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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檢驗員驗證第三國在對獸醫監督專案檢測時所採用獸醫措施等

效性的說明 
 
 

I. 序言 
在制定本說明時，注意到： 
 1.在某些進口國和出口國採用不同的獸醫監督檢驗系統。是由於這些

國家所選擇的風險控制方式確定的風險以及獸醫監督系統歷史發展的不

同所致。 
2.在這種情況下，為了促進貿易， 在確保人畜健康的條件下，進口國

和出口國可以共同對出口國獸醫衛生防疫等級的有效性進行分析，它應達

到進口國應有的獸醫衛生防疫等級，並符合《世界貿易組織衛生與植物衛

生措施應用協定》2規定的等效原則。 
3. 等效原則的使用無論對於進口國，還是出口國來說都是有利的。在

確保人畜健康的同時，它還能促進貿易、降低政府、部門、生產企業和用

戶的調節費用，並允許出口在現有條件下使用最有效的手段達到進口國規

定的保護等級。3

4. 進口國應當避免使用不必要的措施，如果這些措施已經在出口國進

行過的話。在出口國採用措施等效決議獲得通過之後，進口國應當可以減

少驗證措施的次數和內容。 
5. 關稅同盟的標準法規： 
- 2009 年 12月 11日通過的關稅同盟獸醫衛生措施協定； 
-  關稅同盟委員會於 2010 年 6月 18日通過的第 317號“關於在關稅同

盟採用獸醫衛生措施”的決議（以及關稅同盟委員會對 2010 年 8月 17日第
342號決議、2010 年 11月 18日第 455號決議、2011 年 4月 7日第 623號
決議、2011 年 6月 22日第 724號決議所進行的變更）； 

                                                 
2 按照第 3節《等效》的定義，等效措施（也就是說與進口國採用的措施不同，但也能確保達到進口國規定

的保護等級）應當不同於進口國採取的措施。 
3 如果申請把等效作為解決現有貿易問題的託辭，那麼對於進口國來說，採用等效原則就沒有好處。要知道

進口國的這種行為是與國際貿易原則相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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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稅同盟委員會於 2011年 4月 7 日通過的第 625 號決議--“關於確保
關稅同盟在使用國際標準的衛生防疫、獸醫和植物衛生措施方面的法規協

調一致”； 
- 關稅同盟委員會於 2011 年 6月 22日通過的第 721號“關於採用國際

標準、建議和規則”的決議； 
- 關稅同盟委員會於 2011 年 9 月 23 日通過的第 801 號決議--“關於關

稅同盟衛生防疫、獸醫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方面法規統一鑒定程式的規

定”； 
 
-關稅同盟委員會於 2011 年 10 月 18 日通過的第 834 號決議--“關於對

應當進行獸醫監督（控制）的產品（商品）進行取樣以及對應當進行獸醫

監督的項目進行聯合檢查的統一程式的規定”； 
 
- 關稅同盟委員會於 2011 年 10 月 18 日通過的第 835 號“關於衛生防

疫、獸醫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等效性及風險評估”的決議。 
6.在對監控項目進行檢測時，必須要考慮到“食品法典”的建議，例如

CAC/RCP 1-1969（推薦的食品衛生國際總原則）、САС/RCP 58 - 2005 （肉
類食品衛生法）、 САС/RCP 57-2004 （牛奶及乳製品食品衛生法）、 
САС/RCP 52-2003 （魚及漁產品食品衛生法） 及其它相關國際標準、建
議與相關檔。 

 
II.適用範圍 

 
7.檔案中出現的定義符合《食品法典》以及《世界貿易組織衛生與植物

衛生措施應用協定》。 
獸醫衛生措施： 為保護本國人畜健康，防止出現與疾病、有害病毒傳

播者或者病原體滲透、繁殖、擴散有關的風險，採用給被監控商品以及與

被監控商品有關的具有疾病傳播風險或者其它風險的商品添加及利用感

染體、毒素或者病原體的任意措施。 
備註： 獸醫衛生措施包括所有相關法律、法令、法規、要求及程式步

驟，其中包括與被監督商品有關的要求；與其生產和加工方法有關的要

求；與其檢測檢驗、鑒定和許可證發放程式有關的要求；與取樣程式和風

險評估方法有關的要求；以及直接涉及到飲食安全問題的包裝和標牌方面

的要求。 
危險性： 被監督商品組成中具有對健康產生不利影響潛力的生物、物

理或者化學病原體。4

 
4 “食品法典”委員會:《程式指南》 (第 12版), 第 4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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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邏輯上由危險的被監督商品 引起的對健康的不利影響的概率函

數以及該影響的重點。 
風險評估：針對已採用的衛生或者獸醫衛生措施，對害蟲或者疾病在

進口國國內滲透、繁殖或者擴散概率以及與此相關的潛在生物和經濟後果

進行評估；或者對被監督產品因存在添加劑、污染物、毒素或者病原體可

能對人畜健康造成不利影響的評估。 
科學論證過程，分為以下 4個階段： 1） 危險識別； 2） 危險特徵； 

3） 影響評估； 4） 風險說明。4

相應的獸醫衛生防疫等級 （ALOP）：制定獸醫衛生措施的國家認為
在該國國內人身健康保護所需的保護等級（換句話說，該概念可以確定為

“可接受的風險等級”）。 
獸醫衛生防疫措施的等效性：5 等效性 –在出口國所展示的一種狀態：

出口國所採用的獸醫衛生措施，雖然與進口國採用的措施不同，但它能夠

達到與進口國相符的獸醫衛生防疫等級。 
 

III. 確定等效性的總原則 
 

8.與受監督專案檢驗有關的獸醫衛生防疫措施，其等效性的確定，是以
以下原則為基礎的： 

a. 進口國有權確定它認為保護人畜健康所需的獸醫衛生防疫等級。6 
ALOP可以通過數品質指標來表示。 
 

b. 出口國採用的獸醫衛生措施7，實際上應達到進口國的ALOP等級並應
當按照《世界貿易組織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應用協定》的第 2.3 款進行使

用。8 
c. 進口國應當說明，其獸醫衛生措施如何達到 ALOP等級。 
d. 進口國應當承認：出口國採用的獸醫衛生措施與本國不同，但可以達

到進口國的 ALOP等級。 
e. 出口國推薦的等效的獸醫衛生措施， 應當達到 ALOP 進口國的

ALOP等級。 
f. 應出口國的要求，進口國應當在接受期限內即時開始答疑，以確定其

制定的獸醫衛生防疫措施的等效性9。 

 
5 等效性根據CAC/GL 26-1997 確定為《不同的鑒定檢驗系統都要滿足同一目的》。 
6 《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應用協定》規定了世界貿易組織成員國在確定相應衛生保護等級時的權力和義務 。 
7在該指南中，所使用的“措施”這個詞用的是單數，這還可以是多數（多個措施），這視具體情況而定。 
8 等效措施可以達到進口國的ALOP, 或者與其它措施組合使用，促使其達到進口國的ALOP。該指南其餘部
分的任意說明都應當視作具有這種能力。 
9 “食品進出口鑒定檢驗系統委託、評估、制定、進行方面的指南”CAC/GL 26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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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出口國應當客觀地展示，其獸醫衛生措施能夠達到進口國 ALOP 等

級。 
h. 各國獸醫衛生防疫措施的比較，應當採用客觀的方式進行。 
i. 如果在展示等效性時採用風險評估，那麼該國為了使所採用的方法

匹配，應當採用國際常規方法並考慮到《食品法典》 （以下簡稱：
食品法）委員會相關文本。 

j. 為 了能夠更有效和更快地確定等效性，進口國應當考慮到出口國

對被監督專案檢驗方法的熟悉情況及經驗積累情況。 
k. 出口國應當確保能夠登錄檢驗鑒定系統（用於確定等效性 的設

備），以便於根據進口國監督商品管理機構的要求對其進行檢查和評估。 
l. 對等效性的所有評估，都應當考慮到是借助何種手段來支持等效性

的。  
m. 各國應當確保無論是在等效性展示還是在評估時都應當是公開透

明的，如果可行的話，要給所有相關方進行答疑。進出口國，應當對等效

性的評估程式進行協調審核。 
n. 如果出口國為發展中國家，進口國應當對其提出的關於提供適當技

術援助的請求給予批准，因為適當的技術援助能夠促進等效性的成功確

定。  
 

IV. 等效性確定條件 
 
9.任意一種獸醫衛生措施或者涉及到被監督商品的系列措施都需要對

等效性進行確定。構成出口國獸醫監控系統的相關獸醫衛生措施，不是等

效性的確定物件，應當符合進口國的要求。  
10. 等效性的確定範疇，應當取決於以前的經驗、掌握的知識以及進口

國對出口國獸醫監控措施的信心。   
11. 當進口國具有相關經驗、知識及對出口國獸醫監控措施等效性有信

心時，如果兩國同意完全執行進口的要求（例如，當具有貿易經驗時），

那麼獸醫衛生措施等效性的確定，可以不用再考慮構成獸醫監控系統的其

它相關措施。 
12. 當進口國沒有相關經驗和知識以及對出口國獸醫監控措施等效性

沒有信心時，如果兩國不確定完全執行進口要求（例如，如果是首次對被

監控商品進行投標），那麼為了確定獸醫衛生措施的等效性，還需要對那

些構成獸醫監控系統的相關措施進行進一步審核。  
13.為了確定等效性，可以採用以下方式對與檢驗系統相關的獸醫衛生

措施進行近似分類： 
(a) 基礎性機構： 包括立法基礎（例如，食品法及執行法）及行政系統

（例如，國家或者區域性機構組織、法律適用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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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規劃設計、採用推廣及監督檢查：包括，有關體制、監督檢查及執
行方面的文件，作出決定和採取所遵循的準則，試驗室工作能力、運輸基

礎設施、產品鑒定及審查情況；和/或 
 

(c)  特殊要求，包括，針對個別項目（例如，廠房、構件）、設備（例

如，與食品有關的機械模型）、流程（例如，HАССP 計畫）、程式步驟
（例如，屠宰前後的檢驗）、測試（例如，微生物和化學危險的實驗室檢

測）、取樣和檢驗方法的要求。 
14. 這種分類方式，很可能，將促進各國達成“應當確定等效性的獸醫

衛生防疫措施比較協定（見第 V節）。之後，按照規定的分類方法對獸醫

衛生措施進行劃分，這能夠幫助各國簡化構成被監督商品監控系統的其它

獸醫衛生防疫措施的等效性的確定程式。 
 

V. 比較的客觀基礎 
 
15. 因為進口國採用獸醫衛生措施的目的是要達到 ALOP等級，出口國

可以通過證明其採用的措施具有與進口國ALOP等級等效效果來證明其達

到進口國的 ALOP等級，例如：進口國借助比較客觀基礎採用的相關獸醫

衛生措施。 
16. 進口國應當根據出口國的要求盡可能準確地指出，用於出口國推薦

的獸醫衛生措施與進口國本國措施進行比較的客觀基礎11。出口國和進口

國之間的對話，將促進理解並就比較的客觀基礎達成一致。進口國提供的

補充資訊，可以包括： 
a. 採用獸醫衛生措施的原因/目的，包括所採取措施的特殊風險鑒別； 
b. 獸醫衛生措施與 ALOP的相互關係，也就是說獸醫衛生措施 要達到

ALOP等級； 
c. 必要時，要表示出被監督商品通過獸醫衛生措施達到的危險監控等

級； 
d. 被審核獸醫衛生措施的科學基礎，包括，必要時要進行風險評估； 
e. 任意能夠促進出口國提供等效性客觀證明的補充資訊。 
 

VI. 等效性確定程式 
 

 
11 按照“基礎結構”分類的獸醫衛生措施，其比較的客觀基礎, 很可能將具有定性的特點，比如，法律能否對

食品進行監控，能否達到食品安全的基本目的。按照“特殊要求”分類的獸醫衛生措施，其比較的客觀基礎, 很
可能將具有定性的特點，比如，該措施危險監控等級的比較。按照“程式”分類的獸醫衛生措施，其比較的客

觀基礎, 很可能將具有定性和定量的特點，比如，ХАССП食品監控系統中原則的正確使用以及相應標準範圍
的正確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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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進口國應當根據出口國的要求 向出口國公佈其獸醫衛生防疫措施

的具體細節。出口國應當對進口國在被監督商品方面所使用的獸醫衛生措

施進行研究，並驗明其獸醫衛生措施符合要求，以及必須要確定等效性。

進出口國應當使用雙方同意的資訊交換流程來促進等效性的確定。該資訊

僅限於此目的。 
18. 等效性的確定，由出口國和進口國在下列及圖 1的各連續階段之後

確保。雙方應當共同熟悉這些階段，目的是達到統一一致： 
а） 出口國指出，希望採用其它的措施代替進口國的獸醫衛生措施，

並諮詢進口國使用此類措施的原因/基礎。 
b） 進口國提供使用上述措施的原因/基礎以及第 8條的其它相關資訊。  
c） 根據第 8 條，進口國應當盡可能準確地指出用於出口國和本國獸

醫衛生防疫措施比較分析的客觀基礎。由出口國倡議，進出口國應當參與

關於規定比較客觀基礎的對話，目的是達成一致。 
 
d）出口國準備整份文件檔案，通過評估風險或者其它相關方法（根據

合理性），驗證採用其它獸醫衛生措施也可以達到進口國應有的獸醫衛生

防疫等級 （ALOP），並將這些檔提交給進口國。 
e） 進口國對出口國提交的整份文件檔案進行分析，如果這些檔足夠

確定出口國所採用的措施能否達到進口國應有的保護級 （ALOP）的話。 
f）如果進口國對出口國提交的整份文件檔案存在有某種擔心，它應當

在最短的時間內通知出口國，並詳細說明原因。進口國盡可能給出可以打

消這些擔心的建議。 
g） 出口國應當通過提交補充資訊、對標書進行變更或者採取其它行

動對類似擔心作出盡可能合理的反應。 
h） 進口國在相應期限內將自己的意見通知給出口國，並提交做出關

於“該衛生措施與進口國衛生措施不等效，沒有達到進口國應有的 ALOP
保護等級”決定的依據。 

i）應當努力解決整份文件檔案評估意見方面的分歧，無論是初步的檔，

還是針對最終的檔。 
 

VII. 等效性的評估  
 
19.進口國現有等效性評估的基礎，應當是開放的分析流程，它是客觀

的、合適的，它包括與各相關方進行磋商，看看究竟在實際上是否可行。 
20.在對獸醫衛生防疫措施等效性進行評估時，應當注意到： 
а）出口國的食品檢驗鑒定經驗、知識及其系統的可靠性 （見第 IV節）； 
b）出口國提交的確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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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出口國獸醫衛生措施與達到 進口國應有獸醫衛生防疫等級之間

關係的穩定性進行分析，如比較的客觀依據所反應的那樣（見第 V節）； 
d） 參數應當盡可能通過數量表示； 
e）品質的相符性，若被監督商品危險監控等級不受數量影響； 
f） 對資料的可變性及其它不確定性來源進行分析； 
g） 對因出口國採取規定的獸醫衛生措施對人畜健康造成的所有預計

影響進行分析； 
h）食品法典中關於被監督商品安全審核問題的相關文字。 
在對等效性進行任意評估之後，如果輔助程式及設施發生可能對等效

性的確定造成影響的重大變化，那麼進出口國家應當立即就此情況進行相

互通告。 
21.進口國對出口國系統進行評估的程式指南，在附件中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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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等效性確定簡圖  

出口國 
指出獸醫衛生措施（多項） （18.a） 

 
 
要求指出使用獸醫衛生措施的原因/目的

（18.a） 
 
 

比較的客觀依據? （18.c）  
   
   

   不需要進行對話 
 

 
 

制訂選擇作為等效獸醫衛生 
措施的依據（18.d） 

 
 
 
 
 
 
 

 
 
 

對進口國擔憂的回應： 兩者必選其一的獸醫
衛生措施；進一步制訂依據（18.g） 

進口國 
 
 
 

介紹使用獸醫衛生措施的原因/目的（18.b）
 
 

 
 
對話 

 
 
 
 

             
 
              評估 （18.e） 

 
 
            等效?          是           
 
           
             不        擔憂列表 
                        （18.f） 
                                       
                      
 
           評估 （18.h） 

 
 

               等效         是        
 
            
                不 

進口國指出不承認

等效性的原因

（18h）

                      盡可能解決等效性
方面的分歧 18.i）

 
 
                           等效?    是
                                      
                              
                            不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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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國家檢驗鑒定系統進行評估時，採用以下補充原則。 
 
進口國和出口國主管機構檢驗專家在評估過程中的工作原則 
 
А. 評估應當重在結果，它們應當是透明的、建設性的，並應當採用協同
一致的且符合道德的職業方法來進行，必要時，注意機密資訊的保密。 
B. 對於評估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進出口國應當採用協同一致的審議流

程。 
C. 在評估開始之前，基於共同的有效範圍和目的，進出口國應當就相應
的評估方法達成一致。  
 
評估流程原則 
 
D.評估流程應當是有計劃的，它應當是成體系的、透明的、連續的、正

式辦理的、資訊說明的。 
E.計畫，包括國家鑒定檢驗系統評估的依據、目的、有效範圍、評估方
法和要求，應當由進口國明確確定，並在評估開始之前的合理期限內通

知出口國的主管機構並征得他們的同意。 
 
評估報告原則 
 
F.協同一致的校正行為、時間框架、後續檢查程式，應當清楚確定，並

有章可循。 
G.最終評估報告，應當準確透明，它可以公佈，必要時，要考慮到機密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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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А 
 
評估應當重在結果，它們應當是透明的、建設性的，並應當採用協

同一致的且符合道德的職業方法來進行，必要時，注意機密資訊的保密。 
 
 
1. 進口國主管機構的檢驗鑒定人員，應當具有演示評估結果的能力，結

論和建議主要集中在：系統是否有可能取得所需要的結果，以及它們是

否能夠得到客觀資料或準確可靠資料的證明。 
 
2. 在評估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問題都應當由主管機構的檢驗鑒定人員採
用協同一致、合乎道德的專業方式來解決。 
 
3. 進口國主管機構檢驗鑒定人員，應當一視同仁，沒有成見。檢驗鑒定

人應當具有相應的資質、經驗，並應經過專業機構相應方面以及審計方

法方面的培訓。 
 
4. 在評估時，進口國檢驗鑒定人員應當保守機密資訊。 
 
原則 B 
 
對於評估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進出口國應當採用協同一致的審議流程 
 
5. 在開始評估之前，應當就評估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審議流程的關鍵要素

達到一致。進出口國主管機構應當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共同努力解決評估

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問題。如果某一問題無法解決，它們應當在評估報告

指出並給以應當的解釋。 
 
原則 C 
 
在評估開始之前，基於共同的有效範圍和目的，進出口國應當就相應的

評估方法達成一致。 
 
6. 應當選擇能夠評估出口國國家檢驗鑒定系統效率（其中包括，出口國

主管機構是否能夠組織並進行監管以及是否能夠確保進口國的所需保

障）的最有效方法。 
 
7. 在選擇評估方法時，重點要考慮進行評估的原因。例如，評估可能是

交易開始之前進行的風險分析的組成部分，它們可以對國家鑒定檢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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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進行評估或者對單個元素進行監 控（例如，化學物殘留物）或者對

特殊的出口企業進行評估。 
 
8. 在選擇評估方法時，應當考慮到進口國在出口國國家鑒定檢驗系統方
面的工作經驗、知識水準及安全性。 
 
審計方法 
 
9. 審計方法，通常叫作“系統審計”，應當主要集中在評估上：出口國現
有國家鑒定檢驗系統或者其組成部分是否符合其目的。 
 
10. 與整個程式研究不同的是，系統審計基於對系統程式實例、檔或者註

冊登記的研究，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對系統作用範圍內需要進行審計

的系列部分進行研究。 
 
11. 系統方法主要是採用監控系統來實現的，因此所有查明的符合性/不
符合性都應當在整個系統上下文中給以審查。 
 
12. 在進行系統審計時，它可以包括對各因素（法律基礎、監控手段、程

式、廠房、設備、試驗室、運輸工具、通信工具、人員及為此目的而進

行的鑒定檢驗培訓）的研究。 
 
 
檢驗方法 
 
13. 在某些情況下，為了驗證出口國主管機構所進行的監測是否有效，可

以使用以下檢驗方法。 
 
14. 檢驗內容包括： 
 

(a) 作為符合要求的企業，包括對特殊經營專案和產品規格進行

審核、對企業行為及其經營項目的註冊登記進行監察和審核； 
 

(b) 企業員工數量，如果要求中特別指出的話； 
 

(c) 檢驗員的能力，如果在要求中特別指出的話。 
 
原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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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流程應當是有計劃的，它應當 是成體系的、透明的、連續的、正

式辦理的、資訊說明的。 
 
15. 應當形成結果證明檔、結論和建議，使評估的有效性及其結果的呈報

是統一的、透明的及可信的。 
 
16. 在進出口國主管機構之間，為了準備和進行評估，應當就所有流程（由

評估計畫制定到形成最終報告以及評估時出現的所有問題的解決）進行

協商。為確保經常性和透明的協商，進出口國主管機構應當委派評估聯

繫負責人或者評估連絡人。 
 
原則 E 
 
計畫，包括國家鑒定檢驗系統評估的依據、目的、有效範圍、評估方法

和要求，應當由進口國明確確定，並在評估開始之前的合理期限內通知

出口國的主管機構並征得他們的同意。 
 
17. 在確定依據、目的、作用範圍、評估頻率、評估方法時，進口國主管

機構應當考慮到法定的經驗水準、知識水準以及以前的評估案例以及其

它所有起作用的因素。 
 
18. 系統評估程式，應當根據評估目的在提前給定結構程式的基礎上使
用。 
 
通知 
 
19. 在對該國現有國家鑒定檢驗系統開始質詢時以及在開始評估之前，應
當進行以下資訊交換： 
 

a) 評估依據或者必要性，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原因：包括出口國的法律

義務或者是理解進出口國主管機構相應角色作用所必需的，或者是

證明出口國或企業食品生產加工系統能力必須符合要求。 
b) 評估目的，例如，可以是：證明出口國鑒定檢驗系統是否有效使用

/執行專業措施或者技術要求；證明出口國是否遵守進口國的措施；

評估是否符合等效協定或者其它類型的相互驗收，對與進出口食品

有關的通過食物傳播的疾病的爆發情況進行調查，並監督改正先前

做出的評估或者與食品安全問題有關的情況。必要時，可以對出口

國食品安全監控系統風險評估主管機構進行審計，以支援風險管理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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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必須確定評估使用範圍，也就 是說：評估是否適用於整個系

統，或者僅適用於單個組成部分、措施、技術要求或者產品。 
d) 必須確定打算使用的評估方法，包括將要對出口國國家鑒定檢驗系
統進行評估的要求。 

 
20.在所有情況下，進口國主管機構都應當在評估之前通知出口國，以使
主管機構能夠做好所需的準備，例如邏輯安排和收集資訊。如果評估依

據是關係到保健衛生的重要問題，在通知中還應當指出與人體健康風險

有關的緊迫性。 
 
評估準備 
 
21.必須制定評估計畫，包括評估方法、時間期限、資訊交換，並在合理

時間期限內將計畫交給出口國主管機構。計畫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a) 評估目的及範圍，包括，它是單個評估，還是與其它評估相關聯（例

如，對以前評估的檢測）或者是一系列的評估； 
b) 審查/分析範圍/元素，可以包括檢驗單的登記和評估； 
c) 進行評估和形成報告的預期期限； 
d) 出口國國家鑒定檢驗系統評估所採用的標準； 
e) 評估小組成員的連絡人，可以就評估計畫的詳細內容交換意見---
必要時---評估小組成員，包括外國審計人員/檢驗員、總審計師/檢
驗員、技術專家及翻譯； 

f) 評估時所使用的語言，包括書面翻譯、專業和非專業的口頭翻譯要
通俗易懂、資源； 

g) 指出類型，或者如果可能/必須的話，指出訪問地點（例如，辦公室、

實驗室或者其它地方）以及必要時指出期限和通知地點的責任（雖

然這可以在評估前的啟動會上通知）； 
h) 評估日期、開始和結束會議的日期，公佈評估意見的預計日期； 
i) 評估訪問所需的路線及其邏輯順序； 
j) 機密資訊的保護方式。 

 
22.既然必須要確保評估計畫的遵守，就應當靈活編寫，以便於根據評估

前或者評估時收集的資訊即時進行變更。對評估計畫提出的重大變更，

應當盡可能減輕影響，並儘快通知相關主管機構。 
 
23.必須提前統一評估時所使用的語言，包括書面翻譯、專業和非專業的
口頭翻譯要通俗易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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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應當在評估之前盡可能利用電子通信設備進行諮詢並提供評估計

畫、進行和完成所需的盡可能準確的資訊。 
 

a) 在評估準備諮詢中，應當指出評估範圍及評估目的。 
b) 如果這是檢查評估，那麼出口國只需要提供上次評估後發生變化的
資訊或者在上次評估時沒有諮詢的資訊； 

c) 若不是出口國不清楚諮詢資訊的目的，涉及到一些與查詢資訊有關

的問題，出口國可以要求進口國解釋目的及此資訊的用處。 
d) 如果採用實地考察作為評估方法的話，在開始考察之前，必須要對
系統說明文件（包括法律支援）進行分析。 
 

25.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根據出口國主管機構提供的資訊性質在實地考察
之前暫停或者完成評估，在這種情況下，進口國主管機構應當明確通知

出口國主管機構原因。出口國主管機構應當具有接收所供資訊解釋的能

力，如果這將被認為是必須的話。 
 
評估啟動/開幕會議 
 
26.如果評估包括實地考察，那麼就必須要召開啟動/開幕會議。 
 
 

a) 會議應當在出口國主管機構指定的地點召開。 
b) 在會議中，應當對評估計畫的各個方面（包括最後的修正）進行審

查；會議目的 –對該國的國家鑒定檢驗系統進行評價，並驗證評估

參數和數學邏輯。 
c) 必須要就各組在評估時相互協作和聯絡的確保方式達成一致。 

 
結尾/總結會議 
 
27.如果評估包括實地考察，那麼就必須要召開結尾/總結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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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會議應當在出口國主管機構指定的地點召開。 
b) 進行評估的小組，應當做總結並給出主要結果和初步結論。必須要

指出任意不相符合，並引用客觀證據來支持結論。不符合的修正，

應當由出口國的主管機構來進行，由進口國主管機構來檢查，必要

時包括檢測評估。 
c) 在會議中，出口國主管機構享有提問以及接收結果和建議解釋的能

力。 
 
原則 F 
 
達成一致的校正行為、時間範圍及證明程式，應當在檔中明確規定並給

以記錄。 
 
原則 G 
 
最終的評估報告，應當是準確透明的，視機密資訊的使用情況，進行分

佈。 
 
28.進行評估的一方，應當在規定時間期限內享有以下權力：在編寫最終

版報告之前，對報告方案進行審查，提出建議，修正錯誤。總結報告應

當包括或者附有出口國主管機構的建議。 
 
29.在評估報告中，應當結果評定圖，並包括能夠準確反映這些結果的結
論和建議。報告應當包括： 
 

a) 目的、作用範圍及結果； 
b) 評估標準和流程； 
c) 包括評估結果，附有每一結論的強有力證據以及在總結會議上討論

的重要性； 
d) 與出口國主管機構達成初步一致，包括出口國主管機構的建議，目
的是提高報告的準確性； 

e) 對於進出口國之間達成一致的回應措施，要考慮到編寫最終報告的
時間期限； 

f) 包括將要通知並達成一致意見的校正行為的有關說明以及將要進

行監控檢測的有關說明； 
g) 必要時，為了強化結論，還要包括應當進行評估的要素檢測單； 
h) 包括評估結果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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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包括評估時出現的主要問 題，如果沒有就結論和校正行

為達成一致的話； 
j) 包括出現的可能影響評估結論的不確定性因素和/或任意措施；以及 
k) 包括關於評估報告中沒有包括的範圍但屬於作用範圍的說明，以及

出現這種偏差（偏離達成一致的作用範圍）的原因。 
 
30.必須明確指出校對檢查的時間期限及記錄。校正行為的驗證可以包

括： 
 

a) 出口國主管機構提供的保證； 
b) 出口國主管機構提交的檔；或者 
c) 申請的在後續評估中的校正行為 。 

 
31.在評估報告的編寫及後續散發時，應當注意機密資訊的保密。 
 
32.在編寫完最終版的報告後，進出口國主管機構應當進行討論，並盡可

能達成一致：是否將公佈報告，這應當考慮到資訊的機密性，如果有機

密資訊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