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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会议 

2020 年 11 月 16 至 2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交的请求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

人员地雷销毁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奥地利、加拿大、挪威和赞比亚)提交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于 2002 年 5 月 2 日加入《公约》，《公约》于 2002 年 11

月 1 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生效。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其初次透明度报告中报告了在

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布有或疑似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义务

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区域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

雷。刚果民主共和国认为无法按期完成这项工作，向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提交了

延期请求，请求延期 3 年至 2015 年 1 月 1 日。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一致同意批

准这一请求。 

2. 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 2011 年批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请求时指出，《公约》

生效已近十年，但缔约国仍无法说明还有哪些工作要做，这一点令人遗憾，但积

极的一面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缔约国计划采取步骤了解所余挑战的真正范

围，并据此制定计划，准确预测完成执行第 5 条所需的时间。缔约国第十一届会

议进一步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只请求获得必要的时间来评估相关事实，并根据

这些事实制定有意义的前瞻性计划，这一点十分重要。 

3. 2014 年 4 月 7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向缔约国第三次审议会议提交了延长其

2015 年 1 月 1 日最后期限的请求。刚果民主共和国请求延期五年至 2021 年 1 月

1 日。第三次审议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这一请求。 

4. 第三次审议会议在批准请求时指出，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已做出巨大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 2011 年做出的了解所余挑战真正范围的承诺，但仍不具备

一份详细的年度勘查和清理工作计划，以最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次审议会议进

一步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承诺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前制定一项行动计划。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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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按照第三次审议会议的决定和建议

提供更新的工作计划。 

5. 2020 年 9 月 24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下称“委员

会”)主席提交了延长其 2021 年 1 月 1 日最后期限的请求。委员会表示关切的

是，由于请求提交过迟，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按照准备、提交和审议延长第 5 条

最后期限的请求的程序行事。委员会回顾说，为了确保正确行使职能，这一程序

要求在审查延期请求的会议举行九个月之前提交请求，以便对请求进行分析，并

在请求国和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之间进行合作交流。刚果民主共和国请求延长

18 个月，至 2022 年 7 月 1 日。 

6. 2020 年 10 月 15 日，委员会致函刚果民主共和国，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和提

供信息。2020 年 10 月 26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就这些问题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

会提交了补充资料。 

7. 该请求中指出，在提交 2014 年的请求时，刚果民主共和国仍存在 172 个雷

区，面积为 2,228,734.724 平方米，其中包括约 1,800,000 平方米的 130 个已知雷

区和 576,971.7 平方米的 42 个新雷区。这些雷区位于以下省份：下韦莱省(3)、伊

图里省(4)、开赛省(1)、马涅马省(7)、北基伍省(1)、北乌班吉省(9)、南基伍省

(1)、南乌班吉省(2)、坦噶尼喀省(4)和乔波省(10)。请求中指出，130 个雷区包括

从地雷行动全面评估(GMAA)和地雷行动普查(GMAS)数据分析中提取的 76 个雷

区(140 万平方米)和全国勘查后确定的 54 个雷区(约 40 万平方米)。请求中还指

出，这些地区不包括伊图里省的阿鲁和上韦莱省的栋古，出于安全原因，尚未对

这些地区进行勘查。请求中还指出，所有 172 个雷区都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进行了

标记。 

8. 委员会致函刚果民主共和国，要求提供信息，说明伊图里省和上韦莱省的阿

鲁和栋古地区安全局势以及与两省勘查活动有关的可能时间表。刚果民主共和国

答复说，在刚果政府及其伙伴，特别是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联刚稳定团)的努力下，安全局势有了显著改善，尽管发生了一些孤立的零星事

件，但勘查工作不会受到阻碍。刚果民主共和国还表示，2021 年 1 月至 3 月，需

要在这两个地区同时进行勘查，以便就清理潜在的已查明雷区进行规划。 

9. 请求中指出，在第二次请求涵盖的期间，从 2015 年至 2020 年 6 月，刚果民

主共和国通过人工排雷作业在国内 13 个省共核证 139 个雷区无雷，面积

2,159,893.024 平方米，其中包括 119 个国家勘查确定的雷区，面积 1,692,601.024

平方米，以及 20 个新雷区，面积 467,292 平方米。在上述所有活动中，刚果民主

共和国共销毁杀伤人员地雷 248 枚。这 139 个雷区位于以下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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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雷区数量(全国勘查) 雷区数量(新雷区) 

   下韦莱 2 3 

上加丹加 2  

伊图里 4 1 

南基伍 4  

卢阿拉巴 5  

南乌班吉 6 2 

赤道 6  

北乌班吉 7 5 

马涅马 10 5 

开赛 13  

楚阿帕 15  

乔波 20 4 

坦噶尼喀 25  

总数 119 20 

10. 委员会致函刚果民主共和国，要求提供上一次延期期间的年度清理进度。刚

果民主共和国针对委员会的问题提供了以下资料： 

年 面积(平方米) 清理进度(%) 

   
2015 450,799.024 21 

2016 367,824 17 

2017 491,332 23 

2018 96,980 5 

2019 485,740 23 

2020 年 1 月至 6 月 236,997 11 

总数 2,159,893.024  

11. 请求中还指出，刚果国家排雷行动中心与挪威人民援助会合作，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6 日通过非技术勘查对疑似雷区进行了重新评估。 

12. 请求中指出，用于识别雷区的主要方法包括对疑似或已知雷区的非技术和技

术勘查以及对已知雷区的人工排雷。非技术和技术勘查以及清理活动均根据国际

和国家标准以及国家当局批准的组织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请求中还指出，在联

合国地雷行动处的支持下修订了 24 项国家标准。请求中还说明，将在 2020 年底

前更新一些国家标准，以反映新的危险和作业要求。 

13. 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通过了《2018-2019 年地雷行动和战争遗留爆

炸物国家战略计划》，以协调排雷行动并调动必要资源，以便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全部清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杀伤人员地雷。 

14. 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做出规定，要建立可持续的国家能力以解决残

余污染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为刚果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以及刚果国家排雷行

动中心工作人员举办几次关于质量控制和信息管理系统等专题的培训。 

15. 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上一次请求期间与国内一些组织协调开展工

作，在村庄、学校、教会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开展了雷险教育方案。这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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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组织儿童之间的相互学习、开展社区联络和在受影响最严重的村庄建立地

方委员会，以确保社区参与，并确保在地方一级建立可持续的国家能力，开展雷

险教育。截至 2020 年 6 月，共开展雷险教育活动逾 55,904 次，对象包括 811,139

名男子、903,260 名妇女、1,057,177 名男童和 971,782 名女童。 

16. 委员会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其请求中提供了地雷受害者的数据。委员

会还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遵守了缔约国按年龄和性别分列数据的承诺。委员

会注意到请求中指出的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人数存在差异，并致函刚果

民主共和国要求说明情况。刚果民主共和国答复称，2002 年至 2020 年 6 月期间

记录的受害者人数正确数据为 2,922 人。 

17. 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请求中表示认为，下列因素妨碍其在第二次延期请求期间

完成任务：(a) 资金大幅减少，排雷人员数量减少；(b) 不安全局势，武装冲突

再次发生；(c) 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地形特点，包括季节性降雨变化和茂密植被影

响土地解禁活动的进度；(d) 道路基础设施状况不佳；(e) 其他人道主义紧急情

况，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埃博拉疫情和当前的冠状病毒病(COVID-

19)大流行。 

18. 请求中指出，杀伤人员地雷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造成人道主义、社会经济

和环境影响，对东北部乔波省、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请求

中还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地雷妨碍受影响社区从事农业、获得住房和使

用道路，从而加剧了贫困。请求中还表示，雷区继续阻碍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安全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2,922 名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从未获

得适当援助，比例约占受害者的 27%。 

19. 委员会欢迎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的资料，并鼓励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提供按

年龄和性别分列的资料，说明为满足受害者的援助需求所做的努力。委员会指

出，在请求的延长期内执行第 5 条的进展有可能为改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员安

全和社会经济条件做出重大贡献。在请求期内开展的工作将对保护人的生命和难

民人口回返、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人道主义机构进入受影响地区和其他弱势群

体地区、道路交通产生影响。 

20. 请求中指出，剩余挑战是面积为 128,841.7 平方米的 33 个雷区，包括

93,424.8 平方米的 29 个已确认危险区域和 35,416.9 平方米的 4 个疑似危险区域，

分别位于 9 个省份。受影响最大的 4 个省是乔波省、北乌班吉省、马涅马省和北

基伍省，共有面积为 112,927.9平方米的 21个雷区。此外，请求中指出，阿鲁(伊

图里省)和栋古(上韦莱省)地区的勘查和排雷工作仍有待完成。委员会指出，刚果

民主共和国必须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进行报告，提供关于剩余挑战的

信息，按“疑似危险区域”和“已确认危险区域”及其相对面积和污染类型进行

分类。 

21. 如上所述，刚果民主共和国请求延期 18 个月(至 2022 年 7 月 1 日)。请求中

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计划在延长期内：(a) 对剩余的 33 个区域进行技术勘查和

清理，(b) 完成对伊图里省阿鲁地区和上韦莱省栋古地区疑似雷区的勘查和清理

工作。请求中包含一项计划，由国内若干组织在 8 个月内为受影响地区的高危人

群开展雷险教育。雷险教育活动的估计费用为 88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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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请求中还包含一项通过包容性进程制定的详细的延长期工作计划，该计划为

计算成本的多年期计划，其中规定了 2021 年要完成 112,927.9 平方米、2022 年要

完成 15,913.8 平方米这两项年度重要目标。 

23. 请求中指出，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个国际作业方，将处理 21 个雷

区。第二个作业方(挪威人民援助会)负责处理 5 个雷区，于 2020 年 3 月底停止作

业。此外，还有 12 个雷区尚未分配。请求中还指出，国内作业方 AFRILAM 可

以处理这 12 个雷区。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国家作业能力，由刚果

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和刚果国家警察经过培训/再培训的排雷人员组成，可供所

有作业方使用。 

24. 请求中指出，若干情况可能对计划中的重要目标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其中

包括：(a) 是否具备资金(仍需调动)；(b) 后勤和基础设施，包括购买设备，以及

进入目标地区前需要对道路和桥梁进行勘查和排雷；(c) 目前的安全局势和刚果

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采取行动打击武装团体的结果；(d) 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地形

特点，包括季节性降雨变化和茂密植被；(e) 抗击埃博拉和 COVID-19 病毒的进

展情况。此外，请求中还指出，考虑到目前的作业能力，作业方虽然不变但作业

人员已经能够适应挑战并不间断地加快工作速度，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地雷完全清

除，需耗时 17 个月。 

25. 请求中指出，将在阿鲁和栋古这两个地区开展非技术和技术勘查以及排雷。

勘查工作将由一些组织联合开展，国内组织负责非技术勘查，排雷组织负责技术

勘查。这些活动将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进行。 

26. 请求中指出，延长期内开展的所有活动共将耗资 3,880,695.65 美元，其中包

括排雷费用1,868,204.65美元、阿鲁和栋古地区的勘查和排雷费用568,270美元、

雷险教育费用 880,000 美元和协调费用 564,221 美元。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

和国政府将提供 564,221 美元的协调费用，并需要向国家和国际捐助方筹集

3,316,474.65 美元。委员会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努力确保履行国家对执行工作做

出的财政承诺。 

27. 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计划以下列方式调动资源：(a) 鼓励政府增加

预算项目，并为排雷行动捐款；(b) 在联合国地雷行动处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办事

处的支持下，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资源调动会议；(c) 在国际会议期间组织关于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小组讨论，并与作业方一起争取得到捐助方的支持；(d) 配合国

际和国内作业方调动资源。委员会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计划利用若干不同途径

来提高对地雷行动方案的认识和调动资源，这一点值得肯定。 

28. 请求中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项计划，确保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幸存

者及当地社区参与所有风险教育活动和设定优先事项，包括确定排雷后的社会需

求。请求中还指出，国家地雷行动方案将招募妇女加入至少 30%的排雷小组和

50%的雷险教育组织，包括提高雷险教育会议中妇女的参与率，同时考虑到年

龄。 

29.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中纳入了可能有助于各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该请求的其他

相关信息，包括关于国家排雷机构和结构的更多细节和关于安全风险的信息，并

载有附件，说明第 5 条挑战的最初情况、着重说明土地解禁、雷险教育和受害者

援助工作的图表以及显示雷区地理位置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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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委员会回顾，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排雷计划的执行可能受到与安全有关的准

入限制的影响，并注意到这部分工作需要国际组织和捐助者的参与。委员会就此

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公约》闭会期间会议和缔约国会议上定期介绍最新进

展和挑战，将使《公约》受益。 

31. 委员会注意到，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迟交请求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第 5 条执行

事务委员会履行编写和提交对请求的分析报告这一任务，但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出

的计划是可行的，可以监测，而且明确指出了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执行速度。委员

会还注意到，该计划基于国家预算的财政拨款及稳定和不间断的国际供资。在这

方面，委员会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年向各缔约国报告以下情况，将使《公

约》受益： 

 (a)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计划中所列承诺相关的土地解禁进展情况，按

照所采用的土地解禁方法(即通过非技术勘查撤销，通过技术勘查减少以及通过

排雷清除)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分列； 

 (b)  阿鲁(伊图里省)和栋古(上韦莱省)地区勘查结果的影响以及刚果民主共

和国工作计划中确定的年度目标，包括根据新的证据对国家工作计划进行调整后

的目标，包括每年要处理的区域数量和面积，以及如何确定优先事项； 

 (c) 与安全有关的准入方面的进展，及其可能对重新勘查和清除雷区产生

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d)  关于执行工作如何考虑到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的不同需要和视角

以及受影响社区的民众的不同需要和经历的资料； 

 (e)  关于受影响社区针对具体情况的雷险教育和减少雷险的计算费用的多

年期详细计划的最新情况； 

 (f)  关于资源调动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努力与潜在捐助者和组织接触以

资助和协助实施排雷行动以及这些努力的结果，包括征聘、培训和管理新能力或

额外能力的预期时间表； 

 (g)  在努力建立国家可持续能力以处理先前未知的雷区(包括完成后新发现

的雷区)方面取得的进展。 

32. 委员会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除如上所述向各缔约国进行报告外，还有必要

在闭会期间会议和缔约国会议上以及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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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 5 条和请求中所作其

他承诺有关的其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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