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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会议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对苏丹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人员地雷销

毁期限请求的分析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智利、哥伦比亚、荷兰、瑞士)提交 

1.  苏丹于 2003 年 10 月 13 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2004 年 4 月 1 日对苏

丹生效。苏丹在 2004 年 10 月 1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报告了其管辖或控制

下含有或疑似含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苏丹有义务在 2014 年 4 月 1 日之前销

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苏丹认为自己无

法按期完成，向 2013 年举行的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第十三届会议)提出请求延

期 6 年，至 2019 年 4 月 1 日。第十三届会议一致准予这一请求。 

2.  第十三届会议在批准苏丹 2013 年的请求时注意到，苏丹虽然在《公约》生

效前就做出持续和大量的努力，但仍面临履行第 5 条义务的剩余遗留艰巨挑战。 

3.  2018 年 3 月 28 日，苏丹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一项延长 2019

年 4 月 1 日期限的请求。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4 日致函苏丹，请其就延期提交补

充说明和资料。2018 年 8 月 17 日，苏丹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经修正的请求。委

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苏丹及时提交请求并与委员会进行合作对话。苏丹这次请求延

期 4 年，至 2023 年 4 月 1 日。 

4.  该请求指出，在 2013 年 3 月 28 日延长期开始时，苏丹仍面临 38,004,274 平

方米的挑战，其中 24,716,510 平方米受到杀伤人员地雷沾染，包括 58 个确认危

险区(面积为 2,937,264 平方米)的和 62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21,779,246 平方

米)。请求指出，在第一次延期请求所涉时期，苏丹又发现了 8,009,975 平方米的

新疑似危险区，包括 1,802,666 平方米的杀伤人员地雷沾染区。委员会注意到，

苏丹执行第 5 条的努力只是解决爆炸物危险所需全部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委员

会指出苏丹应继续提供按沾染类型分类的信息。 

5.  请求指出，延长期内苏丹共处理 1,060 个雷区，解禁面积 20,405,932 平方

米，其中注销 10,261,441 平方米，减少 4,704,009 平方米，清理 5,440,482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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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销毁 1,519 枚杀伤人员地雷、470 枚反坦克地雷和 32,397 件未爆弹药。在此

背景下，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继续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报告其

进展，提供按“通过非技术性勘测注销的”、“通过技术性勘测减少的”、“通

过清理已处理的”三类分列的信息。 

6.  委员会注意到一处细微出入，2013 年报告有待处理的面积为 38,004,274 平方

米(表 4)，已处理的面积为 20,405,932 平方米(表 6)，新发现的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8,009,975 平方米(表 5)，而截至 2018 年报告的剩余挑战为 26,462,436 平方米(表

12)。 

7.  请求指出，在上次请求所涉时期内，苏丹完成了对加达里夫州和红海州的清

理，卡萨拉州预计于 2018 年完成。请求还指出，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苏丹

在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进行了“地雷调查评估”，结果查明了 38 个危险区

域，即 1 个确认危险区和 37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达 2,830,824 平方米，并报告已

处理了 284,182 平方米。 

8.  请求指出，在初始延期请求所涉时期内启动的“数据清理”进程仍在进行

中。委员会致函苏丹，请其提供更多关于“数据清理进程”进展的资料，包括尽

快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额外支持和详细时间表。数据清理进程的结果预计不会对

清理面积产生影响，但会对将被纳入数据的注销面积产生影响，这反过来将尽可

能缩小已清理面积与已结束的总危险的规模之间的差异。委员会欢迎苏丹努力通

过“数据库清理”等措施进一步明确其执行挑战，同时强调苏丹应尽快开展这些

努力。 

9.  请求中指出了在最初延长期内妨碍执行工作的下列情况：(a) 排雷行动资金

不足；(b) 冲突再起且持续不断；(c) 新增沾染；(d) 信息收集；(e) 排雷设备缺

乏和不足；(f) 深埋的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土壤中的金属含量；(g) 气候因素

和大气条件。 

10.  请求指出，杀伤人员地雷继续在苏丹产生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影

响，包括：当地居民持续伤亡、境内流离失所、阻碍道路通行、阻碍获取农业、

森林和水资源。委员会注意到，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完成第 5 条义务，有可能大大

有利于改善苏丹的人员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 

11.  请求指出，剩余挑战包括 98 个已知或疑似含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危险区域，

面积为 19,285,410 平方米，其中 53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为 2,418,930 平方米，45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16,866,480 平方米。苏丹剩余的挑战位于青尼罗州

(1,055,063 平方米)和南科尔多凡州(18,197,956 平方米)两个州。 

12.  如前所述，苏丹的请求为期 4 年(至 2023 年 4 月 1 日)，理由是为解决青尼

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剩余的杀伤人员地雷沾染问题。请求指出，苏丹清除剩余沾

染区的计划假设的前提是，受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沾染的地区的安全局势将会

改善。请求还指出，在延长期内，苏丹打算加倍努力清除数据库中登记的所有危

险，对疑似危险区进行调查，以确定和清除已确认的雷区，并调动更多国内资

源，加强与捐助方的协调。同样，苏丹将努力为境内的地雷行动创造积极环境。

请求还指出，在延长期内，苏丹将采取行动加强国家地雷行动中心的能力。 

13.  请求指出，鉴于剩余沾染区的通行状况有所改善，鼓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

商业公司与苏丹接触，从而规划它们如何能够对总体地雷行动做出积极贡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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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致函苏丹，请其提供更多资料，说明苏丹努力与苏丹境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接触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的情况。请求指出，苏丹欢迎任何感兴趣的国际地雷行

动非政府组织将其资产部署到苏丹，协助苏丹履行第 5 条义务。 

14.  委员会指出，能否进入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取决于安全状况的改善、

和平进程的进展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委员会致函苏丹请其补充资料，说明正

在进行的全国政治对话和将地雷行动作为对话一部分加以审议的情况。苏丹经修

正的请求指出，国内存在普遍的乐观情绪，这些事态发展实际上为苏丹确定青尼

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几个可以着手的机会提供了有利的氛围，这可以大大增加今

后几年开展地雷行动的可能性。 

15.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这些州剩余挑战的信息所依据的是地雷影响调查的数

据，随着通行情况的改善，苏丹将进行“一般性勘查”和“重新评估”。委员会

致函苏丹请其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地雷评估调查的结果及其为支持人道主义援

助进入这些州而提供排雷能力的努力。苏丹的修订请求包括一项“促进和改进国

家地雷行动中心质量管理体系计划”，其中包括加强国家地雷行动中心质量管理

人员的调查能力。委员会还致函苏丹，要求使用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术

语，以确保将要开展的调查过程得到清晰的理解。 

16.  委员会注意到，上一次延长期内销毁的杀伤人员地雷数量(1,519 枚)是与低

密度雷区情况相一致的杀伤人员地雷沾染。由于目前正在审查《国家地雷行动战

略》以及《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和《准则》，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按照《马普托

行动计划》行动 9, 确保制定并实施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最有意义的土

地解禁标准、政策和方法，以充分迅速执行《公约》。委员会注意到苏丹承诺审

查并采用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随时向缔约国通报履行这些

承诺的步骤。 

17.  请求指出，苏丹有一项在延长期内解决所有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沾染问题

的计划，包括 2018 年处理 80 个确认危险区和 3 个疑似危险区(总计 4,203,462 平

方米)，2019 年处理 54 个确认危险区和 3 个疑似危险区(总计 12,271,544 平方

米)，2020 年处理 16 个确认危险区和 2 个疑似危险区(总计 5,493,256 平方米)，

2021 年处理 4 个确认危险区和 16 个疑似危险区(总计 1,162,031 平方米)，2022

年处理 13 个确认危险区和 7 个疑似危险区(总计 1,171,461 平方米)，2023 年处理

4 个确认危险区和 22 个疑似危险区(总计 1,160,682 平方米)。委员会指出，苏丹

必须始终提供按弹药类型和“已知”(确认危险区)或“疑似”(疑似危险区)含有

地雷的地区分类信息。 

18.  请求指出，苏丹在这一期间(2018-2023 年)将需要 59,838,606 美元的资金。

请求进一步指出，苏丹政府出资 1,200 万美元，即每年 200 万美元，外加 2018

年通过联合国地雷行动处获得的国际资金 1,367,470 美元。委员会注意到，在上

一次请求所涉期间(2014-2017 年)，苏丹解禁了 20,405,932 平方米，预算为 1,460

万美元。委员会又注意到，剩余 26,462,436 平方米的挑战预计需要资金

59,838,606 美元。在这方面，委员会致函苏丹，要求进一步澄清预计所需经费的

计算情况。 

19.  委员会注意到，鉴于外部支持对于确保及时执行的重要性，苏丹应加强其

筹资战略。关于筹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苏丹承诺通过定期联络、及时报告和宣

传行动，回应现有捐助方群体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请求还指出，苏丹将确定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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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兴经济体等潜在的新捐助方，以及确定慈善家和私人、基金会和商业实

体等新的“非常规”伙伴，从而扩大捐助方群体。请求进一步指出，苏丹将在这

方面与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合作。委员会指出，苏丹须随时向缔约国通报履行这些

承诺的步骤以及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 

20.  委员会指出，为《公约》计，苏丹应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和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向委员会提交延长期剩余时间的最新详细工作计划。委员会指出，工作计划

应包括一份采用与《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一致的术语编制的全部已知或疑似含有

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最新清单、请求延长期到期前每年预计要清理的区域和面

积、负责清理的组织，以及根据新的经费水平相应制定的详细订正预算。 

21.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包括可能有助于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该请求的其他相关

资料，包括清理后活动的照片和案例研究、关于剩余沾染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进一

步详细资料、地雷受害者的信息和苏丹政府对事故的反应、各州的详细年度工作

计划，以及照片和列有有待处理的剩余土地的附表。 

22.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苏丹在请求中以及随后答复委员会提问时提供了全

面、完整、清晰的资料。委员会指出，苏丹提出的计划可行、便于监测，并阐明

了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执行速度。委员会还注意到，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能否进入

剩余的沾染区，而这有赖于改善安全和政治对话的进展，需要稳定的国家资金和

筹集国际资金，与国际利益攸关方接触，以及创造对参与地雷行动的组织有利的

环境。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为《公约》计，苏丹应每年向缔约国报告以下情

况： 

 (a) 相对于苏丹年度工作计划中所作承诺，土地解禁方面的进展，以符合

《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对成果进行分类，包括对销毁的爆炸物危险进行一

致分类； 

 (b) 关于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地雷调查评估、相关调查和排雷能力部

署的最新资料，包括查明新雷区的情况及其对苏丹工作计划中规定的年度目标的

影响； 

 (c) 定期更新安全状况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会对执行工作产生有利

或不利的影响； 

 (d) 关于审查苏丹《国家地雷行动战略》和《国家技术标准》和《准则》

的最新资料，包括这些进程进展情况的明确时间表和关于“数据清理”工作的最

新资料； 

 (e) 关于新战略计划内的筹资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苏丹政府提供的资源

和收到的支持执行工作的外部筹资，以及资金水平对执行工作计划的影响； 

 (f) 苏丹地雷行动方案结构的最新情况，包括任务完成后应对残留沾染的

现有和新的组织能力与机构能力。 

23.  委员会指出，苏丹除了如上所述向缔约国报告外，务必在闭会期间会议、

缔约国会议和审议会议上以及利用报告指南提交第 7 条报告等方式，定期向缔约

国通报与苏丹亚在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 5 条和请求所作其他承诺相关的其他动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