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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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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会议

29 Septem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八届会议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对哥伦比亚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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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加拿大、挪威和赞比亚)提交
1.

哥伦比亚于 2000 年 9 月 6 日批准《公约》。《公约》自 2001 年 3 月 1 日起

对哥伦比亚生效。哥伦比亚在 2002 年 3 月 15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报告了
其管辖或控制下布有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哥伦比亚有义务在 2011 年
3 月 1 日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
哥伦比亚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向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提交了延长期限的请求。
2010 年 5 月 18 日，主席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提供补充资料。哥伦比亚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作出答复，随后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提交了修订版请求。哥伦比亚请求
将期限延长 10 年，至 2021 年 3 月 1 日。缔约国第十届会议一致商定批准这一请求。
2.

缔约国第十届会议 2010 年批准哥伦比亚的请求时指出，考虑到已知或怀疑

污染的程度，哥伦比亚请求最长延长期限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这样做依据的是对
情况的不完全认识。缔约国第十届会议还指出，《公约》生效近十年后，哥伦比亚
仍没有相关资料，无法更准确地报告已知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的位
置，因而无法根据具体资料制定执行计划。
3.

2020 年 3 月 19 日，哥伦比亚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委员会”)提交了

延长 2021 年 3 月 1 日这一最后期限的请求。2020 年 6 月 25 日，第 5 条执行委员会
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提供补充资料。哥伦比亚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向委员会提
供了补充资料，答复了委员会的问题。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哥伦比亚及时提交
了请求并与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对话。哥伦比亚请求将期限延长 4 年 10 个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本文件计划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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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求指出，建立优先次序模式让哥伦比亚得以将全国 1 122 个市镇分类如下：

高度影响(199 个市镇)、中等影响(291 个市镇)、低影响(183 个市镇)和未见登记的
影响(449 个市镇)。请求指出，这一分类部分基于哥伦比亚的数据库 1990 年以来
登记的事故报告，并与收集污染影响数据的本国和国际组织等其他来源进行了
核对。
5.

请求指出，哥伦比亚在开展勘查和清理行动时，分配给某一人道主义排雷行动

作业单位的一个地带或市镇经划分后，以“地段”作为最小领土单位。请求指
出，这些“地段”由地方当局、社区和作业单位在社区联络的过程中共同选定并
划出。请求指出，根据《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在每个地段都必须进行非技术勘
查。请求中的资料还说明了哥伦比亚，例如“市镇安全理事会”与受影响社区、
地方当局和地雷行动利益攸关方共同核实国家数据库中现有信息所使用的方法。
6.

请求指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清理总面积为 6 368 003 平方米，销毁

简易杀伤人员地雷 3 733 枚，共 212 个市镇宣布无怀疑布设，对另外 181 个市镇
以信息认证的方法进行了处理。
7.

请求指出，怀疑布设地雷的市镇已从 715 个减少到 322 个，已分配 156 个市

镇(共 5 566 个地段)的勘查和清理，另有 1 个市镇正在分配中。请求指出，经过
对 2 723 个地段的勘查，发现了 1 344 个“危险区”和“确认危险区”，估测面
积为 7 491 763 平方米，其中总面积 4 157 564 平方米的 877 个危险区和确认危险
区已得到处理，销毁简易杀伤人员地雷 2 151 枚。
8.

委员会欢迎哥伦比亚提供的资料，并指出，哥伦比亚必须继续以符合《国际

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进行通报，为此应提供关于剩余挑战的资料，按“疑似危
险区”和“确认危险区”及其相对面积分列，并按污染类型分列，还必须根据所
用土地解禁方法(即通过非技术勘查删除、通过技术勘查减少或通过排雷清理)
通报进展情况。
9.

请求指出，就两个人道主义排雷国家军事实体的能力而言，经认可的排雷员

从 2011 年的 360 名增至 2019 年的 3 926 名，共 9 个人道主义排雷民事组织(6 个
国际组织和 3 个本国组织)获得认可，获认可的排雷人员共 640 名。请求进一步指
出，由于土地解禁能力增加，需要发展一个质量保证机制，已借助美洲国家组织
提供的外部监督部件建立了这一机制。
10. 委员会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提供资料，说明人道主义排雷国家军事实体的
结构如何可以确保这些实体在工作中奉行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哥伦比亚
表示，由于其所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性质，人道主义排雷国家军事实体有别于
武装部队，例如，他们的制服有别于其他军事人员的制服，执行任务时也不使用
武器。哥伦比亚还在答复中提供了相关作业程序的补充资料，并表示，人道主义
排雷军事实体按照严格的准则作业，并且是在安全局势准许适用“不伤害”原则
的地区作业。
11. 请求中提供了资料，说明了哥伦比亚加强信息管理流程的努力，包括开发了
一个基于网络的外围信息系统，作为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的补充，并实
现了记录信息和确保作业相关文献可追溯，以及为与有关各方共享信息和审查
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中记录的信息提供了共同的空间。委员会指出，哥伦比亚
必须继续确保其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包含关于执行情况的最新准确数据，并欢迎
哥伦比亚在向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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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请求指出，首次延期请求期内，已按照《国际地雷行动标准》制定了《国家
地雷行动标准》。请求指出，制定关于非技术勘查的《国家地雷行动标准》之
后，在以循证方法通过收集信息、分析证据和咨商指定地区内所有信息来源发现
雷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委员会指出，哥伦比亚必须确保其《国家地雷行动标准》
符合最新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根据新挑战加以调整，并采用最佳做法以确
保高效和有效的执行。委员会还指出，必须通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协商的包容进
程更新《国家地雷行动标准》。
13. 请求指出，首次延期请求期内存在以下阻碍情况：(a) 由于有组织武装团体
进行非法活动并使用杀伤人员地雷，人道主义排雷行动难以执行；(b) 工作量
巨大。
14. 请求指出，在已进行勘查的 2 723 个地段中，剩余执行挑战包括总共 467 个
危险区和确认危险区，面积为 3 334 199 平方米。委员会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
澄清剩余挑战，特别是按照《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分列发现的雷区。哥伦比亚在
答复中提供了一个表格，将 467 个发现的雷区分列为 198 个危险区，面积 1 150 077
平方米，以及 269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2 184 121 平方米。
15. 请求指出，在 156 个市镇待勘查的 2 843 个地段，剩余挑战是根据已查明的
趋势使用统计预测估算的。请求指出，这项分析取用 4 700 平方米作为非技术勘
查中发现的危险区/确认危险区面积的平均值，已确定，将要清理的实际总面积
按危险区/确认危险区面积增加 5%计算。请求指出，据哥伦比亚估测，未勘查的
地段中，将发现共 1 053 处危险区和确认危险区，估测面积为 4 949 100 平方米。
除此之外，请求指出，还有 165 个不具备开展人道主义排雷活动所需安全条件的
市镇仍有待处理。
16. 委员会指出，哥伦比亚必须尽早确定雷区的准确周边界线，与受影响社区的
妇女、女童、男童和男性等利益攸关方开展包容各方的协商，在此基础上，确定
剩余市镇污染情况的最新循证基线。委员会指出，这样做可以支持哥伦比亚确定
优先次序的努力，并确保资源用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委员会认识到，哥伦比亚
的估测有不确定性，并指出，勘查工作开展之后，应能更准确地估测完成执行
第 5 条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17. 请求指出，剩余雷区对当地社区既有经济影响又有社会影响，剥夺了当地人
的行动自由，并导致土地无法用于生产性用途。请求指出，在 2019 年期间，共
登记 108 名受害者(60 名平民和 48 名军人)，其中男性 59 人(3 人死亡)，女性 1 人
(受伤)。请求还指出，清理行动有助于安全使用机场和桥梁、卫生中心、教育中
心和电塔等基础设施。委员会指出，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完成第 5 条义务对于改善
哥伦比亚的人员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可能大有帮助。
18. 如上所述，哥伦比亚请求延期 4 年 10 个月(由 2021 年 3 月 1 日延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请求指出，这符合哥伦比亚 2020-2025 年国家战略计划“为所有
哥伦比亚人建立一个没有杀伤人员地雷疑似布设的哥伦比亚”，也符合《公约》
缔约国的愿望。
19. 委员会致函哥伦比亚，请其澄清延长期内的目标，因为延期请求称，哥伦比亚
的目标是在现已具备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之必要安全条件的 156 个市镇处理剩
余污染，而不是在该时间框架内处理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所有雷区。哥伦比亚答复
称，哥伦比亚仍面临有组织武装团体持续使用简易杀伤人员地雷的情况，根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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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行动计划，考虑到冲突态势等若干变数，预计到 2025 年将解决 80%的挑战。
哥伦比亚又表示，将在 2023 年审查行动计划。哥伦比亚还表示，完成延期请求
之目标的技术计划是在所有部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制定的。
20. 请求载有 2020-2023 年期间在 156 个市镇完成勘查和清理的详细工作计划和
预算，具体如下：2020 年，194 个雷区，面积 1 023 879 平方米；2021 年，101 个
雷区，面积 1 328 253 平方米；2022 年，140 个雷区，面积 950 263 平方米；2023 年，
32 个雷区，面积 31 804 平方米。请求又指出，另外将在尚未进行非技术勘查的
地区处理 4 949 100 平方米。请求还指出，哥伦比亚的目标是在 2024-2025 年期间
处理剩余的 165 个市镇。委员会指出，鉴于对污染的估测有不确定性，对将解禁
的土地的年度预测必然也有不确定性。委员会欢迎哥伦比亚承诺每年向缔约国通
报进展情况。
21. 请求指出，156 个市镇的行动已委托给 8 个人道主义排雷组织。鉴于其中一
些组织退出了行动，委员会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提供资料，说明能力减少将如
何影响哥伦比亚延期请求中的目标和时间表。哥伦比亚在答复中提供了资料，说
明了为获取必要的执行资源所作的努力，并说明，哥伦比亚计划将一些地区重新
分配给其他组织，以便在这些受影响社区重启人道主义排雷工作。请求还指出，
《2020-2025 年人道主义排雷行动计划》中规划了多项行动，目的是在 2020 年审
查任务分配以确保流程更加高效，并建立一个向人道主义排雷组织分配和重新分
配市镇和/或地区的流程。委员会欢迎哥伦比亚努力审查其向各组织分配和重新
分配任务的方法。
22. 委员会注意到哥伦比亚有一个 2020-2023 年的工作计划和预算，用于在 156 个
市镇处理污染，并注意到哥伦比亚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甚至超出请求的延长期，
以解决剩余挑战，委员会鼓励哥伦比亚，考虑申请用最少的时间(3 年)完成目前
正在处理的 156 个市镇的勘查和清理行动。委员会指出，哥伦比亚可利用这段时
间收集和评估地雷污染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以便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合理的前瞻
计划，随后提交第三次申请，在其中提出更清楚地了解挑战程度之后制定的计
划，该计划应更有把握地预测完成执行第 5 条所需的时间。哥伦比亚答复称，它
已提交一项到 2025 年的计划，该计划考虑了人道主义排雷组织的能力和 20162020 年期间所开展行动的结果。哥伦比亚还在答复中重申，该国承诺在本国的
第 7 条报告中向缔约国通报最新信息，并预计 2023 年该国将更清楚地掌握将要
分配的 165 个市镇的污染情况。
23. 请求指出，在这 165 个市镇中，《2020-2025 年人道主义排雷计划》将采用
“微聚焦”方法，该方法旨在根据由当地来源核实并记录的证据界定标准，以查
明杀伤人员地雷疑似布设。委员会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提供资料，说明正在考
虑的在这些市镇收集信息和处理污染的任何其他办法。哥伦比亚答复称，第一步
将是收集并核查有关武装冲突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态势等方面的信息。哥伦比亚又
指出，核查信息之后，必须根据个案情况决定适用的方法。哥伦比亚还通报称，
将与机构间人道主义排雷机构一道，为军方和地方/族裔民事机关、社区及和平
问题高级专员办事处建立一个平台，以查明并划定可能的干预领域。
24. 请求中列入了《2020-2025 年人道主义排雷计划》执行期间将要实现的多项
目标，除其他外，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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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包容的方式制定、修订、更新和通过关于土地解禁的《国家地雷
行动计划》；
(b) 更新分配和重新分配任务的方法；
(c) 确立管理残余污染以及加强地方政府与排雷行动伙伴之间协调的方法。
25. 委员会欢迎哥伦比亚在《2020-2025 年人道主义排雷计划》中强调的目标。
委员会强调，哥伦比亚必须确保以包容的方式更新和通过土地解禁标准，并强
调，哥伦比亚必须利用各种实际方法尽快解禁土地，并继续努力改进土地解禁和
认证技术，这可以帮助哥伦比亚在较短时间内履行其义务。
26. 委员会致函哥伦比亚，请该国澄清为建立可持续的国家能力以处理过去未知
的雷区，包括处理完毕之后发现的新雷区所作的努力。哥伦比亚指出，将在目前
正在制定的排雷标准范围之内处理关于残余风险的政策。委员会强调，哥伦比亚
必须建立可持续的国家能力，尽快处理过去未知的雷区。委员会还强调，哥伦比亚
必须确定国家应对措施，以确保长远的解决办法。鉴于各组织最终将离开哥伦比亚，
委员会强调了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27. 请求中提供了资料，说明了哥伦比亚为将性别和多样性纳入排雷行动战略和
工作计划，包括为确保在土著保留地和非洲裔社区等地区开展地雷行动时采取因
地制宜的办法所作的努力。请求指出，根据该方法，在国家公园的干预行动中还
要求注重环境保护。委员会欢迎哥伦比亚通报这一事项，并指出，哥伦比亚必须
继续通报为确保妇女、女童、男童和男性的不同观点以及地雷幸存者和受影响社
区的需求得到考虑而做出的努力，并通报《公约》执行的全部领域。
28. 请求指出，在分配给人道主义排雷组织的一类和二类市镇，防雷教育活动将
由这些组织和/或美洲国家组织开展，或通过伙伴组织，包括儿童基金会和土著
组织等国际和当地组织开展。请求指出，2020-2025 年延长期内的防雷教育活动
将花费约 1300 万美元。委员会欢迎哥伦比亚提供的资料，并指出，哥伦比亚必须
向所有受影响人口和面临风险的群体提供因地制宜的防雷教育与减少风险方案。
29. 请求指出，哥伦比亚预计，2020-2025 年期间将需要 246 965 430 美元，预期
哥伦比亚政府将提供 72 384 235 美元，该国的伙伴将通过国际供资来源提供
174 097 742 美元的支助。请求指出，其中 183 257 487 美元将用于人道主义排雷，
13 032 427 美元用于防雷教育，8 320 227 美元用于受害者援助，6 627 536 美元
用于信息管理，35 727 754 美元用于技术援助。
30. 该请求和哥伦比亚提交的补充资料中提供了缔约国在评估和审议请求时可能
用到的其他相关信息，包括关于剩余雷区、其特征、地形和影响的信息，连同多
项表格，这些表格更清楚地说明了哥伦比亚境内污染的性质和程度、将开展的活
动以及执行计划的风险。请求还提供了关于将人道主义排雷行动纳入更大的国家
框架的信息。
31. 委员会注意到哥伦比亚提供了 2020-2023 年期间的执行里程碑，并注意到
哥伦比亚计划在 2023 年审查其工作计划，同时指出，哥伦比亚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
之前向委员会提交延长期剩余时间的最新详细工作计划将使《公约》受益。委员会
强调，这一工作计划应提供已知或怀疑布设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区域的最新清
单，关于请求所涉剩余时间内哪些组织将处理哪些区域的年度计划，以及详细的
最新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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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哥伦比亚在请求中以及随后对委员会问题的答复中提
供了全面、完整、清晰的资料。委员会还注意到，哥伦比亚提出的计划可行、便
于监测，并阐明了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执行速度。委员会又注意到，该计划是详细
的、有成本计算的多年期计划。委员会又注意到，该计划目标宏大，其成功取决
于稳定的资金、与国际利益攸关方保持牢固的伙伴关系以及为实施创造有利环境
的其他事项。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为《公约》计，哥伦比亚应每年 4 月 30 日前
向缔约国报告以下情况：
(a) 延长期内在哥伦比亚《2020-2025 年人道主义排雷行动计划》所载承诺
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按照《国际排雷行动标准》进行的勘查和清理工作的
结果；
(b) 调整后的里程碑，包括每年要处理的地区编号和雷区总量以及优先事
项是如何确定的；
(c) 对实情的进一步掌握可能如何改变哥伦比亚对剩余执行挑战的认识；
(d) 在制定和通过土地解禁标准及提高勘查和清理效力和效率的其他努力
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分配和重新分配市镇和/或地区的高效流程；
(e) 在建立可持续的国家能力以处理过去未知的雷区，包括处理完毕之后
发现的新雷区方面取得的进展；
(f)

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执行工作有何有利或不利影响；

(g) 通过建立人道主义排雷平台，包括确定其职权范围、范畴、成员和会
议频率，在加强哥伦比亚地雷行动方案的包容性方面取得的进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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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社区人民的多元需求和体验；
(i)

关于为受影响社区因地制宜的防雷教育和减少风险工作制定并执行一

个详细、有成本计算的多年期计划的最新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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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筹集资源的努力，收到的外部资金以及哥伦比亚政府为支持执行工作而

提供的资源，包括协助国际排雷组织和本地能力的行动，以及这些努力的结果。
33. 委员会指出，哥伦比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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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报告指南提交第 7 条报告等方式，定期向
缔约国通报与哥伦比亚在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 5 条和请求中所作其他承诺相关的
其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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