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ipen.org	  -‐	  	  www.ipen.org/hgfree	  -‐	  	  www.ipen.org/minamata	  	  	  	  	  	  	  	  	  	  	  	   	  1	  
 

 
 

 
 
 
IPEN致汞条约代表函  
 
2012年12月 
 
尊敬的代表： 

随着汞条约谈判向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届会议（INC5）的推进, IPEN愿分享在条约

拟命名及其与商论结果存在何种关联的若干看法。 
提议将全球汞条约命名为《水俣公约》表明该条约－至少在部分程度－对水俣悲剧的

受害者示以纪念和尊重，该事件为首次有记载的人群甲基汞中毒大型事件。以此命名条约，

期望能充分防止未来水俣病的爆发（该疾病被定义为因食用受污染鱼类和海鲜食物造成的

甲基汞人体急性暴露）。此外，人们期望这样一项条约能对未来任何水俣类似悲剧进行强

制充分的应对，能足以显著地降低鱼类和海鲜食物中甲基汞污染的全球水平。 
现经谈判的条约可能不足以防止未来水俣病的爆发，无法对未来水俣类似悲剧进行强

制充分的应对，无法降低鱼类和海鲜食物中甲基汞污染的全球水平，对此，我们特书此信

以表关切。基于以上原因，建议条约选用不同于《水俣公约》的命名。 
 
汞条约能否防止未来水俣悲剧？ 

水俣悲剧源自使用一种汞催化剂的工业化学品工厂，该催化剂释放汞化合物至水俣湾。

目前的条约文本对于如氯乙烯单体生产中汞催化剂使用控制方面效力很弱。对于此类汞使

用，目前谈判的文本并未提议强制控制，也未要求对此用途汞催化剂的使用、或该来源产

生的汞释放和排放进行报告。 
小规模手工开采金矿（ASGM）为目前汞故意使用的 大来源，小规模手工开采金矿

处产生极严重的汞污染，ASGM成为人体汞暴露的重要来源，导致小规模手工开采金矿附

近和下游水域鱼体中高度甲基汞污染。目前提议旨在防控ASGM中用汞的公约条款效力甚

微，如现有文本允许无限量进口ASGM用汞且未规定淘汰期限。 
在ASGM处周边区域已发生了水俣类似悲剧，但多数隐藏于公众视野之外。使用汞催

化剂的氯乙烯单体生产处周边和下游地区人体汞暴露信息知之甚少。如果一项条约缺乏足

够和具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以控制ASGM用汞和汞用作化学品生产中的催化剂，则无法视其

足以防止未来水俣类似悲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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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条约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水俣悲剧？  
基于对现有文本提议的分析，我们发现如下问题： 

• 未要求清理受污染场地，因其为自愿行为1 
• 未要求污染者付费以清理或赔偿2 
• 未要求赔偿受害者，因条约未规定任何对受害者赔偿的措施3 
• 现有提议未要求对现有设施实行BAT / BEP  4 
• 针对缔约方欲延长豁免继续使用含汞产品或工艺的情况，目前并未要求其予以解释

（目前为括号待议内容）5 
• 如果使用汞的氯乙烯单体生产导致悲剧，无需停止该工艺，因为现有文本提议中并

未议定期限。6 
• 无法将该场所的汞废物归为有害物，因为不具备将废物定义为有害物的健康保护性

价值方面的指南7 
• 未要求采取解决健康事宜的措施，目前整个健康部分为括号待议内容8 
• 无义务将汞污染或中毒悲剧纳入国家计划，因为根据现有提议，国家实施计划为可

选9 
• 没有可预测、充足和及时的资金以解决该问题，所有这三项都为现有文本中括号待

议内容10 
 
汞条约能否显著降低鱼类和海鲜食物中甲基汞污染的全球水平？  

许多国家正迅速扩大其国家发电能力，包括通过新建许多燃煤电厂。条约拟议的条款

不会降低运行使用的燃煤电厂其数量，甚至无法减缓其增长。条约关于控制燃煤电厂用汞

的条款也不会使个别工厂的汞排放降低至足以抵消可能因该部门快速增长产生的汞排放。 
燃煤发电厂产生的汞排放为全球汞污染的单个 大来源，且其可能增长。ASGM产生

的汞排放为全球汞污染的第二大来源。针对该来源的强制性控制也甚少。因此，该条约可

能难以显著降低源自ASGM的汞排放，甚至在条约生效后，此类排放仍会持续增长。 
燃煤发电厂和ASGM二者合计产生的全球汞污染预计增长可能远超其它来源产生的汞

污染下降的总量，而条约规定也可能为后者产生的原因。这说明即使在新的汞条约生效后，

全球汞污染仍可能会持续上升。 
 
其它关注  
基于对现有文本提议的分析，我们发现如下问题： 

• 序言或目标中没有明确提及预防; 实际上在草案文本中未出现“预防”一词，相反，

却于括号待议序言文本中“重申”里约第15条原则。与此相反，《斯德哥尔摩公约》

提出，“认识到预防为所有缔约方关注的基础，将其纳入该公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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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括号待议序言文本中未重申里约第10原则（获取信息）或第13条原则（赔偿）12 
• 无义务处置来自供应源的汞，停用的氯碱设施除外13 
• 未完全禁止初级汞开采，因为其仍允许用于氯乙烯单体生产14 
• 未禁止使用牙科用汞合金或工艺，以推行疫苗用汞的替代品15 
• 在军方认为具有“必要性”的情况下，不予禁用含汞产品；例如，这会允许部队医

院使用含汞血压计和体温计16 
• 未禁止使用含汞产品，条约所列产品除外17 
• 未禁止氯乙烯单体生产用汞，因为现有文本提议未议定限期18 
• 未明确禁止使用汞的新建设施19 
• 如缔约方欲延长豁免继续使用含汞产品或工艺，目前未要求其进行解释（目前为括

号待议内容）20 
• 现有文本提议中未规定发展中国家十年内的汞行动21 
• 如果一国不承认其进行ASGM作业或确认该行为“无甚紧要”则无要求对ASGM进

行处理；由于不具备界定“重要性”的指南，因此第9条规定的应用为自愿22 
• 未禁止ASGM中用汞的进口或使用； 大的故意使用汞来源23 
• ASGM用汞的进口无时间或数量限制24 
• 空气中汞排放无整体削减；仅为基于每个设施的削减－因此工厂数量的增加虽导致

汞污染上升，但却符合条约规定25 
• 未要求现有设施应用BAT / BEP 26 
• 忽略燃烧垃圾场（包括含医疗废物的垃圾场）产生的汞排放－该情况与发展中国家

高度相关27 
• 忽略金属矿开采对土地直接造成的汞污染；现有文本仅强调冶炼厂金属加工产生的

大气排放28 
• 未要求 大程度的降低或防止含汞废物的产生29 

 
结论  
IPEN特此建议外交大会代表们对全球汞条约命以它名而非《水俣公约》。  
 
因为在我们看来，该项新条约可能不足以： 

1. 预防未来世界范围内水俣病悲剧的发生 
2. 确保未来汞悲剧受害者不受到与水俣病受害者同样的待遇和命运 
3. 逆转目前全球甲基汞污染令人警醒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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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 水俣悲剧 

后，出于对水俣悲剧自身的考虑。自首次确诊水俣病已过去50多年，但对于该悲剧

发生后的应对，受害者团体仍深为不满。30受害者团体希望确认所有受害者并予以赔偿。

他们要求在受影响地区进行全面的健康研究（目前仍未进行），确保充分和正确地实施污

染者付费原则，应清理水俣湾周边受污染地区。 后，水俣悲剧受害者团体要求建立健康

和福利体系以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而该汞条约看似未对以上内容的任何一项进行强制规定。 

汞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严重的全球威胁，针对此威胁的全球应对也需强有

力且具雄心。无论谈判结果如何，IPEN始终致力于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免受汞污染。 
敬请考虑。 

 
谨致问候！ 

 

   
 

奥尔加· 斯波兰斯卡亚博士     曼尼·卡隆佐 
（Olga Speranskaya）   （Manny Calonzo） 
IPEN联合主席                    IPEN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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