播。

香蕉生产者防治TR4时面临的需要政府支持的具体挑战包括：

	| 在蕉园设立隔离区和检疫区;

	| 控制人员、工具和车辆进出蕉园;

	| 确保在机场和其他边境入境点对农业材料执行最严格的海关管制;

	| 监测水源; 

	| 从可靠和经认证的来源获得种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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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 如何制定国家层面的TR4风险管理计划

本部分将讨论政策制定者如何支持推广人员，从而帮助香蕉和大蕉种植者应对风险、减少劳动
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波动，并提高他们的TR4风险管理技能。

蕉农往往需要得到支持，以认识和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做出更好的蕉园管理决策。

当农民在土地上播种和施肥时，他们不知道未来的降雨量，也不知道会有几场暴风雨。但是，他
们必须决定是否要种植作物。他们用于耕地、种植和施肥的资源可能无法收回。这些风险不是
农民可以控制的，但很多农民已经形成了应对和管理风险的方法 (Kahan,	David.	2013)。

香蕉和大蕉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是病虫害的发生，例如由TR4引起的香蕉枯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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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风险

TR4的主要传播载体是受侵染的植株片段、受侵染田地的污染水和土壤。它们被人、机械和动
物带出蕉园，或者以工具上的污染物形式进行机械传播。TR4一旦传入，就会随着土壤移动、运
输、灌溉水、排水或其他水资源从有TR4的地区向无TR4的地区进行二次传播 (Dita,	 Martínez-de	
la	Parte	and	Pérez-Vicente,	2014)。

TR4传入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导致种植最广的香蕉基因型被接受度较低的其他基因型所取代，
也可能导致新的香蕉生产模式的引入，以避免植物检疫风险。 

例如，多样性是预防的关键。通过间作和其他生态农业实践使种植园的作物多样化，以支持长
期可持续性。

风险管理
执行风险管理需应用:

	| 植物检疫措施，以防止TR4传入国内;

	| 根除-遏制或抑制-遏制措施，以应对入侵。

第一步应当绝对禁止植株或植株片段流出TR4疫区 (Dita,	Martínez-de	la	Parte	and	Pérez-Vicente,	
2014)。

在入境点，可以通过检查有枯萎和导管坏死症状的植株或根部和根茎有坏死症状的植物片段
来检测TR4的存在。这类植株应小心移走，并将其代表性样本送至诊断实验室。检查时应核实
目测症状和损伤情况。一旦确认存在TR4，应没收材料并立即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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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措施包括: 

	| 在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强制申报清单中增加TR4； 

	| 禁止从检出TR4的国家进口芭蕉属植株或苗木以及其他寄主。进口芭蕉属种质或用于繁殖
的植株应经由中间检疫站。这些材料应编制详尽的索引，并确定不含TR4;

	| 在检出TR4的国家的工作人员或前往这些国家实地访问的人员当中开展能力培养和宣传
活动。其中应包括在实地考察后采取措施，以防止土壤或植株片段转移到衣服、鞋子和/或
工作设备上；

	| 进行监测(如土壤调查)，以尽早发现潜在TR4入侵;

	| 由国家植物保护组织（NPPO）指定诊断TR4的参考实验室；

	| 在识别症状、取样、治理、样本处理和诊断方面进行能力培养；

	| 编制一份在TR4病毒暴发时有助于诊断和管理的国内和国际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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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现疫情或入侵，采取以下风险管理措施： 

	| 在香蕉或大蕉中确认了TR4的存在之后，接下来的步骤是：  
	y 着手在疫区建立隔离区，并划定界限；限制人员、设备和动物出入; 收集样本以确诊并

销毁有症状的植株; 
	y 如果植株属于其他品种（也可能易感其它真菌生理小种），建议等待TR4确诊。

	| 监测人员、设备、动物、植株片段和土壤进出TR4疫区;

	| 记录流行病学信息，试图确定TR4可能的初始传入（来源）;

	| 确诊后，应销毁受侵染的植株和周围7.5米半径内的所有植株，进行根除。这些植株应该用火
焚烧。应将植株切成约60-80厘米长的碎片，根茎和根部应掘出。应割除该地区的所有杂草，
并用塑料罩覆盖所有材料，用甲基溴或其他经批准的等效熏蒸剂进行熏蒸，以消毒土壤表面
和植物材料;

	| 根除病株时使用的所有工具，以及进入病害区的鞋子、设备和设备的轮子都必须进行消毒，
避免二次传播。在根除受侵染植株之后、根除疑似受侵染植物之前，还应该对工具进行中间
消毒。消毒的有效成分建议使用季铵制剂。所有疫区应隔离一年半。应定期进行调查，确认是
否有新的植株或再生植株，以核实或宣布TR4的根除。应禁止任何涉及土壤或TR4寄主植物
移动的生产;

	| 该地区应禁止种植任何其它作物或建立苗圃; 

	| 如果根除/遏制疫情不成功，则应制定抑制/遏制程序。后者与前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
范围扩大，包括根除植物的半径扩大，并用棉隆代替甲基溴。



12

©粮农组织 /Fazil Dusunceli

第 5部分: 如何制定国家层面的TR4行动方案

TR4国家行动方案规定了实施植物检疫行动的基本程序。通过这些方案，可以在政府的领导下
对TR4的暴发进行适当的预防、检测、管理和遏制。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根治TR4菌株的方法，因此早期发现、小心销毁受侵染的香蕉和大蕉植株
以及农场限制是控制和遏制它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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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定行动方案，首先必须分析现状，找出差距，然后设计符合当地情况的行动方案。行动方
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明确所有利益相关方(农民联盟、出口商、包装商、香蕉种植投入品供应商、学术界、研究机
构、参考实验室等)。

	| 建立一个监控机制，确保尽快报告任何疑似案例。

	| 制定一项计划，以加强个人和机构在诊断和执行生物安全、生产经认证的种植材料、植物
检疫措施以及通过国家育种方案开发抗性品种方面的能力。

	| 建立一个法律和政策框架，使国家植物保护组织能够在没有任何限制或拖延的情况下进
行检查和实施遏制程序。

	| 制定宣传战略，明确谁将负责与媒体沟通，并负责报告和确认病原体的存在(通常是
NPPO，但如果由另一个实体扮演这个角色，则应由国家主管部门指定)。

	| 根据本指导方针第8部分确定的不同受众，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提高认识的活动。 

一项有效的国家政策 (ProMusa,	2020) 应包括下列关键步骤。

	| 列明 TR4 为检疫性有害生物。

	| 建立 一个监控体系，以迅速检出入侵。

	| 颁布 允许NPPO对蕉园进行干预的法规，包括由其:
	y 进行检视;
	y 采样; 
	y 执行正确的植株销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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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动方案样例

一项成功的国家行动方案规定了一旦在农场发现TR4感染后应实施的运营活动 (Australian	
Banana	Growers’	Council	Inc.,	2017)。该方案界定了下列步骤:

 y 记录 (GPS 坐标, 受侵染植株数量, 等等); 

 y 受侵染植株的销毁; 

 y 销毁区的安全保卫工作; 

 y 销毁区的维护;

 y 保护蕉园，阻断TR4传播。

还应向参与的种植者提供农场和包装棚地图，以便对整个农场进行生物安全规划。一些生物安
全计划中包括了换靴区，以隔离蕉园，并尽量减少蕉园土壤进入包装棚和其他地方。 

计划内容应包括生物安全战略的必要性，并应鼓励蕉农通过以下方式制定个别计划:

	| 设计生物安全计划记录的模板；

	| 制定并分发生物安全蕉园管理计划规定要求的简化版，以便更好地理解法律义务；

	| 研究农民、产业和政府之间的生物安全计划成本分担，这将鼓励下一个（批）感染TR4的蕉
园经营者迅速落实生物安全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TR4在他们的蕉园、邻近蕉园和整
个产业的传播。

新品种:	在制定国家预防计划时应考虑的另一个问题
虽然预防和控制是关键的控制措施，但从长远来看，抗性品种和多样化的生产系统将是克服
TR4侵染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	China)。

鉴于种植材料对病害传播的影响，使用健康的种植材料是任何TR4管理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最有效的控制方法是使用抗性品种。

虽然为利用野生香蕉的性状而培育的新品种有望对TR4作出长期应答，但对香蕉野生品种的
抗性还不够了解 (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	China)。

必须与学术机构和高级研究机构一起，促进蕉园层面的新品种研究，将科学发现与蕉园现实及
需求联系起来。国家主管部门必须促进这种交流，并协助每一个香蕉和大蕉种植户，特别是那
些不容易触及的种植户，获得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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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如何制定国家层面的TR4监测计划

早期发现和迅速消灭病害往往是监管监测方案的目标，TR4监测方案也应如此。

监测是通过调查、监控或其他程序收集和记录害虫存在或不存在的数据的正式程序(IPPC,	
2016)。就TR4而言，监测土壤样本以进行早期检测至关重要。监测是一个国家的NPPO的义务，
也是NPPO职责概述中的其他义务和植物检疫决策监测活动的基础，是《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规定的国家植物检疫系统义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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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O承担植物病虫害监测方案的所有责任。为保证方案成功，必须明确界定指挥条线和下放
到不同级别的权力。在分权体系中，可将权力下放到国家、州、省、县和地区各级，以便在整个目
标地区形成一个步调一致的方案。

实施国家植物病虫害监测方案应保证结果准确、可信，并通过有效的宣传系统进行，为国家目
标和优先事项做出贡献。管理支持对于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的方案至关重要 (IPPC,	2016)。

监测活动对早期检测TR4暴发至关重要。为了与可能受影响的生产者、进口商和出口商签
订合作协议，以便为各机构开展的各种活动提供及时的信息和支持，监测活动是必要的 
(AGROCALIDAD,	2013)。其他参与监测和控制的行为主体包括市政府、省政府、大学以及与当地蕉
农合作的研究中心。

国家植保组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协调各有关单位，以确保问责制、及时执行、报告、信息共享，
并确保协议符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SPM）和指导方针。

必须确定各项活动的优先次序，使之与政府为植物病虫害监测活动提供的资金的可预测性和
可用性水平相匹配。NPPO和任何监测委员会都需要认真考虑方案各方面的成本效益影响，以
优化资源配置 (IPPC,	2016)。

因此，植物病虫害监测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总体任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是《国际植物
保护公约》第四条第2款(b)项的要求。

一般性监视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6号将一般性监视定义为“从存在的许多来源收集与一个地区

相关的某些有害生物的信息并提供国家植物保护组织使用的过程” (IPPC,	2016)。一般性监视 
应当：

	| 证实NPPO无有害生物的声明;

	| 提供信息，协助及早发现新的有害生物;

	| 向其它组织报告，如其它NPPO、区域植物保护组织（RPPO）和粮农组织；

	| 汇编寄主和商品有害生物清单和分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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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监视的结果可能包括:

	| 基于所获得的信息实施或取消隔离; 

	| 如果在一个地理区域内需要更多关于有害生物的信息，则设计特定的调查。

专门调查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6号将专门调查定义为“在某一规定时期内，国家植物保护组织获

取一个地区的某些地点有关有害生物信息的程序”(IPPC,	 2016)。专门调查可以着重调查某种有
害生物、寄主或商品。专门调查类型包括:

	| 检测；

	| 划定界限；

	| 监控。

专门调查的结果应当： 

	| 证实NPPO无有害生物的声明;

	| 提供信息，协助及早发现新的有害生物;

	| 向其它组织报告，如其它NPPO、RPPO和粮农组织。

适当的国家植物检疫立法是监测方案支持活动的一项基本要求。国家立法应包括有关监测的
权力、权限和责任的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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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PO在制定监测方案时需要考虑下列关键问题 

战略理据:

	| 威胁侦测、应急或缓解；

	| 预警;

	| 快速适当反应; 

	| 针对某些生产部门可能承受的不利影响或者为了避免环境破坏做好准备工作。

可行性:

	| 技术可行性; 

	| 经济可行性。

以下建议涉及利益相关者关系和支持。

	| 有必要长期努力，建立信任，保护本国的农业和自然资源。

	| 监测方案必须清楚阐明其目的(当前或未来的裨益)和受益人。

	| 应根据资源的可利用性、生产周期、季节性和TR4（风险）的发生概率，明确规定监测行动的
时间和周期。

	| 应在NPPO内部指派关键人员，由其建立、管理和维持利益相关者关系。对监测方案感兴趣
的利益相关者应首先咨询其所在国的NPPO，并考虑以下几点:
	y 病害参考资料库的可用性; 
	y 监控、抽样筛查、管理和一般性监视的预算拨款和人力资源 (IPPC,	2016)。

关键群体和个人了解监测方案的目标、其主要业务以及需要哪些支持才能使方案良好运作是
非常重要的。制定并落实计划，提高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并建立支持，将有利于监测方案的
实施  (IPP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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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部分: 如何按照国际标准检查生物安全措施合规情况

本部分将审视生物安全措施的重要性，这些措施涉及国家层面的许多利益相关者。虽然政府机
构的动机最强，但产业界、科研机构、特殊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国
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的各级政府部门都要参与生物安全措施合规工作 (FA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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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使命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FAO,	2007)。

	| 保护人类健康和消费者对农产品和食品的信心。

	| 保护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系统，以及依赖这些系统的人民和产业。

	| 保护环境，包括原生植物和动物。

	| 充分利用贸易机会，向进口国表明本国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在适当保护水平（ALOP）方面
达到他们的期望。

	| 有效利用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等领域的有限资源。

	| 为私营部门的生产商和加工商提供成本效益好、效率高的政府服务。
	y 让积极主动和共同负责的私营部门成为机会的促进者、创新者和技术的创造者，以支

持各种规模的生产系统。

	| 履行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

	| 防范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

管理和控制TR4的蕉园现场生物安全措施措施只有在按高标准执行、并且时时遵循的情况下
才会有效。一项实践单次不到位就有可能引发新的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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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农业、林业、渔业和环境等经常涉及生物安全事宜的行业的主管部门
在当代生物安全综合应对方针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然而，负责贸易、海关、运输、金融和旅游等
行业的政府其他机构也可根据国情发挥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主管主管部门往往与”第三方”组织签订合同，由其提供一系列核心生物安保职
能，包括监测方案、入侵应对活动和实验室诊断服务。

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为例

以下基于昆士兰州政府《生物安全管理计划：升级检查表》 (Queensl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2019)	制定的检查表，可以作为其他国家香蕉或大蕉种植园管理规划的出发点。

 y “生物安全管理计划”的标题应突出，并增加一节，说明该计划应国家规定制订。 

 y 应包括符合国家法规要求的计划宗旨声明。

 y 清楚识别人员及个人物品进出对蕉园财产构成的所有潜在生物安全风险。

 y 以地图或图表形式清晰呈现本计划适用的生物安全管理区域，明确界定与该区域相关
的特定风险。

 y 列明指定出入口和指定行走路线。

 y 明确个人进出蕉园以及在蕉园内部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行动规范和措施。

 y 准备一份计划书副本，供在必要时查看。

 y 确认任何进入蕉园范围的人都已经阅读和理解该计划，并了解他们应履行的义务。

 y 要求进入蕉园的访客在登记簿上登记以下部分或全部信息:
 y 个人信息。
 y 车辆信息。
 y 来访事由。
 y 声明他们已经阅读过本计划，了解进出蕉园及在蕉园内部活动时需遵循的措施。

 y 在生物安全管理区域的入口处设置显著标志，说明已实施生物安全管理计划，如果不
遵守计划中规定的措施，则属于违法行为。

 y 写明联络电话号码，确保能联络到蕉园管理者、能应要求提供本计划书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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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如何制定国家层面的TR4宣传战略

本部分旨在增加价值，使政府宣传人员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知识，以便更有效、更专业地履行其
职能。本部分强调，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运用适合当地的战略宣传原则，以实现与预防
TR4有关的长期行为改变目标 (O’Sullivan	et	al.,	2003)。

本节中的准则可作为资源，用于制定具体的战略，使传播更具可操作性、可获取性、相关性、及
时性、可理解性和可信性。

政策制定者及相关人员时时需要有用的工具，以帮助他们用战略眼光和创新方式来应用其传
播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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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向公众进行宣传是TR4预防、控制和根除计划成功的关键 (AGROCALIDAD,	2013)。 沟通和
宣传活动如能步调一致，并充分利用区域能力，将更加有效。例如，通过媒体进行宣传的最佳方
式是借助目标区域的公私部门战略联盟。

在整个香蕉和大蕉生产链的不同部门和行为主体当中开展培训课程和传播知识，将保证在执
行沟通计划中所设想的不同活动时能够统一标准和协调合作。

信息/目标
第一步是为宣传计划确定一个中心信息或目标，以抗击TR4在某一国家的蔓延。虽然各国产品
和活动的技术、受众和渠道各不相同，但都应围绕同一关键信息/目标。以下列综合信息为例： 

抗击TR4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是防止其扩散到未受侵害地区、一旦检出疫情后加以遏
制。然而，TR4不会通过水果传播，也不会影响人类健康。	

所有政府宣传人员应致力于确保信息有效地传达到关键受众，以保护农场的健康、香蕉产业和
香蕉生产国数百万人的生计。 



24

©粮农组织 /Fazil Dusunceli

受众
确定政府主导的宣传活动所针对的受众是有效宣传以防止TR4蔓延的关键。这些受众包括以
下群体:

	| 种植户和蕉农  
出于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为蕉园作决定的个人。

	| 蕉园访客 
因工作或休闲而到访蕉园，但可能不熟悉香蕉或大蕉园，也不熟悉蕉园具体规则的个人。

	| 国际旅行者  
跨越国界的个人，有时从一个香蕉生产国进入另一个香蕉生产国，这增加了TR4传播的 
风险。

	| 出口商  
将香蕉从农场长途运往其他国家的各个出口市场并抵达最终目的地的个人及其代表的 
公司。

	| 公众  
不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或者不具备任何专业技术知识，但为了生计或因为经常吃香蕉和大
蕉而与香蕉和大蕉生产的良好运作息息相关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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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渠道
确定受众只是一个中间步骤。需要传播的信息应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达到目标受众

（其中许多人的信息消费方式不同）。

TR4风险国家可以采用下列宣传渠道 (WHO,	2017):

	| 视听传播服务提供了除书面文字传播以外的替代信息传递方法。 
 
这可能包括海报和平面材料上的图形设计，展品、信息图表和视频制作，播放视
频，YouTube频道以及电视和广播。

	| 品牌标识和企业形象建立在值得信赖的组织基础上。这些组织在特定问题上能力出众，享
有很高的声誉，并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的独立和成熟的领导者。 
 
这可能包括识别宣传本组织工作的内外部机遇；为重大活动的定位提供传播支持；为工作
人员举办关于如何最好地传播信息的培训课程；制定关于使用标识和其他品牌产品的政
策和指南；定期调查内部和外部对本组织或本组织所传播信息的看法。

	| 宣传能力培养包括持续提高工作人员的宣传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有效地宣传本组织的
工作、健康信息、咨询和指导意见。 
 
这可能包括面对面和在线培训(特别是培训师培训[ToT])，以及开发工具来指导和支持传
播工作。

	| 应急传播在疫情爆发等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其目的是确保面临风险和受风险影响的人
以及利益相关者能获得保护其健康和安全所需的信息。  
 
这可能包括监控有关疫情的新闻和社交媒体内容；为不同的受众开发和量身定制材料和
谈话要点；进行积极主动的新闻和社交媒体信息传递；回应媒体询问；设计和建立应急网
站；开发和更新网站内容；与内部和外部合作伙伴协调宣传活动。

	| 健康行动是提高公众对重大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动员大家支持相应行动的机会。 
 
这可能包括指定一年中的特定日子或星期举行 “官方 “仪式，例如世界香蕉日庆祝活动。

	| 内部宣传对于建立组织品牌的可信度和信任至关重要，它影响着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外
部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对组织的讨论。  
 
这可能包括向所有员工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提高增强员工参与度；促进对话和信息交流
的公司重要活动，如全球公共卫生日。

	| 紧急情况下的多语种传播，能以受影响人群的语言迅速生成关键信息。在传染病爆发期
间，选择合适的语言、以符合文化习惯的方式提供信息是指导性道德原则之一。 
 
这可能包括在特定的受侵染地区以尽可能多的语言和不同的形式发布关键信息，使受众
能看到以母语写就的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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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媒体的参与使组织能够迅速与当地和全球的人们建立联系。  
 
这可能包括有影响力和受欢迎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所有渠道和世界各地得到报道，如数
字和传统电视和广播、通讯社、平面媒体和各种社交媒体平台。

	| 战略和内容通常由作为 “内部公关机构 “的团队来实现。该团队制定宣传战略和策略，将
组织的工作与全球受众联系起来。  
 
这可能包括制定宣传目标，设计和实施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策略，或协调不同的宣传活
动，并采用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 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发展，利用新颖的电影、广播和其他新技术，增强用户参与对话的能力。
主要渠道包括推特、脸书、Google+、Youtube、Instagram、领英、Storify、四方网、Vine、Ello
和Periscope。通过参与社交媒体对话，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可信的信息，可以将流量引向
组织的网站，在那里可以找到更详细的可信内容。

	| 网站/在线传播构成在线信息库。网站上有科研文章、关于病害的通俗易懂的情况说明，以
及关于本组织在世界各地工作的专题报道。 
 
这可能包括开发无障碍内容，制作和编辑情况说明、专题报道和其他产品，供多种网络连
接设备使用，通常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

战略和规划是政府开展高效、协调一致的宣传工作的关键要素。更具体地说，高级别政府会
议(例如内阁会议或部长级会议)等做法加强了以一个声音进行宣传的能力，这反过来又可
促进对政策制定者们制定的共同方案和运动进行联合宣传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预防TR4是每个人的责任：了解自己在这项重要任务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并正确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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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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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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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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R4GN%40fao.org?subject=
http://www.fao.org/TR4GN
https://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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