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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20 分会议开始
任何附属机构的报告

关于清除和第 4 条通用电子模板问题的专题讨论
(CCW/P.V/CONF/2011/3 和 Corr.1)

德雷克斯勒女士(德国)，《第五号议定书》之下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清除、排
除或销毁和第 4 条通用电子模板问题协调员，在介绍 CCW/P.V/CONF/2011/3 和
Corr.1 号文件所载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时说，2010 年 4 月的专家会议侧重的是以
下几个方面：清除和销毁活动信息交流，清除方案优先事项的确定，清除和销毁
方案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第 4 条通用电子模板。各国代表团介绍了各自国
家在这些方面的活动情况。她请会议核可这份报告第 19 段所载建议。
2. 马尔琴科先生(乌克兰)借助幻灯演示发言。他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
的军事活动，乌克兰共有 15,000 公顷的土地受到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沾染。战后
的排雷工作侧重居民区和运输网络，但战争遗留爆炸物仍然给乌克兰许多边远地
区造成问题，所涉区域具体为沿海地区和 34 个先前的军事试验场，面积约为
150,000 公顷。1996 年以来，爆炸物已经造成 325 名平民伤亡，其中死亡 139
人。2011 年，已经有 18 人因爆炸物而死亡或受伤。大约四分之一的受害者为儿
童。
3. 在过去五年中，在一个面积为 6,400 公顷的区域内，共对 140 多万件战争遗
留爆炸物作了无害化处理。所有排雷行动均按照《国际排雷行动标准》进行，有
关方面对公众进行宣传，使其了解战争遗留爆炸物构成的危险。
4. 国家拨出了大约 1,800 万美元，以便采取一些措施，清理相关区域的战争遗
留爆炸物并减缓相关问题，包括将在一项 2012 至 2016 年国家应急方案之下采取
的一些步骤，该方案规定将在相关区域进一步开展排雷行动。一项单独的区域方
案将 Sevastopol 和 kerch 定为高危地区，规定这两个地点在扫雷行动中享有优先
地位，现已在该方案之下清理了将近 1,500 公顷土地。相关工作还侧重一些弹药
储存点，如洛佐瓦和基辅两市周围的储存点。2008 年，洛佐瓦约有 93,000 吨爆
炸物发生爆炸，约有 20,000 吨遗留爆炸物散布在该市 247 公顷的土地上，对
此，乌克兰于 2011 年通过了一项方案，目的是处理这次事故之后仍然存在的问
题，完全清理所涉区域，使余下的爆炸物失效，并将事故风险降到最低点。2011
年，在 Lozova 储存点 100 公顷的区域内清理出 4,500 吨遗留爆炸物。同年，约
有 3,300 公顷的军事试验场和战场得到了清理。
5. 乌克兰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供技术援助表示感谢。
6. 沃伊诺夫先生(白俄罗斯)借助幻灯演示发言。他说，每年，武装部队的流动
排雷小组和内政部消防人员对大约 20,000 件爆炸物作无害化处理。2011 年 4 月
8 日的一项法令规定，由以下两个部承担清除某几类爆炸物并对其作无害化处理
职责：国防部负责对白俄罗斯各地的爆炸物作无害化处理并将其销毁，但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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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内政部负责居民区的清除工作，并且负责全国各地的航空炸弹的清除。最
为复杂的清除地雷行动由内政部和应急行动部联合开展。过去一年中，这两个部
在居民区附近发现了 64 发德军火箭弹，在原先的一座德军补给站发现了 6,000
多件爆炸物，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在第聂伯河河床发现了 15 发炮弹，并且对这
些弹药作了无害化处理。军事和地方主管机构共同努力，确保武装部队能够迅速
得知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地点，同时还在发现此种危害的地区开展宣传活动。武装
部队和一个由内政部开办的排雷中心负责对排雷专家进行培训。
7. 萨马冯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观察员)说，老挝仍在设法处理老挝所在区域
40 年前发生的冲突留下的危害。战争遗留爆炸物仍在造成人员特别是儿童伤
亡，并且阻碍着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清理工作有所加强，目前，六个人道主
义机构和七家商业性排雷公司正在设法清除土地上的未爆弹药。自 1996 年以
来，已经清理出 307 平方公里的土地，共有 130 多万件未爆弹药被销毁。在这一
时期，共有 200 多万人听取了到各村宣讲爆炸物危害的人员的宣传。
8. 还有许多工作仍有待开展。他代表老挝政府，感谢捐助国以及国际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在处理未爆弹药方面提供帮助，并希望此种援助能够继续得到提供。
9. 卡卡尔先生(阿富汗观察员)在介绍阿富汗的未爆地雷和集束弹药情况时说，
通过将数据库合并，同时随着勘察的进行以及难民返回离弃的村庄，发现了先前
未知的沾染情况。
10. 自 1990 年以来，随着《阿富汗排雷行动方案》的执行，已有 1,400 平方公
里沾染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土地得到清理，并有 1,200 多万件未爆弹药被销毁。但
是，根据数据库中的资料，目前仍有 5,700 多个雷区和战场尚未得到清理，全国
各地此种区域的面积共约为 620 平方公里。此外，仍在发现新的沾染区域。战争
遗留爆炸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阿富汗境内的冲突仍在持续，弹药被藏匿，
平民可能获取这些弹药，贫困者收集废旧金属，人们――尤其是诸如回归者等几
类平民――对地雷的危险缺乏认识，所有这些都会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11. 所以，阿富汗政府打算请求延长 2013 年这一根据《关于禁止使用、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渥太华公约》)销毁杀伤人
员地雷的期限。根据《阿富汗契约》，70%受地雷和未爆弹药沾染的区域应当在
2011 年 3 月之前得到清理，实际达到的清理比例为 69%。
12. 阿富汗想要消除未爆弹药问题并且加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就需要持
久和平。在此期间，为了使《排雷行动方案》继续得到执行，就需要捐助国和其
它伙伴提供持续不断的支助。他代表阿富汗政府，对有关方面提供援助表示感
谢。
13. 阿卜杜勒拉赫曼先生(苏丹观察员)说，虽然苏丹尚未加入《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但苏丹认为，它在已加入的《渥太华公约》之下作出的承诺是与该公约的
精神相一致的。2002 年，制定了一项排雷方案，自那时以来，苏丹一直在清除
其领土上的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截至 2011 年 8 月，已有 8,000 多枚杀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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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地雷，2,600 多枚反坦克地雷，将近 383,000 发小武器子弹和大约 44,000 件未
爆弹药被销毁。排雷作业目前侧重 305 个已登记的危险区域。由于青尼罗州和南
科尔多凡州最近发生冲突，预计将会发现新的受沾染区域。
14. 迄今为止，相关国家数据库登记的地雷受害者共有 1,732 人，但是，由于未
曾进行过任何普查，因此受害者总数不详。现已对 114,000 多人作了地雷危险宣
传教育，这些人包括回归者、雷患社区居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现有 17 个地
雷危险宣传教育和社区联络小组在苏丹开展活动。由于经费有限，工作受到阻
碍，不得不侧重最高度优先区域。为扩大工作覆盖面和处理新发现的雷区，需要
更多的经费。苏丹政府感谢捐助国提供了支助。
15. 阿尔瓦拉多女士(秘鲁)说，秘鲁排雷中心负责协调清除秘鲁领土上的所有杀
伤人员地雷工作，并负责执行《第五号议定书》。近几年，已有 4,000 多枚杀伤
人员地雷被销毁，其中一些工作在与厄瓜多尔协调的情况下得到开展，相关工作
对建立两国间的信任起到了作用。秘鲁武装部队制定了处置军械储存和销毁战争
遗留爆炸物的程序和规程。
16.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秘鲁排雷中心正计划举办一次《第五号议
定书》问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定于 2012 年 1 月举行，将邀请国防部、武装部
队的代表和参与处理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其它行为者，包括国际组织和潜在捐
助方的代表参加。研讨会旨在增加人们对《议定书》的目标和《议定书》在秘鲁
的执行情况的了解。主管机构希望增强各机构为《议定书》的执行作出贡献的能
力。鼓励执行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秘鲁期待着其它缔约方提供支持。秘鲁
希望在今后几个月中完成首次《第五号议定书》执行情况国家报告，并且及时提
交该报告。
17. 帕尔希科夫先生 ( 俄罗斯联邦 ) 说，俄罗斯主张进一步加强《第五号议定
书》，并使该议定书得到普遍加入。这项议定书兼顾人道主义、军事和经济利
益，并对《公约》述及的问题，包括与战争遗留爆炸物相关的人道主义问题切实
加以处理。在区域冲突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该议定书的作用只会越来越明显。
18. 俄罗斯联邦仍有大片领土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军械所沾染，目前采用
多种手段，以应对平民面临的真正危险。为了对俄罗斯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
爆炸物作无害化处理，部署了 40 多个排雷小组，这些小组配备勘查、清理、移
除和销毁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最新技术。探雷犬在扫雷小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影响特别大的地区，提高公众意识，使其知道可采
取何种恰当做法，是工兵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议定书》第 4 条，地雷密
度资料、战争遗留爆炸物详细情况，以及有关爆炸物的无害化处理和销毁情况具
体说明等，保存在各军区司令部，这些信息被用来改进清除作业。
19. 俄罗斯专家愿意在人道主义排雷和对战争遗留爆炸物作无害化处理方面提
供援助，包括在实地对专家进行培训。在塞尔维亚，俄罗斯专家已经对 1,62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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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遗留爆炸物作了无害化处理，排雷人员对大约 54,000 公顷土地进行了地雷
搜寻。
20. 德雷克斯勒女士(德国)，协调员，说，主题讨论表明，清除和销毁工作已经
取得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因此，关于清除议题的讨论应当在专门审议《第五
号议定书》问题会议的框架内继续进行。人们还呼吁加强这项议定书并设法使其
获得普遍通过，这是《公约》所有缔约方的共同义务。
21. 马雷斯卡先生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红十字会 )) 认可审议中的报告的实质内
容，但表示，该报告 E 节的标题给人印象是：4 月份就第 4 条进行的讨论仅限于
通用电子模板。但事实上，这次讨论的范围较为广泛，涉及第 4 条的总体执行以
及与该条有关的困难，特别是小国面临的困难。
22. 德雷克斯勒女士(德国)，协调员，说，的确，她的报告 E 节的实质内容范围
远远超出电子模板，或许应当对标题作相应修改。
23. 伯克先生 ( 爱尔兰 ) 提议将报告 E 节的标题改为“资料的记录、保存和提
供”，即与《议定书》第四条标题采用的措辞相一致。
24. 主席说，他认为会议愿意在作出爱尔兰代表提议的修改之后核可协调员的
报告所述建议。
25. 就这样决定。

关于国家报告问题的专题讨论(CCW/P.V/CONF/2011/5)

吉尔先生(印度)，国家报告问题协调员，在介绍关于这一专题的报告(载于
CCW/P.V/CONF/2011/5 号文件)时说，该报告反映了他在 2011 年 3 月 8 日的信
函中和 4 月专家会议上的发言中概述的做法。
27. 自 2010 年 11 月通过国家报告指南以来，国家报告的提交方面出现了持续
进展。在受《议定书》约束的 76 个国家中，45 个国家于 2011 年提交了报告，
他称赞这些国家努力履行义务。增加报告《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缔约方的数目，
仍然是个优先事项。
28. 他认为，正如在报告第 6 段的建议中所反映的，2012 年应当继续研究修改
第一次会议核可的表格内容或第四次会议核可的指南内容的可能性。2012 年专
家会议的讨论和协调员对指南的效用的评估，将有助于揭示指南对各国的报告的
影响。
29. 迈耶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对美国来说，报告工作并不复杂。从起草阶段
到提交阶段，整个工作用四个月的时间。国家报告指南所载表格和不受限制地参
照其它缔约方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报告工作。他鼓励尚未提交年度报告
的缔约方尽快提交报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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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C、G 和 H 由国防部负责填写，表 D、E、F 则由国务院武器移
除和降低武器危害处负责填写。为填写表格，国防部请每个军种(共四个)提供资
料，各军种仔细保存有害物品的详细记录。资料在汇集之后，由国防部、国务院
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人员负责审阅。
31. 吉尔先生(印度)，协调员，重申，修改指南为时尚早。缔约方在报告方面形
成良好的节奏，协调员评估现有指南的影响，都将需要一些时间。不过，显然，
指南和表格，特别是表格 I, 可使各国在提出资料方面有足够的灵活性。
32. 主席说，他认为会议愿意核可协调员的报告所载建议。
33. 就这样决定。
下午 4 时 40 分会议结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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