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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会议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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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比利时、法国、伊拉克和斯里兰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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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管辖或控

制下布设或疑似布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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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认为本

国无法按期完成销毁工作，因此向 2013 举行的第十三届缔约国会议(第十三届会

议)请求延期 6 年至 2019 年 4 月 1 日。第十三届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这项请求。 

2. 2018 年 3 月 28 日，苏丹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提交了延长

2019 年 4 月 1 日这一期限的请求。2018 年 6 月 4 日，委员会致函苏丹，请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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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的

请求。委员会注意到，苏丹及时提交了请求，并与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对话。苏丹

请求延期 4 年，至 2023 年 4 月 1 日。第十七届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这项请求。 

3. 第十七届会议批准请求时在决定中强调指出，虽然如第十三届会议的决定所

述，苏丹未能履行该国作出的在 2019 年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执行工作这一原则承

诺，但该国取得了值得赞扬的进展，并且致力于加强国家能力，加倍努力清除数

据库中登记的所有危险，对疑似危险区进行勘察以确定并清除确认危险区。第十

七届会议还注意到，据苏丹预计，需要大约四年时间勘察疑似危险区并清除确认

危险区，并注意到，苏丹的国家排雷计划的执行可能受到安全局势的影响。 

4. 2022 年 4 月 1 日，苏丹向委员会请求延长 2023 年 4 月 1 日这一最后期限。

2022 年 6 月 15 日，委员会致函苏丹，要求提供补充资料并澄清请求中的关键领

域。2022 年 8 月 25 日，苏丹向委员会提交了经修订的延期请求，其中纳入了对

委员会所提出问题的部分答复。苏丹请求延期 4 年，至 2027 年 4 月 1 日。委员

会注意到，苏丹按照缔约国设定的程序提交了延期请求，并就延期请求的相关事

项与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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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求指出，在第二次延期请求开始时，苏丹的剩余挑战是 98 个危险区，面

积为19,285,410平方米，其中包括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的53个确认危险区，

面积为 2,418,930 平方米，以及 45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16,866,480 平方米。 

6. 请求指出，在延长期内，苏丹处理了 19 个雷区，面积为 7,926,644 平方米，

其中注销 6,965,655 平方米，清除 960,989 平方米，销毁了 60 枚杀伤人员地雷、

78 枚反坦克地雷、4,222,677 枚小武器弹药和 70,944 枚未爆弹药。请求指出，在

延长期内，南科尔多凡州的 Abu Kershola 镇宣布为“无地雷”。请求还指出，青

尼罗和南科尔多凡一些区域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因此苏丹得以开展进一步勘

察，查明了 27 个雷区，面积为 3,117,930 平方米。 

7. 委员会注意到，苏丹提供资料说明了一个事项的进展情况，资料按通过非技

术勘察注销的区域、通过技术勘察减少的区域和清除的区域分列，委员会鼓励苏

丹继续以这种方式提供资料。委员会进一步指出，苏丹执行第 5 条的努力只是解

决爆炸物危险所需的全部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继续提供

按污染类型分列的资料。 

8. 请求指出，苏丹为加强本国能力开展了多项工作，包括： 

 (a) 继续开展“数据清理”活动从而改善信息管理，数据清理过程完成之

后，预计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已清除区域与关闭的危险区域总面积之间的差

异； 

 (b) 与地雷行动利益攸关方协商，审查《国家地雷行动战略》，使之与延

期请求的当前期限相符，并在 2023 年 2 月前批准该战略； 

 (c) 根据最新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修订和更新《国家地雷行动标

准》； 

 (d) 制定五份政策文件，内容包括土地解禁、质量、环境管理、性别和多

样性以及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9. 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努力加强执行工作，并制定经过成本核算并且有时限

的国家战略，以便尽快履行和执行《公约》义务，委员会欢迎苏丹提供进一步资

料，说明制定和批准该战略的步骤和时间表。 

10. 委员会致函苏丹，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和地雷行

动政策如何顾及性别和多样性视角。苏丹答复称，本延期请求所涉时期内，制定

并核准了一项性别和多样性政策，涵盖了爆炸物风险教育、勘察、扫雷和受害者

援助，并表示，性别和多样性考量已纳入新的《国家地雷行动标准》以及信息管

理表格和地雷行动标准作业程序。苏丹还答复称，质量保证监测标准表格也纳入

了性别和多样性，以确保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监测和报告。苏丹还答复称，为该

部门举办了培训课程和说明会，以便宣传地雷行动中性别和多样性考量的重要

性。委员会指出，苏丹在执行工作中必须考虑到妇女、女童、男童和男性的不同

需求和观点以及受影响社区人民的需求和体验。 

11. 请求指出，苏丹认为下列因素是延长期内造成阻碍的情况：(a) 排雷行动资

金不足，(b) 武装冲突(部落间)，(c) 不战不和状态，(d) 污染达到新的水平，(e) 

信息收集方面的挑战，(f) 排雷设备缺乏和不足，(g) 深埋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

和土壤中的金属成分，以及(h) 气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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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请求指出，杀伤人员地雷继续在苏丹造成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阻碍了可持续发展，对人的安全、生计构成威胁，并且是和平的主要障碍。请求

还指出，2018-2023 年期间，共记录了 171 起伤亡事件，其中包括 29 名女童(6 人

死亡，23 人受伤)、11 名妇女(1 人死亡，10 人受伤)、93 名男童(19 人死亡，74

人受伤)和 38 名男性(4 人死亡，34 人受伤)。委员会注意到，苏丹提供了按性别

和年龄分列的关于伤亡的资料，鼓励苏丹继续以这种方式提供信息。委员会指

出，如能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完成第 5 条的执行工作，有可能对在苏丹的受影响区

域改善人员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大有帮助。 

13. 请求还指出，虽然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的部分地区仍然无法进入，但由

于苏丹的政治变化和朱巴会谈，自 2019 年以来，更多地区已经可以进入。请求

指出，在可进入的地区，苏丹已查明的剩余挑战共 102 个危险区，面积为

13,275,840 平方米，其中包括位于青尼罗州、南科尔多凡州和西科尔多凡州的 61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为 3,313,221 平方米，以及 41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9,962,619 平方米。请求指出，由于安全原因，尚未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 

的非国家行为体控制的地区仍然无法进入，目前已制定计划，待条件允许后处理

地雷问题。委员会注意到，苏丹提供了关于剩余挑战的资料，按确认危险区和疑

似危险区及各自的面积分列，委员会鼓励苏丹继续以这种方式提供关于剩余挑战

的资料。委员会注意到，能否进入青尼罗和南科尔多凡取决于安全状况的改善以

及和平进程的进展，并欢迎苏丹定期提供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14. 上文指出，苏丹请求延期 4 年(至 2027 年 4 月 1 日)。请求指出，请求的时间

考虑到了在青尼罗和南科尔多凡进行勘察和扫雷的需要，勘察结果可能会影响苏

丹的基线。请求指出，苏丹将继续通过第 7 条报告以及在《公约》非正式和正式

会议期间向缔约国通报以下情况：(a) 安全形势和进入雷区的情况的变化，(b) 

实施勘察的进展，包括勘察结果和勘察对苏丹的剩余挑战的影响，(c) 更新的年

度里程碑，包括优先事项。 

15. 请求指出，在最初两年半的时间内，苏丹将着眼于实施按地点(逐村)勘察，

从而在所有可进入的地区完成勘察活动。请求认为，苏丹具备有计划的能力并得

到了成员国和捐助方的必要支持，以便按照这一方案在 2027 年 4 月之前履行义

务。请求指出，苏丹清除地雷协会、全球援手、国家地雷行动和发展组织这三个

国家实体负责开展扫雷、风险教育和受害者援助活动，除此之外，苏丹欢迎任何

感兴趣的国际地雷行动组织向苏丹部署资产，协助苏丹履行第 5 条义务。 

16. 请求指出，在当前延期请求的剩余时间内(至 2023 年 4 月 1 日)，苏丹的目标

是在阿卜耶伊、Lagawa 地区(西科尔多凡州)、Giessan 地区(青尼罗州)和 Abu 

Jubeeha 地区(南科尔多凡州)完成履行第 5 条承诺的工作。请求中提出了延期请求

所涉期间的两阶段工作计划，内容如下： 

• 第一阶段(2023-2025 年)：苏丹估计将解决 Bau 和库尔穆克地区(青尼罗

州)以及 Rashad 地区(南科尔多凡州)的剩余污染。 

• 第二阶段(2025-2027 年)：苏丹估计将解决剩余污染，包括卡杜格利、

El Dilling 和 Talodi 地区(南科尔多凡州)以及杰贝勒迈拉(达尔富尔地区)

的剩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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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请求指出，鉴于当前安全局势，在第一阶段，苏丹计划部署 5 个非技术勘察

组，在 18 个月时间内，按地点(逐村)进行勘察，并对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的

187 个社区进行重新勘察。请求还指出，将根据勘察结果修订现有的第二阶段工

作计划，并与缔约国分享信息。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根据新的证据每年更新工

作计划，并报告调整后的里程碑以及安全形势和进入雷区的情况的变化。委员会

还指出，苏丹必须提供勘察结果的最新情况。 

18. 请求指出，苏丹计划在延长期内处理所有地雷污染，具体计划为：2022-

2023 处理 9 个确认危险区和 7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1,320,689 平方米；2023-

2024 年处理 11 个确认危险区和 27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5,259,895 平方米；

2024-2025年处理 22个确认危险区和 5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5,273,220平方米；

2025-2026年处理 19个确认危险区和 2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1,422,036平方米。

请求还指出，苏丹有一项应急计划，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无法进入剩余雷区的情

况，按计划将重新部署资产，处理所有可进入的爆炸物污染区和受影响社区。委

员会注意到，苏丹承诺定期向缔约国通报安全局势、进入受影响社区、勘察结果

和爆炸物问题范围之变化方面的任何最新情况。 

19. 请求指出，苏丹预计，所有疑似危险区中，30%至 50%可以注销，根据更新

后的国家标准，预计将实现更多注销和减少。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具备符合最

新《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最新国家地雷行动标准，这样执行工作的进展速度或

许比请求的时间所示进展速度快很多并且更加节省成本。会议指出，这样做对苏

丹也有助益，可以确保尽快解决苏丹在请求中概述的严重的人道主义、社会和经

济影响。 

20. 请求中提出了一项关于爆炸物风险教育的计划，包括计划与利益攸关方一道

进行评估，确保使用因地制宜的方法，并确保将爆炸物风险教育纳入其他部门。

委员会致函苏丹，要求提供更多信息，说明将爆炸物风险教育纳入更广泛的人道

主义、发展、保护和教育工作的情况以及如何纳入，并说明“为确定基线和路线

图而开展的深入评估和勘察将包含伤亡数据分析，并包含资料以说明纳入冲突分

析以确保爆炸物风险教育顾及冲突并且不危及社区的情况，同时包含执行爆炸物

风险教育方面的风险和预设”的情况。苏丹答复称，已制定新的爆炸物风险教育

国家标准，内容包括使用需求评估、社区绘图、识别、风险群体定向以确保爆炸

物风险教育适合这一人群面临的威胁并且顾及性别和年龄、残疾以及不同人群的

多元需求，并表示，已按照全部这些要求对国际和地方地雷行动组织进行了培

训。苏丹还答复称，已在学校课程中将爆炸物风险教育活动纳入主流，并将在青

尼罗州、南科尔多凡州和达尔富尔地区的受影响地区为教师和社区成员举办培训

人员培训，以便向受污染地区附近的居民进一步传播知识。苏丹还答复称，已制

定计划，在卫生部门、人道主义、保护和发展部门、民间社会组织、苏丹红新月

会、媒体平台(包括通过广播和电视)设置爆炸物风险教育，同时在受影响社区内

建立志愿者网络，并表示，将定期监测和评价雷险教育干预措施，以确保这些措

施有效地在风险人群中提高认识并促进安全行为。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在第 7

条报告中定期提供最新情况，说明该国的雷险教育和其他风险教育方案的情况，

包括所用方法、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果，并按性别和年龄分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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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委员会致函苏丹，要求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就国家可持续能力作出规定，以

处理先前未知的雷区，包括完成后销毁后发现的新雷区的情况。苏丹答复称，苏

丹将在国家地雷行动中心/国防部的结构内建立可持续能力，作为区域地雷行动

培训中心的工作的一部分，以便在宣布完成第 5 条义务之后应对爆炸物污染。苏

丹还答复称，已设置地雷行动热线程序，并在风险教育材料中将热线号码传播给

受影响社区。委员会指出，苏丹必须确保国家战略和完成销毁的工作计划就可持

续的国家能力作出规定，并欢迎苏丹定期就此提供最新情况。 

22.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中包括可能有助于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请求的其他相关资

料，包括照片、关于剩余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进一步详情、关于土地释放方法

的资料、每个州的详细年度工作计划。 

23. 请求指出，苏丹将需要 61,906,790 美元用于执行其工作计划，并指出，目前

苏丹政府每年提供 500,000 美元赠款。委员会致函苏丹，要求提供关于该国筹集

资金的计划的补充资料。苏丹答复称，资源调动战略将于 2023 年 3 月定稿并传

达给缔约国，该战略的目标是：(一) 增加现有捐助方的捐款，(二) 在全球和本

区域接触更多捐助方，(三) 增加捐款的数量、来源和方式，(四) 增加国家捐

款。委员会注意到，苏丹的计划有赖于该国开展的资源调动工作，国际资金捐助

持续增加，以及苏丹政府为支持执行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包括便利国际排雷组织

的行动。欢迎苏丹定期就此提供最新情况。 

24. 委员会回顾，苏丹的工作计划的实施有赖于调动大量国际和国家资源以及进

入雷区，并指出，苏丹如能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之前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最新的延

长期所涉剩余时期的详细工作计划，将于《公约》有益。委员会指出，这一工作

计划中应包括关于所取得进展的资料，全部已知或疑似含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

的最新清单，请求所涉剩余时期每年预计处理的区域和面积，雷险教育的计划以

及订正后的详细预算。 

25.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中以及随后对委员会问题的答复中提供的信息全面、完

整并且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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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影响执行进度。委员会还指出，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能否进入剩余的污染

区，而这有赖于安全的改善和政治对话的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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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如能每年向缔约国报告以下情况，将于《公约》有

益： 

i. 苏丹的工作计划中所列承诺的相关进展和勘察结果，以符合《国际地雷

行动标准》的方式，按照所用土地解禁方法(即通过非技术勘察注销，

通过技术勘察减少，或通过排雷清除)说明清理工作，并按所处理的污

染类型分列； 

ii. 勘察和清理结果的影响，以及所获的进一步澄清可能如何改变苏丹对剩

余执行挑战和执行时间表的评估； 

iii. 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说明剩余挑战的情况，按疑似危险

区和确认危险区及其各自面积以及污染类型分列； 

iv. 调整后的里程碑，包括说明每年要处理的区域数量和雷区面积，以及如

何确定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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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通过与妇女、女童、男童和男性的包容性协商制定和批准一项经过成

本核算并且有时限的国家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这方面进一步提供

最新情况，说明批准国家战略的时间表和进程； 

vi. 提供年度更新信息，说明关于安全状况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执行工作

的有利或不利影响； 

vii. 提供更新信息，说明在受影响社区开展雷险教育和减少雷险工作的情

况，包括采用的方法、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果，并按性别和年龄分列

信息； 

viii. 资源筹措工作，收到的外部资金以及苏丹政府提供的支持执行工作的资

源； 

ix. 提供更新信息，说明苏丹地雷行动方案的结构，包括完成销毁之后应对

残留污染方面现有的和新的组织能力与机构能力。 

x. 提供资料，说明执行工作如何顾及妇女、女童、男童和男性的不同需求

和观点以及受影响社区人民的需求和体验。 

26. 委员会指出，除了如上所述向缔约国报告外，苏丹务必在闭会期间会议、缔

约国会议和审查会议上并通过使用《报告指南》编写的第 7 条报告，向缔约国定

期通报请求所涉时期内执行第 5 条以及落实请求中所作其他承诺方面的其他相关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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