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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公约》是如何制定的?《鹿特丹公约》是如何制定的?

过去30年来,随着化学品生产和贸易急剧增长,人们对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可能造成的各种危害日趋关注。

缺乏适当基础设施来监测这些化学品的进口和使用情况的那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损害。

针对这些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自8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和

推动实施自愿性信息交流计划。粮农组织于1985年发布了《国际农药供销与使用行为守则》,环境署则

于1987年制定了《关于国际贸易中化学品资料交流的伦敦准则》。1989年,这两个组织都自愿性将事先

知情同意程序纳入上述两个文书。这些文书有助于确保政府掌握必要的信息,从而能够对危险化学品的

危害进行评估,就将来的进口作出知情决定。

鉴于需要采用强制性控制措施,出席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的官员们通过了《21世纪议程》第19章,其

中呼吁在2000年前通过关于采用知情同意程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为此,粮农组织理事会(于

1994年)和环境署理事会(于1995年)授权其各自组织的行政首长发起谈判。谈判于1996年3月开始,到

1998年3月结束,最终确定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公

约》文本。各国政府在两年内就完成了《公约》的谈判,比里约地球首脑会议确定的最后期限提前了两

年,这清楚地证明了解决国际贸易中危险化学品的紧迫性。

《鹿特丹公约》于1998年9月10日在鹿特丹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并在2004年2月24日,即第50份批准书

交存之日后第90天开始生效。从《公约》通过到生效期间,《公约》作为临时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在自愿

的基础上运作,旨在继续采用最初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为《公约》生效之后的有效运作作准备。在此期

间,有170多个国家指定了265个国家主管部门代表本国执行《公约》所要求的行政职能。

《公约》一旦生效即对其缔约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哪些目标,范围多广?有哪些目标,范围多广?

《公约》的目标是,通过便利就国际贸易中的某些危险化学品的特性进行资料交流、为此类化学品的进

出口规定一套国家决策程序并将这些决定通知缔约方,以促进缔约方在此类化学品的国际贸易中分担责

任和开展合作,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此类化学品可能造成的危害,推动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加以使用。

换言之,《公约》使世界能够监测和控制某些危险化学品的贸易。这不是建议禁止全球贸易或使用特定

化学品,而是使进口国就其想要收到其中哪些化学品作出知情决定并且拒绝接受他们无法安全管理的那

些化学品。如果贸易确实发生,关于标签及潜在健康和环境影响资料提供方面的要求将促进这些化学品

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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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化学品包括在内?有那些化学品包括在内?

《公约》包括缔约方为健康或环境原因而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农药和工业化学品。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或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使用条件下带来危险的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可能也包括在内。

《公约》附件III列出了需要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工业化学品、农药和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清单。

《公约》确定了将化学品列入附件III的标准和过程。当来自两个事先知情同意区域的两个缔约方禁用

或严格限用某种化学品,或者当一个缔约方提出一个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时,该过程开始。化学品审查

委员会根据《公约》确定的标准对资料进行审查,就该化学品是否应当列入附件III向缔约方大会提出建

议。最后决定由缔约方大会作出。1998年,《公约》文本得到通过,当时附件III中有27种化学品。2004年

9月,根据临时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期间所完成的工作,缔约方大会增列了一组化学品。关于当前列入附件

III的化学品清单,请查阅《公约》网站www.pic.int。

如何开展工作?-主要角色如何开展工作?-主要角色

缔约方及其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缔约方及其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缔约方系指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各成员必须指定一个或数个国家主管部门,这些主管部门作为有关《公约》运作事项的主要

联络点,并得到授权行使《公约》要求的行政职能。

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 - 缔约方大会监督《公约》的运作,就《公约》修正案,包括化学品列入附件III作出决定。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是缔约方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其成员为政府指定的化学品管理

方面的专家。其职责包括审查缔约方的通知和提案,就化学品列入附件III向缔约方大会提出建议。

秘书处秘书处 -《鹿特丹公约》秘书处由粮农组织和环境署联合提供。秘书处的职能包括为缔约方大会及其附

属机构的会议作出行政安排,传播缔约方提供的进口回应,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援助,促进缔约方

之间的信息交流,确保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协调。

如何开展工作?-主要成分如何开展工作?-主要成分

为了实现其目标,《公约》包括两项主要规定,即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信息交流。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是正式获得和传播进口缔约方关于其是否希望收到《公约》

附件III所列化学品的将来装运量的决定,确保出口缔约方遵照这些决定的一个机制。

• 关于附件III所列的每种化学品,根据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编写一份决定指导文件并发送给所有

缔约方。决定指导文件旨在帮助政府评估有关处理和使用该化学品的危险性,根据当地条件就

将来进口和使用该化学品作出更为知情的决定。

• 要求所有缔约方就他们是否允许将来进口《公约》附件III中每种化学品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即

进口回应由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送交秘书处。须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每种化学品的进口回

应清单由秘书处每六个月通过事先自知情同意通函发送给所有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缔约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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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进口决定必须是贸易中性的,即如果该缔约方决定不接受某种化学品进口,该缔约方也必须

停止该化学品的国内生产供国内使用,并拒绝来自任何来源,包括非缔约方的进口。

• 要求所有出口缔约方确保须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化学品的出口不会在违反每个进口缔约

方决定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应当确保事先知情同意通函中公布的进口回应立即通知其出口方、

行业和任何其他相关部门,如海关署。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 -《公约》促进缔约方之间就范围广泛的潜在危险化学品进行信息交流。

• 《公约》要求每个缔约方在采取国内管理行动禁用或严格限用某种化学品时通知秘书处。一

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或经济转型缔约方在遇到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所引起的问题时可以向秘书

处报告此类问题。所有缔约方通过事先知情同意通函定期收到关于这些通知和提案的简要情

况。

• 当一个缔约方禁用或严格限用的一个化学品从其领土出口时,该缔约方必须在首次装运之前和

此后每年通知每个进口缔约方。

• 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化学品以及须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化学品的出口应适当张贴标签,同时

以安全数据表形式提供基本健康和安全信息。

 

缔约方有哪些利益缔约方有哪些利益?

缔约方的利益包括:

• 预警系统预警系统

通过一年两期的事先知情同意通函,缔约方了解其他缔约方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禁用或严格限

用情况,并了解因使用危险农药制剂而发生事故,造成人们中毒或环境破坏的情况。

• 作出知情决定作出知情决定

缔约方收到关于《公约》附件III所列每种化学品的一份决定指导文件。决定指导文件中所包含

的信息为就将来进口这些化学品作出知情决定提供依据。

• 分担责任分担责任

《公约》通过促进进口缔约方和出口缔约方之间分担责任,帮助缔约方更好地管理化学品,避免

进口某些不想要的化学品。进口缔约方有责任就将来进口及时作出知情决定,而出口缔约方则

有责任确保出口在不违反进口缔约方的进口决定的情况下进行。

• 出口通知出口通知

出口通知提醒进口缔约方将收到在出口缔约方禁用或严格限用的一种化学品。该进口缔约方可

趁此机会要求提供关于该化学品的进一步情况,考虑是否需要采取危险管理行动。

• 出口说明出口说明

要求出口某些危险化学品时附带的标签和安全数据表上所提供的资料,有助于进口缔约方尽量

减少对工人、其他人员和环境的危害。

• 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之间网络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之间网络

缔约方根据《公约》指定的所有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联络详情名单可从《公约》网站获取,并

且每六个月与事先知情同意通函一起散发。该名单成为有具有实施《鹿特丹公约》方面知识和

经验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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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之间的合作努力缔约方之间的合作努力

《公约》便于缔约方之间提供技术援助。缔约方将在促进技术援助,为成功实施《公约》而对化学品

进行管理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发展方面开展合作。鼓励具有比较先进的化学品管理计划的缔约

方向其他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培训,以发展基础设施和能力,在化学品的整个生命时间对其予以管

理。

有关其他国际文书有关其他国际文书

除了《鹿特丹公约》之外,在化学品管理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国际文书。这些国际文书包括《关于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这些文书

一起为帮助各国解决化学品和农药在其整个生命期所带来的危害提供一个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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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附件III所列的须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化学品《公约》附件III所列的须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化学品

农药:农药:2,4,5-涕及其各种盐类和酯类, 艾氏剂, 乐杀螨,敌菌丹,氯丹, 杀虫脒, 
乙酯杀螨醇,  滴滴涕,  狄氏剂,  地乐酚及其盐类和酯类,  二硝基－邻－甲
酚 (DNOC) 及其各种盐类 (例如铵盐、钾盐和钠盐),  1,  2-二溴乙烷 (EDB),  
二氯乙烷,  环氧乙烷,  敌蚜胺,  六六六 (混合异构体),  七氯, 六氯苯, 林丹, 
汞化合物, 久效磷, 对硫磷, 五氯酚钠及其盐类和和酯类, 毒杀芬, 三丁基锡
化合物 (三丁锡氧化物, 三丁锡氟化物, 三丁锡甲基丙烯酸, 三丁锡苯甲酸, 
三丁锡氯化物, 三丁锡亚油酸, 三丁锡环烷酸);
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甲胺磷, 甲基对硫磷, 磷胺, 含有苯菌灵、克百威和
福美双的粉剂;
工业化学品:工业化学品:石棉(阳起石、直闪石、铁石棉、青石棉、透闪石), 多溴联
苯, 多氯联苯, 多氯三联苯, 磷酸三 (2,3-二溴丙基) 酯, 四乙基铅和四甲基
铅。

以上为截至2008年11月的名单。最新情况请查阅《公约》网站：以上为截至2008年11月的名单。最新情况请查阅《公约》网站：www.pi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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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运作方式信息交流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运作方式

• 关于禁用或严格限用

一种化学品的最后管理行

动的通知[缔约方]

• 关于在使用条件下引

起问题的极为危险的农药

制剂的提案[缔约方]

• 使一种化学品采用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并列入附

件三的决定[缔约方大会]

• 向所有缔约方散发决

定指导文件[秘书处]

• 关于将来进口每种事先

知情同意化学品的进口回

应[缔约方]

• 向所有缔约方散发进口

回应[秘书处]

• 落实进口缔约方的责任

[缔约方]

• 落实出口缔约方的责任

[缔约方]

出口通知[缔约方]

步骤1步骤1

步骤2步骤2

步骤3步骤3

步骤4步骤4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

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