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09-64528 (C) 191109 241109  

2009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4日，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 
临时议程项目 10 
根据第五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的非正式介绍 
 

  关于塔吉克斯坦根据《公约》第五条提出延长销毁杀伤 
人员地雷完成期限之请求的分析∗ 

  由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代表被授权分析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1.  塔吉克斯坦于 1999 年 10月 12 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2000年 4月 1
日对塔吉克斯坦生效。塔吉克斯坦在 2003 年 2 月 3 日提交的第一份透明度报告
中报告了在其管辖或控制下布设或怀疑布设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塔吉克斯坦

有义务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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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
杀伤人员地雷。塔吉克斯坦认为无法在此日期之前完成，于 2009年 3月 31日向
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交了延长期限的请求。塔吉克斯坦请求延长 10 年(至
2020年 4月 1日)。1 

2.  请求指出，2004-2005 年展开的首次地雷影响调查查明了 146 个“可疑危险
区”，总面积为 49,637,637 平方米。2 请求还指出，随后又查明了 13 个可疑危
险区，总面积为 858,018 平方米，因此可疑危险区总数为 159 个，总共面积为
50,668,272 平方米，位于该国的三个地区：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62 个可疑
危险区，总面积为 26,911,369 平方米)、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57 个可

  

 ∗ 迟交，秘书处收到后立即处理。 

 1 执行摘要表明，该请求要求延长 10 年，至 2020 年 4 月 1 日。请求的封面上写着：“拟议的
延长期结束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即 9 年 9 个月)。塔吉克斯坦在评论这项分析草案时说
明，这项行动将于 2019 年 12月 31 日之前完成，而塔吉克斯坦将于 2009 年 3月 31 日之前提
交其完成报告。 

 2 请求指出，塔吉克斯坦将“可疑危险区”界定为“由于地雷或未爆弹药而存在实际或预见危
险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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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危险区，总面积为 1,726,000 平方米)以及塔吉克斯坦中部地区(40 个可疑危险
区，总面积为 22,030,903平方米)。 

3.  请求还指出，由于在首次调查期间调查团队缺乏经验，缺乏雷区记录和调查
设备，而且进入边境地区受到限制，首次调查没有产生高质量的结果，因此必须

重新进行调查活动，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次挑战的程度。请求还指出，由于采用

了一种称为“远程调查”的不准确的调查技术来估计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边境 57 个地区的面积，因此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面积是不准确的。请求还指
出，到 2008 年 2 月，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中心才收到 384 份关于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边境雷区面积的记录，总共面积为 8,567,500平方米。 

4.  被授权分析根据《公约》第五条提交的请求的缔约国(以下称为“分析组”)
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原先对雷区面积和地点的估计方面的缺陷，并注意到塔吉克斯

坦承认必须重新进行调查活动。分析组还注意到，俄罗斯边境部队原先掌握的记

录中列明的一些而并非所有雷区已经列入原先估计的已知或怀疑布设杀伤人员地

雷地区的 50,668,272平方米。分析组还注意到，请求中估计，塔吉克斯坦－阿富
汗边境地区需要调查的面积为 5,794,000 平方米，这可能是原先估计的已知或怀
疑布设杀伤人员地雷地区的 50,668,272平方米之外的。此外，分析组注意到，由
于请求中指出，将在 2009年底之前对这 5,794,000平方米进行调查，在所请求的
延长期开始之前，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尚未完成的工作将明朗化。 

5.  请求指出，在到 2008 年 12 月为止的四年里，清除了 26 个雷区，总共面积
为 2,270,020平方米，并销毁了 9,944颗杀伤人员地雷、12颗反坦克地雷和 1,884
个其他爆炸装置。请求还指出，经过重新调查活动，取消了 42,268,367平方米和
18 个可疑危险区，并查明了 93 个新的雷区，总共面积大约为 2,925,746 平方
米。分析组指出，尽管自从 2004 年底以来不断加强了扫雷活动，但在公约生效
到 2004年底之间没有展开任何扫雷工作。 

6.  请求还指出，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的一些雷区由于水灾并由于地雷自毁
系统激活而被销毁。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请塔吉克斯坦明确确认遭受水灾和/
或布设自毁系统地雷的地区不再有危险。分析组注意到，塔吉克斯坦答复时表

明，它正在进行调查，以确保这些地区是安全的。 

7.  请求指出，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仍然有待于调查的总共有 115 个经
确认的雷区，大约总面积为 5,601,370 平方米，另外还有 360 个雷区，大约总面
积为 5,794,000 平方米。请求还指出，在塔吉克斯坦中部地区，仍然需要加以解
决的总共有 36 个可疑危险区，面积大约为 3,454,261 平方米，其中 19 个是经确
认的雷区，而 17 个仍然需要再进行调查。请求还指出，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边境，57 个可疑危险区仍然有待于重新调查。分析组还指出，塔吉克斯
坦－阿富汗边境的调查工作定于 2009 年底完成，塔吉克斯坦在这一地区仍然有
待于完成的工作在其截止日期之前将更加明朗化。分析组还指出，由于“远程调

查”的性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执行方面的挑战的确切程度仍然不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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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正如上文所指出，塔吉克斯坦请求延长 10 年(至 2020 年 4 月 1 日)。请求指
出，这段时间是根据以下假定计算出来的，即估计总共 14,849,631平方米仍然必
须加以解决，将通过重新调查来减少其中 20%。在其余雷区中，30%将通过机械
扫雷加以清除，20%将通过采用探雷犬加以清除，而其余 50%将采用人工扫雷办
法。请求还指出，所有重新调查活动将于 2009 年之前完成，适于采用机械扫雷
的可疑危险区将于 2012年之前完成，适于采用探雷犬的可疑危险区将于 2016年
之前完成，从 2016年至 2019年，只有人工排雷办法适用于其余雷区。塔吉克斯
坦在评论这项分析草案时说明，这些重新调查活动并不包括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

克斯坦的边境。 

9.  请求指出，2008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对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方案的
评价支持这样的结论，即完全执行第五条大约需要 10 年时间。鉴于塔吉克斯坦
极为重视这项评价，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致函塔吉克斯坦，询问塔吉克斯坦是

否考虑将该评价报告附于其延期请求之后。此后塔吉克斯坦提供了这份报告，并

表示向任何其伙伴提供该报告。分析组注意到，该评价报告预测，完全执行第五

条需要 9.7 年的时间。分析组还注意到，这种预测是根据只有 20%有待于解决的
雷区适合采用机械扫雷法这一假定作出的，而这种假定是根据报告的作者称之为

对一个地方的“一次短暂的实地考察”作出的，而且该报告还指出，排雷组织

“瑞士地雷行动基金会”估计，60%的雷区可采用机械扫雷。 

10.  鉴于购置机械设备对执行塔吉克斯坦提出的计划的重要性，第九届缔约国
会议主席致函塔吉克斯坦，询问购置方面的努力以及购置相关设备的可能性。塔

吉克斯坦在答复时指出，它正在就这项事项与几个捐助方合作，而且一个捐助方

已经向它允诺，塔吉克斯坦将在 2010年收到一台机器。 

11.  鉴于塔吉克斯坦在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面临的执行挑战的程度不明，第九
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致函塔吉克斯坦。特别是，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要求说明为

了在塔吉克斯坦控制的地区展开调查和扫雷而已经展开或计划展开的努力，并说

明塔吉克斯坦一旦就边界划定签订政治协定以后的扫雷计划。塔吉克斯坦答复

说，一些已划定的地区可以进入进行调查，它计划于 2010 年重新进行调查，这
些活动将于 2010 年完成，届时将开始扫雷规划，随后实际扫雷活动“将取决于
两国之间的一项政治决定”。 

12.  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还致函塔吉克斯坦，询问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边境的预期工作是否已经列入请求中提出的计划。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塔吉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预期工作没有列入计划，“由于国家边界线没有以国

际法律形式完全确定”，扫雷行动无法进行，因此塔吉克斯坦没有关于塔吉克斯

坦境内雷区的完整资料。分析组再次回顾说，塔吉克斯坦重视 2008 年开发署对
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方案的评价，分析组还指出，评价报告表明，浏览一下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可疑危险区分布图，“就可以知道，这些危险区位于

边境的乌兹别克斯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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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求指出，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的八个雷区和塔吉克斯坦中央地区的
六个雷区“已经暂时取消”。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说明

这些地区恢复行动是否已经列入塔吉克斯坦的计划。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已经就

这些暂停地区中的一些地区展开了活动，并证实，塔吉克斯坦将在所有其余可疑

地区完成所有活动。 

14.  请求中说明了下列阻碍因素：(a) 在《公约》对塔吉克斯坦生效 4 年以后才
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扫雷，这使得塔吉克斯坦只有六年时间来履行其第五条的义

务；(b) 在最初几年里，只有少数扫雷组仅仅采用人工排雷法；(c) 塔吉克斯坦
是一个多山国家，其中许多可疑危险区位于难以进入的地方；(d) 气候条件极其
恶劣，许多可疑危险区一年中只有三至四个月可以进入，因此对扫雷行动提出了

挑战；(e) 资金不足而且推迟收到资金，因此有待于完成的工作只有很小的工作
窗口；(f) 俄罗斯军方留下的雷区记录不准确；以及 (g) 乌兹别克斯坦在边界扫
雷问题上不予合作。分析组注意到，尽管塔吉克斯坦在 2004 年底之前没有进行
任何扫雷活动，但此后日益加紧努力执行第五条。 

15.  请求中载列的表格按照活动的类别说明请求中的每一年将解决多大面积(即
3,000,000 平方米通过 2009 年完成的调查活动解除危险；2009-2011 年，
3,400,000平方米通过机械扫雷解除危险；2009-2016年，2,300,000平方米通过探
雷犬解除危险；2009-2019 年，5,960,000 平方米通过人工排雷解除危险)。请求
指出，塔吉克斯坦制定了领先于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国家地雷行动标准，而且大

地正在通过一个六步骤的进程解除危险。请求还说明了塔吉克斯坦采用的核定人

工扫雷技术。请求还指出，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的扫雷行动中对技术调查

还一度采用了非标准机械支持方法，并在试验调查项目和重新调查活动中正在采

用一种新的方法。 

16.  请求指出，塔吉克斯坦预测，2009-2019 年期间与执行第五条有关的活动将
需要 4,230 万美元：其中 200,000 美元用于重新调查，23,800,000 美元用于人工
扫雷，3,800,000美元用于探雷犬，2,200,000美元用于机械设备以及 6,270,000美
元用于能力建设。请求还指出，塔吉克斯坦自从 2003 年以来每年将其本国的资
源投入人道主义扫雷，即提供技术支持，平均每年大约为 512,333 美元。请求还
指出，塔吉克斯坦准备在延长期内投资 6,050,000 美元，而其余 36,270,000 美元
将由塔吉克斯坦以外的来源提供。分析组再次回顾说，塔吉克斯坦重视 2008 年
开发署对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方案的评价，分析组指出，评价报告表明，“没有

与捐助方进行充分的讨论，而鉴于短缺这种讨论是十分重要的。” 

17.  请求指出，自从《公约》生效以来，由于执行了第五条而在社会经济方面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重建一条主要的道路、几条高压供电线、一条供水管和

一个大坝，以及建造一条灌溉渠道，请求还指出，执行第五条带来的其他效益包

括清理农业用地和开采宝石和铝矿。请求还指出，尽管在塔吉克斯坦取得了巨大

的进展，但地雷在扫雷地区对人类的影响仍然是极其严重的。请求还指出，目前

总共有 456,790 人住在受地雷影响的地区，而雷区封锁了人们打柴、牲口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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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研究和采集淡水的通道。雷区还阻碍了畜牧业和园艺发展、河岸的加固和道

路与供电线的重建。此外，请求还指出，稀有动物也遭到地雷爆炸的伤害。分析

组指出，在所要求的延长期内完成执行第五条的工作有可能对改善塔吉克斯坦境

内人身安全和社会经济条件作出重要的贡献。 

18.  请求中列入了可有助于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该请求的一些其他有关资料，包
括说明执行时限的各种表格。此外，正如上文所指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关于

2008 年开发署对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方案的评价的报告，而塔吉克斯坦认为，
这是它提出请求的一个重要依据。 

19.  分析组指出，尽管在《公约》生效 4 年多以后才开始扫雷活动，但此后取
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通过重新调查解除了一些土地的危险。分析组还指出，

已知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塔吉克斯坦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计划是

可行的，但人们对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用机械扫雷设备发表了不同的意

见，这表明，塔吉克斯坦进展的速度可以比所要求的年数所表明的快得多。分析

组指出，这样做就可以使塔吉克斯坦确保它在其请求中概述的严重的人道主义、

社会和经济影响尽快得到解决。分析组还指出，如果计划中列入所要求延长期间

塔吉克斯坦对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希望，塔吉克斯坦和所有缔约国

均可受益。 

20.  分析组指出，鉴于取得外部支持以确保按时执行的重要性，塔吉克斯坦应
该尽快制定一项资源调集战略。在这一方面，分析组指出，鉴于塔吉克斯坦预

测，它需要的资金将略高于它最近几年里每年收到的金额，塔吉克斯坦应该按照

所提出的建议，增加与捐助方接触的频率，并明确通报完成第五条执行工作带来

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益。 

21.  分析组指出，塔吉克斯坦提供的关于其余雷区的说明将极大地协助塔吉克
斯坦和所有缔约国评估延长期内执行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在这一方面，分析组

进一步指出，应该更明确地说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被怀疑布设地雷

的地区的地点和状况以及塔吉克斯坦着手解决其管辖或控制下所有此类地区的计

划。分析组还指出，塔吉克斯坦应该在常设委员会、第二次审查会议和缔约国会

议上就此类问题提供最新情况，这将使塔吉克斯坦和所有缔约国均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