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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3 (a)
 

为筹备《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开始生效和缔约方大

会第一次会议而开展的工作：一俟《公约》生效

后须立即开展的有效执行工作事项 

关于豁免登记格式的提案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1.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均可采用书面通知秘书处的方式，在成为《公约》缔约方之际，或若是对附

件 A 或附件 B 有任何修正，则应当在不迟于相关修正对缔约方生效之日，登记

一项或多项针对附件 A 或附件 B 所列淘汰日期的豁免。任何此种登记均应随附

一份解释所涉缔约方为何需要享受该项豁免的说明。 

2.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也载有关于登记豁免的类似

条款。该《公约》在其第四条规定，“任何国家均可在成为缔约方时，以向秘

书处发出书面通知的形式，登记附件 A 或 B 所列一种或多种的特定豁免。”为

登记《斯德哥尔摩公约》所列生产和使用工业级硫丹及其相关异构体的特定豁

免而制定并通过的表格，1
 见本说明附件一。2

  

3. 在本说明的附件二中，秘书处列出了一份拟议表格，供缔约方用于登记

《水俣公约》附件 A 或附件 B 所列淘汰日期的豁免。 

4.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全权代表大会决定，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该制定并临时

通过用于登记豁免的格式，以待缔约方大会作出相应决定。可以登记附件 A 或

                                                           
* UNEP(DTIE)/Hg/INC.6/1。 
1见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SC-6/2 号决定。  
2还为使用附件 A 所列化学品以及生产和使用全氟辛烷磺酸编制了其他一些用于登记《斯德哥尔摩公约》

所列豁免的表格。在编制附件二提议的表格时也考虑到了这些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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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所列类别的豁免，也可以登记任何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确定的分

类别豁免。 

5. 谨建议委员会审议本提案的内容，并临时通过该提案，以待缔约方大会第

一次会议作出相应决定。这将使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在成为缔约

方时，或在希望于《公约》生效后至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前的这段时期登记

一项或多项豁免时，使用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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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斯德哥尔摩公约》生产和使用的特定豁免通知 

生产和使用工业级硫丹及其相关异构体特定豁免通知 

 

缔约方（国家名称）： 

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在此收到缔约方根据《公约》第 4 条第 3 款为登记以下特定豁免而发出的通知。 

活动（请按要求打钩） 
生产：                                

使用：  

《公约》规定的用途特定豁免：（可以多选） 

苹果 蚜虫  

木豆、双花扁豆 蚜虫 ；毛虫 ；豌豆莲纹夜蛾 ；豆荚螟  

豆角 、豇豆 蚜虫 ；潜叶蝇 ；粉虱  

辣椒 蚜虫 ；小叶蝉  

咖啡果 小蠹虫 ；白蛀蟲  

棉花 蚜虫 ；棉铃虫 ；小叶蝉 ；稻纵卷叶螟 ；粉红棉铃虫 ；蓟马 ；粉虱  

茄子 蚜虫 ；小菜蛾 ；小叶蝉 ；果芽虫  

花生 蚜虫  

黄麻 比哈尔毛虫 ；广明螨  

玉米 蚜虫 ；粉螟 ；白蛀蟲  

芒果 果蝇 ；跳仔  

芥末 蚜虫 ；瘿蚊  

洋葱  蚜虫 ；小叶蝉  

黄秋葵 蚜虫 ；小菜蛾 ；小叶蝉 ；果芽虫  

土豆  蚜虫 ；小叶蝉  

水稻 瘿蚊 ；水稻铁甲虫 ；白蛀蟲 ；白小叶蝉  

茶叶 蚜虫 ；毛虫 ；捲心蟲 ；粉蚧 ；介壳虫 ；小绿叶蝉 ； 

茶尺蠖 ；茶角盲蝽 ；蓟马  

烟草 蚜虫 ；烟青虫  

番茄 蚜虫 ；小菜蛾 ；小叶蝉 ；潜叶蝇 ；果芽虫 ；粉虱  

小麦 蚜虫 ；粉螟 ；白蚁   

若少于《公约》所规定的五年，则标明特定豁免的

期限 

 

特定豁免的理由  

评论意见  

通知提交人： 

姓名  

机构/部门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地址： 

签名  日期：（日/月/年） 

请把填写完毕的表格发送至： 

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 

地址：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ouse 

11–13, chemin des Anémones, CH–1219 Châ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传真： +41 22 917 8098 

电子邮箱：ssc@pops.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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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 A 和附件 B 所列添汞产品及使用汞工艺特定豁免的拟议通知格式 

添汞产品及使用汞或汞化合物工艺特定豁免通知 

 

缔约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名称）： 

水俣公约秘书处在此收到缔约方根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为登记以下特定豁免而发出的通知。 

添汞产品  豁免期限（如淘汰日

期过后不足 5 年） 

电池，不包括含汞量低于 2%的扣式锌氧

化银电池以及含汞量低于 2%的扣式锌空

气电池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开关和继电器，不包括每个电桥、开关或

继电器的最高含汞量为 20 毫克的极高精确

度电容和损耗测量电桥及用于监控仪器的

高频射频开关和继电器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用于普通照明用途、不超过 30 瓦、单支含

汞量超过 5 毫克的紧凑型荧光灯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下列用于普通照明用途的直管型荧光灯： 

(a) 低于 60瓦、单支含汞量超过 5毫克的直

管型荧光灯（使用三基色荧光粉） 

(b) 低于 40瓦（含 40瓦）、单支含汞量超

过10毫克的直管型荧光灯（使用卤磷酸盐

荧光粉灯）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用于普通照明用途的高压汞灯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用于电子显示的冷阴极荧光灯和外置电极

荧光灯中使用的汞： 

（a）长度较短（≤500 毫米），单支含汞

量超过 3.5 毫克 

（b）中等长度（>500 毫米且≤ 1500 毫

米），单支含汞量超过 5 毫克 

（c）长度较长（>1500 毫米），单支含汞

量超过 13 毫克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化妆品（含汞量超过百万分之一），包括

亮肤肥皂和乳霜，不包括以汞为防腐剂且

无有效安全替代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农药、生物杀虫剂和局部抗菌剂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下列非电子测量仪器，其中不包括在无法

获得适当无汞替代品的情况下、安装在大

型设备中或用于高精度测量的非电子测量

设备： 

（a）气压计； 

（b）湿度计； 

（c）压力表； 

（d）温度计； 

（e）血压计。 

生产     

进口     

出口     

已登记的分类别豁免（如有）   

特定豁免的理由 请在本表后随附文件列明豁免理由 

   

附件B第一部分所列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工艺    

氯碱生产 使用      

使用汞或汞化合物作为催化剂的乙醛生产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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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豁免的理由 请在本表后随附文件列明豁免理由 

评论意见    

通知提交人： 
  

职务    

机构/部门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   

联系人姓名  日期：（日/月/年）   

 

请把填写完毕的表格发送至：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秘书处 

地址：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ouse 

11–13, chemin des Anémones, CH–1219 Châ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传真：+41 22 797 3460 

电子邮件：mercury.chemicals@une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