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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29 日，奥斯陆 

临时议程项目 11 

审议缔约国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对塔吉克斯坦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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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和荷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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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3 年 2 月 3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塔吉克斯

坦报告了其管辖或控制下布有或疑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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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所有杀

伤人员地雷。塔吉克斯坦认为其无法按期完成这项工作，因此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向缔约国第九届会议主席提出将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4 月 1 日的请求。第二次

审议会议一致同意批准这项请求。 

2. 会议在批准请求时注意到，尽管塔吉克斯坦在《公约》生效 4 年多以后才开

始排雷，但自那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通过重新调查解禁土地。会议还注

意到，针对已知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塔吉克斯坦三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

提出的计划是可行的，但人们对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用机械排雷设备意见

不一，这表明，塔吉克斯坦的执行速度可能远远快于其请求的时间量所表明的速

度。对此，会议指出，这样做对塔吉克斯坦有利，可确保尽快处理其请求中所述

的严重的人道主义、社会和经济影响。 

3. 2019 年 3 月 31 日，塔吉克斯坦向第 5 条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提出延长

其 2020 年 4 月 1 日期限的请求。2019 年 6 月 14 日，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

要求进一步澄清其延期请求中提供的信息。2019 年 8 月 3 日，塔吉克斯坦就委

员会所提问题向委员会提交了补充资料。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及时提

出请求并与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对话。塔吉克斯坦请求将期限延长 5 年零 8 个月，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4. 请求表示，在截至 2018 年底的延长期内，塔吉克斯坦解禁了 246 个雷区，

面积 17,565,639 平方米(为目标的 124%)，其中包括通过非技术调查取消的

3,592,449 平方米，通过技术调查减少的 4,053,982 平方米，以及通过排雷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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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208 平方米。在此过程中，塔吉克斯坦查明并销毁了 58,997 枚杀伤人员地

雷、1,319 枚未爆弹药(UXO)和 19.4 公斤炸药。委员会指出，塔吉克斯坦必须继

续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报告其进展情况，并按通过非技术调查取

消的、通过技术调查减少的和通过排雷处理的面积来分列信息。 

5. 请求表示，在首个延长期内，塔吉克斯坦查明了 10,485,815 平方米的新雷

区。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是如何查明更多疑似危

险区的，以及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发现。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对塔吉克斯坦政府

在首个延长期开始时所收到的雷场记录进行的初步案头评估低估了污染程度。塔

吉克斯坦表示，塔吉克斯坦国家地雷行动中心预计不会再收到任何雷场记录，目

前提交缔约国的估计数被认为是完整的。委员会强调了塔吉克斯坦确保按照《国

际地雷行动标准》对疑似或确认雷区采取循证分类方法的重要性。 

6. 请求指出了塔吉克斯坦认为在首个延长期内构成障碍的以下因素：(a) 山区

地形；(b)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的安全局势；(c) 有限的高空作业季节性窗

口；(d) 地雷的位移；(e) 河岛上雷区的位置；(f) 更多雷区的确定；(g) 动物探

测系统的效果不佳等。 

7. 请求表示，杀伤人员地雷继续在塔吉克斯坦造成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

估计有 456,790 人(70%为妇女和儿童)生活在受地雷影响的地区。杀伤人员地雷

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存在继续严重阻碍农业发展和环境，导致对采矿部门和基础

设施的投资减少。委员会注意到，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取得执行第 5 条方面的进

展，可能大大有助于改善塔吉克斯坦居民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 

8. 请求指出，仍然面临 249 个危险区的挑战，面积为 12,098,210 平方米，其中

包括 154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7,907,210 平方米，和 95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

4,191,000 平方米。如前所述，塔吉克斯坦请求延期 5 年零 8 个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请求表明其工作计划有四个关键组成部分：(一) 在 2019 年年底前调

查中部地区的所有疑似危险区；(二) 到 2023 年处理完中部地区的所有已知和疑

似危险区；(三) 到 2023 年完成对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 41 个剩余疑似危险

区的调查；(四) 到 2025 年处理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的所有已知和疑似危

险区。 

9. 工作计划表明，塔吉克斯坦将在延长期内处理 195 个雷区，面积为

8,848,210 平方米，其中包括 154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7,907,210 平方米，和 41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 941,000 平方米。工作计划还表明，塔吉克斯坦将在 2020

年处理 1,388,819 平方米，2021 年处理 1,218,722 平方米，2022 年处理 1,284,655

平方米，2023 年处理 1,277,666 平方米，2024 年处理 1,138,919 平方米，2025 年

处理 1,170,000 平方米。 

10. 请求指出了可能对请求时限造成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一些因素，其中包括：

(a) 预计清理比率；(b) 预计清理速度；(c) 任务的优先次序；(d) 进入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情况；(e) 能力的增加；(f) 机械设备的部署。 

11. 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表示该请求应有一份更详细的工作计划，内含关于

现有调查和清理能力的部署、将要部署的小组和部署时间以及处理这些雷区时将

采用的方法的更多细节。塔吉克斯坦在答复中附上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延长

期内的年度调查和清理里程碑，指出调查能力将从三个小组增加到五个。塔吉克

斯坦进一步表示，计划到 2021 年底在 9 个区调查 41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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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00 平方米，其中预计 2019 年调查 9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 240,000 平方米；

2020 年调查 24 个疑似危险区，面积 511,000 平方米；2021 年调查 8 个疑似危险

区，面积 190,000 平方米。详细的工作计划还表明，到 2023 年底，将重新调查 8

个区的 30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为 2,770,557 平方米，其中包括：2019 年调查 10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178,338 平方米；2020 年调查 5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320,000 平方米；2021 年调查 7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114,800 平方米；2022 年调

查 7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1,618,919 平方米；2023 年调查 1 个确认危险区，面积

538,500 平方米。 

12. 塔吉克斯坦在对委员会的答复中进一步指出，将针对事故或雷区的社区报告

部署调查资源。委员会强调，塔吉克斯坦应开展非技术调查和技术调查活动，以

更好地划定雷区的确切边界，并继续排雷行动。委员会注意到，虽然遗憾的是，

经过近二十年巨大的人道主义排雷努力，塔吉克斯坦并未确切界定其仍然面临的

挑战，但积极的一面是，塔吉克斯坦的目标是到 2023 年完成调查工作，以期制

订一项有意义的前瞻性工作计划，同时考虑到调查结果对延期请求剩余时间的影

响。 

13. 工作计划表明，塔吉克斯坦已确定，其剩余污染区中有 15-20%适合机械设

备。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提供关于部署机械设备的详细计划，包括部署

机械排雷小组的地点和时间。塔吉克斯坦对此表示，遗憾的是，出于安全考虑，

自 2014 年以来，有三个机械排雷设备一直没有部署。塔吉克斯坦进一步指出，

根据案头调查，5 个区估计有 1,398,813 平方米的面积可能适合部署机械排雷设

备，塔吉克斯坦已委托行动技术工作组就设备的重新启用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

结果将在第四次审议会议上分享。委员会欢迎塔吉克斯坦承诺将报告其机械设备

评估结果，并强调塔吉克斯坦应使用一切可用的方法，充分和迅速地履行第 5 条

义务，塔吉克斯坦可能会发现，其执行速度远远快于其请求的时间量所表明的速

度。委员会进一步强调，塔吉克斯坦应继续在年度工作计划中报告其使用机械设

备的进展情况。 

14. 请求表明，要实现 2025 年这一期限，塔吉克斯坦需将其现有能力翻番，即

将排雷人员从 90 名增加到 180 名。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提供更多资

料，说明征聘、培训和装备更多排雷人员的时间表，并提供进一步资料，说明所

需的资源和组织安排，以及这些努力将如何有助于实现塔吉克斯坦《性别和多样

性排雷行动战略》的目标。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在培训和部署新的排雷小组之

前，将需要车辆和探测器等设备，估计费用为 800,000 美元。塔吉克斯坦还表

示，在 2019 年闭会期间会议间隙举行的塔吉克斯坦因地制宜法活动期间，分享

了一份概念说明，概述了支持更多排雷小组所需的资源。塔吉克斯坦进一步答复

说，虽然维持军事排雷小组内的性别平衡将是一项挑战，但将寻求政府批准进一

步培训妇女和让其参与支持土地解禁行动。委员会注意到政府对征聘排雷人员的

大力支持，并指出塔吉克斯坦应继续报告为确保实施其性别平等主流化计划所作

的努力。 

15. 请求表明，根据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受污染区的位置，估计有

3,250,000 平方米被排除在工作计划之外。请求进一步表明，塔吉克斯坦政府和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需要达成协议处理边境附近的雷区问题，将有一个联合委员会

来调查这些雷区并安排其清理时间。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提供关于该联

合委员会的进一步资料，包括所涉国家实体、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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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排雷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里程碑、关键步骤和时间表等。塔吉克斯坦答复

说，外交部负有启动与乌兹别克斯坦谈判的任务，以在塔吉克斯坦国家地雷中心

和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相关成员之间达成协议，沿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

边境进行初步调查。塔吉克斯坦进一步答复说，它将向缔约国会议以及在塔吉克

斯坦关于谈判进展情况的第 7 条透明度报告中，提供最新进展情况。委员会注意

到合作解决共同边境地区附近雷区的重要性。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塔吉克斯坦

承诺通过报告关于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边境雷区的信息和处理这些雷

区的计划，随时向缔约国通报情况。 

16. 请求表明，塔吉克斯坦项目将每年需要 300 万美元，以便在五年延长期内保

持其当前执行第 5 条的能力。请求还表明，塔吉克斯坦另需 300 万美元(年度估

计预算为 600 万美元)，为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方案的预计能力增长供资。委员

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提供关于塔吉克斯坦旨在使其资源基础多样化并扩大该

基础的资源调动战略的进一步资料，以及一项有助于引发主要国家和国际利益攸

关方兴趣的宣传计划。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在加强合作与援助委员会的支持下，

塔吉克斯坦在 2019 年闭会期间会议的间隙主办了一次因地制宜法活动，捐助界

与执行伙伴齐聚一堂，就塔吉克斯坦国家方案的现状进行了公开交流。塔吉克斯

坦进一步答复说，2019 年 7 月召开了一次战略研讨会，讨论该部门的协调问

题，包括资源调动，并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在杜尚别举行一次高级别地雷行动论

坛。塔吉克斯坦还说，将对资源调动计划进行详细分析，并在第四次审议会议上

分享分析结果。委员会强调，塔吉克斯坦应继续向委员会和缔约国通报它在执行

第五条方面面临的任何资金挑战。 

17. 请求表明，根据每平方米 3.28 美元的平均价格，在延长期内执行工作计划

将需要 3,000 万美元。委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说明管理、行政和排雷行动

的预算理由和资源分配。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延长期内共需要 3,130 万美元。委

员会致函塔吉克斯坦，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塔吉克斯坦如何构建其组织能力，以

应对任务完成后的残留污染，并说明为减轻工作人员迅速复员的负面影响而制订

的应急计划。塔吉克斯坦答复说，塔吉克斯坦答复说，2025 年后应对残余威胁

的国家能力发展将被纳入新的《国家地雷行动战略》(2020-2025 年)。 

18.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中包含可能对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这项请求有用的其他相

关资料，包括关于剩余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进一步细节、关于地雷受害者和塔

吉克斯坦政府对事故的反应的进一步信息、关于规划和优先次序的更多细节、关

于目前排雷能力的信息、与首个延长期内处理的土地有关的地图和表格、排雷后

的结果和财务考虑，以及与请求有关的附件链接等。 

19. 委员会回顾，塔吉克斯坦国家排雷计划的执行可能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边境地区调查和排雷协议的结果，到 2020 年完成的对 41 个疑似危险区的调查和

到 2023 年完成的对 30 个确认危险区的重新调查的结果，以及部署机械设备的可

行性等，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向委员会提交最新详细工作计

划，并向 2023 年举行的缔约国第十九届会议提交延长期剩余时间的工作计划，

将有利于执行《公约》。委员会指出，这些工作计划应包括一份采用与《国际地

雷行动标准》一致的术语编制的全部已知或疑似含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最新清

单、所请求的延长期剩余时间内每年预计要处理的区域和面积、负责处理的组

织，以及相应的详细订正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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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在请求中以及随后答复委员会的问题时提供了全面、

完整和明确的资料。委员会还注意到，塔吉克斯坦提出的计划可行、便于监测，

并阐明了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执行速度。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一计划的力度很大，

其成功有赖于国际供资方的共同捐助以及征聘更多的人工排雷小组。在这方面，

委员会指出，为《公约》计，塔吉克斯坦应每年在 4 月 30 日前向缔约国报告以

下情况： 

 (a) 延长期内在塔吉克斯坦年度调查和清理计划所载承诺方面取得的进

展，按取消、减少和清理的面积分类，并报告其对塔吉克斯坦工作计划中规定的

年度目标的影响； 

 (b)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就共同边境地区的调查和清理达

成的协议的进展情况，包括关于参与这项工作的国家机构的信息； 

 (c) 关于确定、征聘、培训和部署另外 90 名排雷人员和支助人员的最新情

况，包括关于新征聘人员的性别和多样性的信息； 

 (d) 关于资源调动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塔吉克斯坦国家预算提供的资源

和为支持执行工作而收到的外部资金； 

 (e) 关于解禁土地所用各种切实可行方法的最新信息，包括报告机械设备

可行性和部署方面的结果； 

 (f) 关于塔吉克斯坦地雷行动方案结构的最新情况，包括任务完成后应对

残留污染的现有和新的组织能力与机构能力。 

21. 委员会指出，塔吉克斯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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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在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 5 条的情况和请求中

其他承诺有关的其他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