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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下的宣布本节下的宣布本节下的宣布本节下的宣布  

 

1.1 本节下的宣布及其提交时限的概述本节下的宣布及其提交时限的概述本节下的宣布及其提交时限的概述本节下的宣布及其提交时限的概述 

 

手册的本节适用于与附表 2 和附表 3 化学品有关的活动和设施以及生产未列于附表的

特定有机化学品（包括含磷、硫、氟元素的化学品，即磷硫氟化学品）的其他化学生

产设施的宣布。 

 

下面表 1是缔约国在工业宣布方面义务的概述。 

  

表表表表 1:  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 

种类种类种类种类 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宣布要求和提交时限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 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包包包包

括磷硫氟化学品括磷硫氟化学品括磷硫氟化学品括磷硫氟化学品 

初始宣布初始宣布初始宣布初始宣布 全国合计数据 全国合计数据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厂区的宣布 厂区的宣布 厂区的宣布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过去活动过去活动过去活动过去活动 

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的年度宣布* 

全国合计数据 

年终 + 90天 

全国合计数据 

年终 + 90天 

 

 厂区的宣布 厂区的宣布   最新宣布  

 年终 + 90天 年终 + 90天 年终 + 90天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 厂区的宣布  

下一年度开初 - 60天 

厂区的宣布 

下一年度开初 -  60 天 

 

关于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关于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关于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关于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

产附表化学品的初始宣布产附表化学品的初始宣布产附表化学品的初始宣布产附表化学品的初始宣布  

厂区的宣布 

生效（缔约国）+ 30 天 

厂区的宣布 

生效（缔约国）+ 30 天  

 

补充计划的活动补充计划的活动补充计划的活动补充计划的活动 年度预计宣布后的变更  年度预计宣布后的变更   

  变更 - 5天  变更 - 5天  

* 缔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的下一个日历年开始履行关于过去活动年度宣布的义务。  

**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应在《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的下一个日历年开始前 60天提交。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30天: 至迟于《化学武器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30天。 

年终+ 90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天（即宣布所涉及的那个年度终了后 90天）。 

下一年度开初- 60天: 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60天（即宣布所涉及的那个年度起始前 60天）。  

变更- 5 天: 至迟于提交预计活动年度宣布后补充计划的一项活动开始前 5天。  

特定有机化学品: 未列于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见本节 3.2段的定义）。 

磷硫氟: 含有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见本节 3.2段的定义）。  

 

按照执理会 2007年 11月 27日的 EC-51/DEC.1号决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按《公约》规定的时限（见表 1）提交本国的宣布。缔约国如预期在按规定时限及时

提交本国宣布方面将遇到困难，应尽早向技秘处通报这种困难并告知它们是否欢迎技

秘处提供援助以便按时履行它们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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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表明基本宣布内容表明基本宣布内容表明基本宣布内容表明基本宣布内容  

 

每一缔约国在表明工业宣布的具体种类（初始宣布、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预计活动

的年度宣布和补充计划的活动的宣布）时，请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B、、、、B-1、、、、B-2 和和和和 B-3。。。。附表 2

和附表 3 化学品及其有关设施的宣布含有三个分类：全国合计数据、厂区、及过去为

化学武器目的生产的此类附表化学品。 

 

请有任何按《公约》规定须作宣布的活动的缔约国适当使用上述一种 B类表格。  

 

表格 B: 用于初始宣布（于《化武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 30天内）  

 

表格 B-1: 用于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天）。  

 

表格 B-2: 用于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60天）。  

 

表格 B-3: 用于补充计划的活动的宣布（至迟于预计活动年度宣布已经提交后

才补充计划的应宣布活动开始前 5天）。  

 

在上述任一情况下，都应当用适当的 B表格作为宣布的首页。 请注意，每一次宣布时

只应提交一个 B 类表格：不需要为每一个所宣布的厂区或宣布中的每一节另外提交一

个 B类表格。 

 

1.3 对宣布的澄清对宣布的澄清对宣布的澄清对宣布的澄清 

 

执理会 2004年 3月 26日的 EC-36/DEC.7号决定敦促所有缔约国从速对技秘处有关其

宣布的澄清请求做出反应。如果有关宣布不涉及其他缔约国（即转让数据出入），敦

促缔约国在技秘处的请求正式发出后 90天之内发一个初步反应，以此或者对请求给以

充分答复，或者说明正在采取哪些步骤以拟定并发出充分答复。 

 

若技秘处因提交上来的宣布可能有差错或资料缺漏、无法确定设施的可视察性而发出

了澄清请求，但在技秘处的请求正式发出后 90天之内没有收到有关缔约国的反应，技

秘处应按 EC-36/DEC.7 中的建议在执理会下届常会前向执理会通报这项具体请求。在

澄清请求发出后 60天，若没有收到反应，技秘处会给有关缔约国发函提醒。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技秘处所认定的这两个时间段的起始点（“正式发出”）为，给有关缔

约国的一份传真的发出，告知关于征得澄清的请求。这份传真将提及 EC-36/DEC.7 号

决定，明确指出澄清请求涉及到可视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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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对对对宣布宣布宣布宣布的修正的修正的修正的修正  

 

对已经宣布过的数据作修正时，缔约国应当把原宣布数据有待修正的那一页整个换

掉，在换上的一页最好能以下划线的方式标示出改过的数据。 

 

在修正宣布的送文函中应写明修正所涉及的是哪一次宣布，如因某次视察的结果而需

要修正则应写明视察编号，以便迅速了结视察卷宗。 

 

1.5  通用定义和说明通用定义和说明通用定义和说明通用定义和说明 

 

1.5.1 通用定义通用定义通用定义通用定义 

 

下列《公约》定义适用于全部或大多数类型的工业宣布：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一种化学品是指通过化学反应而生成此种化学品（《公约》第二条第 12款(a)

项）。对附表化学品，对“生产”的理解包括：通过生化反应或生物媒介反应生产某
种附表化学品，即某一种附表 1、附表 2或附表 3化学品（参见 C-II/DEC.6, 1997年 12

月 5 日）。  

 

““““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一种化学品是指一种化学品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物理过程，例如配制、

萃取和提纯（《公约》第二条第 12款(b)项）。   

 

““““消耗消耗消耗消耗””””一种化学品是指一种化学品通过化学反应而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公约》
第二条第 12款(c)项）。  

 

““““厂区厂区厂区厂区”””” （（（（工厂工厂工厂工厂、、、、制造厂制造厂制造厂制造厂））））是指在当地自成一体、具有任何中间行政等级、置于单一

作业管理之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车间的总称，现场内有公用的基础设施，例如： 

 

(a)  行政办公室和其他办公室; 

 

(b) 修理和保养场所; 

 

(c) 医疗中心; 

 

(d) 水、电、燃气设施; 

 

(e) 中央分析实验室; 

 

(f) 研究和发展实验室; 

 

(g) 废水和废物集中处理区；和 

 

(h) 仓库。（《核查附件》第一部分第 6款(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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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车间车间车间”””” (生产设施生产设施生产设施生产设施、、、、工场工场工场工场) 是指一个相对自足的区域、结构或建筑，内有一个或一个

以上单元，并且有辅助和有关基础设施，例如：  

 

(a) 小规模的行政单位；  

 

(b) 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装卸区；  

 

(c) 废水／废物的装卸／处理区； 

 

(d) 控制／分析实验室； 

 

(e) 急救服务／有关医疗单位；和 

 

(f) 与宣布的化学品及其原料或由其形成的化学产品进入现场、在现场内移

动和离开现场有关的记录（《核查附件》第一部分第 6款(b)项）。 

 

““““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生产能力””””是指有关设施以实际使用的技术工序或在工序尚未运转的情况下以计划

使用的技术工序每年能够制造出来的某一种化学品的数量。此一能力应视为等于标定

能力，如果标定能力不明，则等于设计能力。标定能力是指通过一次或一次以上试运

转证明的生产设施在使产量达到最大的最佳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数量。设计能力是指理

论计算出来的相应产量（《公约》第二条第 10款）。 

 

““““吨吨吨吨”””” 是指公吨，即 1,000千克。（《 核 核核查 》 第第第第第26款） 

 

1.5.2 与大多数或全部工业宣布相关的具体说明与大多数或全部工业宣布相关的具体说明与大多数或全部工业宣布相关的具体说明与大多数或全部工业宣布相关的具体说明 

 

(a)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是指一种化学品的实际数量，即除去任何容器或包装的重量之后的净重。如

产品所含化学品数量的比例不到 100%，则应宣布产品所含化学品的数量，下面举例说

明。  

 

例 1：申报进口 50吨含 40%附表 3化学品三乙醇胺的混合物化学品时，列入全国合计

数据中的三乙醇胺量应当是 20.0吨吨吨吨（50吨的 40%）。 

 

例 2：一附表 2厂区前一日历年消耗了 12吨浓度为 65%的附表 2B化学品 2-(N, N-二甲

氨基)氯乙烷盐酸盐溶剂。在作过去活动年度宣布时，该厂区消耗的这种化学品的数量

应当申报为 7.80吨吨吨吨（12吨的 65%）。 

 

(b) 取取取取整规则整规则整规则整规则（（（（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EC-XIX/DEC.5，，，，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7日日日日）））） 

 

宣布附表化学品时，将数量取整到三位数： 

 

(i) 将超过三位数的数量取整到三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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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过加零将少于三位数的数量增至三位数；以及  

 
(iii) 第一个非零数字之前的零不算。  

 

数量只可以下列单位宣布： 

 微微克 pg 10
-12 克 

 毫微克  ng 10
-9 克 

 微克  µg 10
-6 克 

 毫克  mg 10
-3 克 

 克  g  克 

 千克  kg 10
3 克 

 吨  t 10
6 克 

 千吨  kt 10
9 克 

 

附表 1、2、3 化学品厂区和（或）设施数据宣布所采用的单位，应当是《核查附件》

相应部分中为所要宣布的附表化学品规定的宣布阈值所采用的单位。  

 

(c) 混合厂区混合厂区混合厂区混合厂区（（（（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C-I/DEC.34，，，，1997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混合厂区混合厂区混合厂区混合厂区”””” 是指具有以下情况的厂区： 

 

(i) 含有一个或数个车间，各自属《核查附件》中与第六条有关的一个以上

部分的规定范围（“混合车间”）；或  

 

(ii) 含有不同的车间，分别属《核查附件》中与第六条有关的几个不同部分

的规定范围。  

 

对混合厂区，应当遵照《核查附件》与第六条有关的所有各个部分进行宣布。 

 

(d) 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混合车间（（（（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C-I/DEC.40，，，，1997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是指属《核查附件》中与第六条有关的一个以上部分的规定范围的车

间。这一用语主要指：例如，一个多用途车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但在不同时间、或

同时在若干条生产线上生产附表 2 和附表 3 化学品。但是，这一用语并不指以下情

况：一个车间通过多级反应生产附表 3 化学品，其中在初级阶段涉及特定有机化学品

的生产；或在生产附表 3 化学品的过程中，同时产出低浓度附表 2 化学品（将根据适

用的低浓度规则确定是附表 3车间还是附表 2车间）。 

 

对“混合车间”，应当遵照《核查附件》与第六条有关的所有各个部分进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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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3化学品和与此种化学品有关的设施的宣布要求化学品和与此种化学品有关的设施的宣布要求化学品和与此种化学品有关的设施的宣布要求化学品和与此种化学品有关的设施的宣布要求 

 

为便于迅速查找，下面表 2 提供了关于每一种附表 2 宣布所应采用的有关表格的概

览。关于附表 3宣布的类似信息见表 3。 

 

表表表表 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化学品和设施化学品和设施化学品和设施化学品和设施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 宣布时限宣布时限宣布时限宣布时限 

全国合计数据全国合计数据全国合计数据全国合计数据   

初始宣布 

 

B; 2.1 和 2.1.1  生效（缔约国） 

+30天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 

 

B-1; 2.1 和 2.1.1  

 

年终+ 90 天 

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   

初始宣布 

 

B; 2.2; 2.3; 2.3.1; 2.3.2; 和 2.4 

 

生效（缔约国）

+30天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 

 

 

B-1; 2.2; 2.3; 2.3.1; 2.3.2; 和 2.4   

 

年终 + 90 天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  

 

B-2; 2.2; 2.3; 2.3.1; 2.3.2; 和 2.5  下一年度开始 

 - 60天 

 

补充计划的活动 

 

B-3; 2.2; 2.3; 2.3.1; 2.3.2;和 2.5 

（按要求） 

 

变更 - 5 天 

 

应宣布活动已停止的通知 

 

 

2.9 

 

自愿提交， 

停止活动后尽快 

   

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  

B; 2.6; 2.7; 2.7.1; 2.7.2, 2.8 和 

2.8.1 

生效 （缔约国） 

 + 30天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30天: 至迟于《化学武器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30天。 

年终+ 90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天。 

下一年度开始- 60天: 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60天。  

变更- 5 天: 至迟于补充计划的活动开始前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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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化学品和设施化学品和设施化学品和设施化学品和设施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 宣布时限宣布时限宣布时限宣布时限 

全国合计数据全国合计数据全国合计数据全国合计数据   

初始宣布 

 

B; 3.1 和 3.1.1 生效（缔约国） 

+ 30天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 

 

 

B-1; 3.1 和 3.1.1 

 

年终 + 90 天 

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   

初始宣布 

 

B; 3.2; 3.3 和 3.4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过去活动的年度宣布 

 

 

B-1; 3.2; 3.3 和 3.4 

 

年终 + 90 天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 

 

B-2; 3.2; 3.3 和 3.4 下一年度开始  

- 60 天 

 

补充计划的活动 

 

B-3; 3.2; 3.3 和 3.4（按要求） 

 

变更 - 5 天 

 

应宣布活动已停止的通知 

 

 

3.8 

 

自愿提交， 

停止活动后尽快 

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 

生产附表生产附表生产附表生产附表 3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 

B; 3.5; 3.6; 3.7 和 3.7.1 生效（缔约国） 

+ 30 天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30天: 至迟于《化学武器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30天。 

年终+ 90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天。 

下一年度开始- 60天: 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前 60天。  

变更- 5 天: 至迟于提交年度宣布之后补充计划的活动开始前 5天。  

 

 

2.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3化学品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化学品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化学品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化学品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 

 

2.1.1 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 

 

每一缔约国根据第六条第 7 款和第 8 款提交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每一种附

表 2 化学品在上一日历年内的生产量、加工量、消耗量和进出口量的全国合计数据，

并列明每一有关国家的进口量和出口量。（《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款） 

 

每一缔约国根据第六条第 7 款和第 8 款提交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每一种附表

3 化学品在上一日历年内的生产量、加工量、消耗量和进出口量的全国合计数据，并

列明每一有关国家的进口量和出口量。（《核查附件》第八部分第 1款） 

 

每一缔约国应遵照表 2 和表 3列明的提交时限提交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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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对化学品混合物，如果其中所含的是附表 2B化学品或附表 3化学品且

含量等于或小于 30%，不要求宣布（参见 C-V/DEC.19, 2000年 5月 19日）。对含有附
表 2A 和附表 2A*化学品的化学品混合物，所应适用的浓度限值方面的准则尚在缔约

国审议之中。 

 

为宣布目的，附表 2 和附表 3 化学品的生产应理解为包括在同一车间内的任何单元中

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

品的相关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参见 C-8/DEC.7, 2003 年
10月 23日）。 

 

自产自用自产自用自产自用自产自用：为宣布目的，附表 2 和附表 3 化学品的生产还应理解为包括某一特定化学

生产工序中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如果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

品具有足够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里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

行的正常运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参见 C-9/DEC.6, 2004年 11月 30日）。 

 

2.1.2 全国合计数据宣布准则全国合计数据宣布准则全国合计数据宣布准则全国合计数据宣布准则 

 

(a)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加工加工加工加工、、、、消耗消耗消耗消耗、、、、进出口和附表进出口和附表进出口和附表进出口和附表 3 进出口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进出口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进出口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进出口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

准则准则准则准则（（（（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C-7/DEC.14, 2002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14日日日日）））） 

 

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准则在第七届缔约国大会上商定，下面是其中的要点，并以斜体

字作了补充说明：  

 

(i) 每一缔约国履行《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 款和第八部分第 1 款的宣布

义务合计进出口数据时，应列出如下具体说明的自然人和法人在宣布缔

约国领土与其他国家领土之间转让某种应宣布化学品的活动；（也就是
说其中应包括附表 2、3化学品转让过程中个人、公司、组织，包括贸易
商，所进行的活动） 

 

(ii) 缔约国作《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 款规定的宣布时，如果年度中某一

种附表 2 化学品有关活动的总量超过了《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3 款

(a)、 (b)、(c)项为该种化学品规定的阈值，应适用有关的低浓度限值，

列出其生产量、加工量、消耗量、进口量和出口量；（也就是说总量对
有关缔约国超过以下范围的活动必须包括在内： 

 

- 对附表 2  A部分里带“*”号的一种化学品，1千克； 

   

- 对附表 2  A部分里的任一其他化学品，100千克； 

   

- 对附表 2  B部分里的一种化学品，1吨。） 

 

(iii) 缔约国作《核查附件》第八部分第 1 款规定的宣布时，如果年度中某一

种附表 3 化学品有关活动的总量超过了《核查附件》第八部分第 3 款规



B节 

 

2008年版 第9页 

定的阈值，应适用有关的低浓度限值，列出其进口量和出口量；（也就
是说总量对有关缔约国超过 30吨的活动必须包括在内） 

 

(iv) 此外，缔约国在作《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 款和第八部分第 1 款规定

的宣布时，如果已根据上述段落申报了一种附表 2 或附表 3 化学品的进

口量或出口量，还要另外在宣布中具体列明每一个发送国或接受国，并

适用相关的低浓度限值，列出所进口或出口的每一种化学品的合计数

量。当该项宣布所报告的数量少于《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3 款或第八

部分第 3款规定的阈值时，以“  ＜（有关阈值数量）”表示数量；（也
就是说在申报某种化学品的合计进口量或出口量时，应注明从每一个发
送国进口的或向每一个接受国出口的数量，如果这一数量低于相应的宣
布阈值就不需要注明确切的数量，只要说明低于上述相应宣布阈值就可
以了。例如，向某国出口 25 吨的一种附表 3 化学品，应显示为＜30

吨。） 

 

请注意，对附表 3化学品的生产，尚未商定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准则。 

 

(b)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3 化学品进出口数据的宣布准则化学品进出口数据的宣布准则化学品进出口数据的宣布准则化学品进出口数据的宣布准则（参见参见参见参见 EC-53/DEC.16*，，，，200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7日日日日） 

 

仅限于提交《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款、第 8款(b)项及(c)项以及第八部分第 1款所

规定宣布的目的，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商定了下述自愿执行的准则： 

 

(i) 应理解“进口”一语是指附表化学品实体从另一国的领土或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进入一个缔约国的领土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

他地方，不包括过境行为。 

 

(ii) 应理解“出口”一语是指附表化学品实体离开一个缔约国的领土或其管

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去往另一国领土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

他地方，不包括过境行为。 

 

(iii) 上述过境行为是指附表化学品实体在去往预定目的地国的路上经过一国

的领土。过境行为包括运输方式的改变，其中包括只为此目的的临时储

存。 

 

(iv) 为宣布《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款、第 8款(b)项及(c)项以及第八部分

第 1 款所规定进口的目的，作宣布的缔约国应列明发运附表化学品的国

家，不包括附表化学品过境经过的国家，也不计生产附表化学品的国

家。 

 

(v) 为宣布《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1款、第 8款(b)项及(c)项以及第八部分

第 1 款所规定出口的目的，作宣布的缔约国应列明预定的目的地国，不

包括附表化学品过境经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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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 

 

对所生产、加工、消耗、进口和出口的超过宣布阈值的每一种附表 2 化学品，缔约国

应提供上一个日历年的全国合计数据。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1 用于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初始宣布

和年度宣布时都是如此。。。。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1.1 用于按国别列报进口和出口数量。  

 

对所生产、进口和出口的超过宣布阈值的每一种附表 3 化学品，缔约国应提供上一个

日历年的全国合计数据。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1 用于全国合计数据的宣布，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时

都是如此。。。。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1.1 用于按国别列报进口和出口数量。 

 

 

2.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3化学品向非公约缔约国的转让化学品向非公约缔约国的转让化学品向非公约缔约国的转让化学品向非公约缔约国的转让 

 

2.2.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化学品的转让化学品的转让化学品的转让化学品的转让 

 

自 2000年 4月 29日起，按照《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31款的规定，附表 2化学品只

转让给缔约国并只从缔约国接受，即禁止向非缔约国转让附表 2 化学品也禁止从非缔

约国接受附表 2化学品，下文所列者为例外。 

 

缔约国大会第五届会议决定（参见 C-V/DEC.16, 2000年 5月 17日），对于涉及非公约
缔约国的附表 2化学品转让规定的执行，《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31款不适用于： 

 

(a) 附表 2A或附表 2A*化学品含量等于或小于 1%的产品； 

 

(b) 附表 2B化学品含量等于或小于 10%的产品；以及 

 

(c) 被确定为按零售包装供私人使用或经包装供个人使用的消费品的产品。 

 

2.2.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化学品的转让化学品的转让化学品的转让化学品的转让 

 

根据《核查附件》第八部分第 26款，在向非公约缔约国转让附表 3化学品时，每一缔

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 以确保转让的化学品只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除其他

外，缔约国应要求接受国出具证书，针对转让的化学品载明： 

 

(a) 这些化学品将只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b) 这些化学品不会再转让； 

 

(c) 这些化学品的类别和数量； 

 

(d) 这些化学品的最终用途；以及 

 

(e)  最终使用者的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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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大会第三届会议决定（参见 C-III/DEC.6,  1998年 11月 17日），将“(d)这些化

学品的最终用途；以及(e)最终使用者的名称和地址”两项理解为意指在上述情况下，

应在批准转让之前，以符合《公约》之《核查附件》第八部分第 26款以及国家立法和

实践的方式，获得一项进口商声明，此声明规定该进口商须列明最终使用者的名称和

地址。 

 

缔约国大会第三届会议决定（参见 C-III/DEC.7,  1998年 11月 17日），《核查附件》
第八部分第 26款中使用的“应要求接受国出具证书”一语应理解为“非公约缔约国的

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最终用途证书”，并应包含上述一款(a)至(e)项所规定的全部必备

要素。 

 

缔约国大会第六届会议决定（参见 C-VI/DEC.10,  2001年 5月 17日），在履行向非公
约缔约国转让附表 3 化学品时应要求提供最终用途证书的义务方面，并在无损任何缔

约国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性做法的权利的情况下，遇下列情况则无需提供最终用途证

书： 

 

(a) 附表 3化学品含量等于或小于 30%的产品； 

 

(b) 被鉴定为具零售包装且用于个人目的的消费品或为用于个人目的而包装

的物品 

 

每一项最终用途证书先由出口商、进口商或最终使用者提出，应有最终使用者和一名

接受国负责官员的核证，该名官员所在的政府机构应当是与出口到非公约缔约国的每

一种附表 3化学品最终用途相应的机构。 

 

非公约缔约国的最终用户应当注意，在有关的附表 3 化学品出口以前，应当将经过接

受国政府中与最终用途相应的机构负责官员适当核证的最终用途证书交给出口缔约国

负责执行《公约》的国家主管部门或负责出口管制的政府机构保存。 

 

不需要向技秘处提交最终用途证书。 

 

最终用途证书范最终用途证书范最终用途证书范最终用途证书范本本本本 

 

附件 C是最终用途证书表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T30）的范本。向非公约缔约国出口附表 3化学品

之前应填写这张表格。 

 

在 T30 表格的起始处，应填上从出口缔约国负责执行《公约》的国家主管部门或负责

出口管制的政府机构处获取的出口商转让识别资料： 

 

(a) 国家代码，是指出口缔约国的而不是接受国的代码（见《宣布手册》附

录 1）； 

(b) “年份”，指有关的附表 3化学品转让预计实际发生的日历年；以及 

 

(c) “转让号码”，是专门分配给每项附表 3化学品转让的一个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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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拟转让的每一种附表 3 化学品，应以国际化联的化学名称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

加以标明。应当注明转让的每一种附表 3化学品的总共数量（以千克计）。 

 

应使用《宣布手册》附录 4 所列的产品族类代码注明转让的每一种附表 3 化学品的最

终用途。 

 

对于拟加工或消耗有关附表 3化学品的每一个最终使用者，应提供以下资料： 

 

(a) 最终使用者授权代表的姓名 

 

(b) 最终使用者授权代表的职务 

 

(c) 最终使用者的最新和完整的组织名称 

 

(d) 最终使用者的最新和完整的地址，如适用的话包括邮政编码、邮箱号

码、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e) 拟转让给最终用户的附表 3化学品的数量（以千克计） 

 

如果一项出口交易涉及到三个以上最终用途或三个以上最终使用者的话，应另行填写

表格，转让识别号码不变。 

 

 

2.3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2.3.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加工或消耗设施的宣布加工或消耗设施的宣布加工或消耗设施的宣布加工或消耗设施的宣布 

 

(a) 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 

 

《核查附件》第七部分第 3 款规定，对于有一个或多个车间在前三个日历年中的任一

日历年生产、加工或消耗或者预计下一个日历年将生产、加工或消耗：  

 

(i) 附表 2的 A部分所列标有“*”号的一种化学品的数量超过 1千克； 

    

(ii) 附表 2的 A部分所列任何其他一种化学品的数量超过 100千克；或 

   

(iii) 附表 2的 B部分所列一种化学品的数量超过 1吨 

 

的所有厂区，须提交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 

 

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对化学品混合物，如果其中附表 2B 化学品的含量等于或小于 30%，

不要求宣布（参见 C-V/DEC.19, 2000年 5月 19日）。对含有附表 2A和附表 2A*化学

品的化学品混合物，所应适用的浓度限值方面的准则尚在缔约国审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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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和包装分销和包装分销和包装分销和包装：分销和包装活动不应被视为附表化学品的加工，因而不属于宣布范围

（参见 C-I/DEC.36，1997年 5月 16日）。 

 

废物处理废物处理废物处理废物处理：如果某一厂区中的一个车间在其废物管理和处理系统中消耗了数量超过宣

布阈值范围的附表 2 化学品，则该厂区应根据第七部分第 8 款宣布该化学品的消耗

（参见 C-I/DEC.37，1997年 5月 16日）。 

 

自产自用自产自用自产自用自产自用：为宣布目的，附表 2 化学品的生产应理解为包括某一特定化学生产工序中

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如果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

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里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

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参见 C-9/DEC.6, 2004年 11月 30日）。 

 

为宣布目的，附表 2 化学品的生产应理解为包括在同一车间内的任何单元中通过化学

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

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

等等）不需要宣布。作为所宣布的生产的一部分的加工步骤不得另行宣布为加工（参
见 C-8/DEC.7, 2003年 10月 23日）。 

 

(b) 专门有关专门有关专门有关专门有关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厂区的定义和说明厂区的定义和说明厂区的定义和说明厂区的定义和说明 

 

大多数工业宣布通用的定义和说明请见第 1.5节。 

 

《关于化学品的附表》所列的烷基化学品族类（参见 C-I/DEC.35, 1997年 5月 16日） 

 

应从字面意义来理解“烷基”、“环烷基”、“烷基化”或者“甲基（methyl）”、

“乙基（ethyl）”、“正丙基（n-propyl）”或者“异丙基（isopropyl）”等用语，也

就是说，其中不包括任何替代的烷基、甲基、乙基，等等。举例来说，这是指对只含

一个碳磷键的附表 2化学品（附表 2B04）来说，只要与磷结合成键的烷没有被替代，

则不论分子的其余结构如何，均可列入。 

 

专用的与多用途的附表 2化学品车间 

  

专用的附表 2 化学品车间是指其工艺构造专门用于与宣布的附表 2 化学品有关的一项

或多项应宣布活动（生产、加工、消耗）的车间。 

 

多用途附表 2 车间是指其设计使它具有多种工艺配置的能力  — 即按不同工艺的要求

重新配置设备和管道的能力 — 并从而具有多种产品生产手段的车间。 

 

多用途附表 2化学品车间的生产能力 

 

(i) 对生产一种附表 2 化学品的多用途车间，计算能力时应假定它在一年内

只用于生产该种化学品。 

 

(ii) 对以不同工艺生产线生产一种以上附表 2 化学品的多用途车间，计算生

产每一种化学品的能力时，应假定它在一年内只用于生产该种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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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循环附表 2化学品（参见 C-I/DEC.42, 1997年 5月 16日） 

 

再循环附表 2 化学品是指附表 2 化学品在工序中被部分转化或消耗，然后经回收被重

新引入上游工序之中，进行另一次转化或消耗然后回收的循环。在循环过程中由于回

收不充分而损耗的附表 2化学品将按补偿量（净损耗）作补偿计算。 

 

如果厂区的一个车间的附表 2 化学品经过了消耗和再生成的循环过程，根据第七部分

第 8款，如总量（X+Y）超过了宣布阈值，该厂区则应宣布。其中： 

 

X以宣布阈值采用的单位显示，等于： 

 

- 在分批加工过程中投入（然后消耗、再生成及其后在另一工序中回收）

的附表 2化学品总量；或或或或 

- 在连续加工过程中，反应器及工序流中的总量；及及及及 

 

Y以宣布阈值采用的单位显示，等于每年对该化学品净损耗的补偿总量。 

 

有一项理解：再生成过程不必作为循环过程中附表 2化学品的生产来宣布。 

 

(c) 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 

 

对于每一应宣布厂区对于每一应宣布厂区对于每一应宣布厂区对于每一应宣布厂区，下列资料必须在以下表格中宣布： 

 

(i) 厂区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2; 

 

(ii) 车间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3、2.3.1和 2.3.2; 以及 

 

(iii) 关于厂区附表 2 化学品的资料：如果是初始宣布和过去活动年度宣布应

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4，如果是预计活动年度宣布，则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5。 

 

如作初始宣布，缔约国应宣布厂区在前三个日历年的每一年所生产、加工、消耗、进

口和出口的总量。如作过去活动年度宣布，则只作上一个年度的宣布。如作预计活动

年度宣布，缔约国应宣布下一个日历年厂区预计生产、加工或消耗的总量。  

 

对每一应宣布车间对每一应宣布车间对每一应宣布车间对每一应宣布车间，，，，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3.1宣布与附表 2化学品有关的活动。关于每种已宣

布的附表 2化学品的生产能力的宣布，如适用的话，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3.2。如该附表 2车

间也生产附表 3 化学品且超出了宣布阈值，还应按附表 3 厂区宣布的做法宣布该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车间车间车间车间。（参阅第 1.5节 “混合车间”的定义）。 

 

每一缔约国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4 宣布厂区生产、加工或消耗的每一种应宣布附表每一种应宣布附表每一种应宣布附表每一种应宣布附表 2 化学化学化学化学

品品品品。 

 

如果是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5 宣布这些活动的起讫时间。预计活动进

行的起讫时间应尽可能精确，但无论如何，应至少精确到 3 个月内。要求宣布起讫时

间并不一定意味着需逐项宣布单独计划的生产（加工、消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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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计划的活动的宣布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提交后，如该日历年内有补充计划的活动，《公约》要求缔约国

至迟于此项活动开始前 5 天予以宣布，应采用表表表表格格格格 B-3 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 2

补充或修正表格补充或修正表格补充或修正表格补充或修正表格。 

 

补充计划的活动的宣布应以以下方式作出： 

 

(i)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所涵盖的那一年中任何涉及下列情况的补充计划的

活动： 

 

- 如有未宣布的车间在该年度开始生产、加工或消耗某种附表 2 化学

品并超过了宣布阈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2、、、、2.3、、、、2.3.1、、、、2.3.2和和和和 2.5; 

 

- 如有已宣布的车间在该年度中新增了一种附表 2 化学品的生产、加

工或消耗：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2、、、、2.3、、、、2.3.1、、、、2.3.2和和和和 2.5; 

 

- 如有已宣布的厂区进行与附表 2 化学品有关的新增类型的活动（加

工、消耗、直接出口或出售或转让）：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2、、、、2.3、、、、2.3.1、、、、2.3.2

和和和和 2.5；；；； 

 

- 如有任何其他与预计宣布有关的非量性变化（不包括厂区或车间名

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该厂区或车间的公司或企业的名称、以及该 

厂区或车间的地址）: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2, 2.3, 2.3.1, 2.3.2和和和和 2.5; 

 

(ii) 已宣布的附表 2车间的状况如发生增量变化（从而超过了核查阈值），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2

和和和和 2.5；；；； 

 

(iii)  任何新增加的进行有关附表 2 化学品的应宣布活动的活动期。如已宣布的预计

生产、加工或消耗的起讫日期超出了载于年度预计宣布的已宣布的三个月时间

范围，则任何与此已宣布活动起讫日期有关的变化必须宣布；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5; 以及 

 

(iv) 在已宣布的预计年度生产、加工和消耗附表 2化学品的任何数字上的增加： 表表表表

格格格格 2.5。。。。 

 

应宣布活动的停止进行 

 

如有已作宣布的附表 2 厂区不再进行应宣布的活动，鼓励缔约国自愿地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9 把

停止情况通报技秘处（参见 RC-2/4，第 9.62段，2008年 4月 18日）。 

 

2.3.2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 2化学品的厂区的宣布化学品的厂区的宣布化学品的厂区的宣布化学品的厂区的宣布 

 

每一缔约国应宣布有车间曾在 1946年 1月 1日以来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过

附表 2化学品的所有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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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此类厂区的宣布（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6）不存在宣布阈值。对厂区 1946年 1月 1日以

来的化学武器目的附表 2化学品生产资料，同样适用此项规定。 

 

(a) 对于每一个此类厂区对于每一个此类厂区对于每一个此类厂区对于每一个此类厂区，，，，应宣布该厂区内每一个车间的如下资料：如厂区在上一

日历年曾经生产、加工或消耗一种附表 2 化学品，则提交该厂区各车间的资

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7、2.7.1 和 2.7.2。 

 

(b) 对于在 1946年 1月 1日以来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的每一种附表每一种附表每一种附表每一种附表 2化化化化

学品学品学品学品， 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8。。。。至于化学品的交送地点（如已知的话）以及最终产品

的生产地点（如已知的话）的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8.1。 

 

(c) 请注意，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6、、、、2.7、、、、2.8 和 2.8.1 的宣布因过去的活动（1946年 1月 1日以

来的）而启动。但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7 中“主要活动”一项则指车间的当前活动。同样，

对过去曾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过附表 2 化学品的应宣布车间，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7、、、、2.7.1 

和 2.7.2 也要求填写有关其目前活动的资料。因此，对于这些车间还要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2.3、、、、2.3.1 和 2.3.2作出宣布。 

 

 

2.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2.4.1 生产附表生产附表生产附表生产附表 3化学品的厂区的化学品的厂区的化学品的厂区的化学品的厂区的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a) 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宣布要求 

 

《核查附件》第八部分第 3 款规定，对于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车间在上一日历年生产的

或下一日历年将生产的一种附表 3化学品的数量超过 30吨的所有厂区，须提交初始宣

布和年度宣布。 

 

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低浓度混合物：对化学品混合物，如果其中附表 3 化学品的含量等于或小于 30%，不

要求宣布（参见 C-V/DEC.19, 2000年 5月 19日）。 

 

自产自用自产自用自产自用自产自用：为宣布目的，附表 3 化学品的生产应理解为包括某一特定化学生产工序中

产生和消耗的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如果此种中间产物、副产品或废品具有足够

长时间的化学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在生产流程里予以离析，但在按设计进行的正常运

转条件下并不进行离析（参见 C-9/DEC.6, 2004年 11月 30日）。 

 

为宣布目的，附表 3 化学品的生产应理解为包括在同一车间内的任何单元中通过化学

反应产生一种化学品的所有步骤，包括任何并不把该化学品转变为另一化学品的相关

工序（例如提纯、分离、萃取、蒸馏或提炼）。任何相关工序的确切性质（例如提纯

等等）不需要宣布（参见 C-8/DEC.7, 2003年 10月 23日）。 

 

大多数工业宣布通用的定义和说明请见第 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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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应采用的表格 

 

对于每一个应宣对于每一个应宣对于每一个应宣对于每一个应宣布厂区布厂区布厂区布厂区，应宣布如下数据：  

 

(i) 厂区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2 

 

(ii) 车间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3; 以及 

 

(iii) 厂区附表 3化学品的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4。。。。 

 

如附表 3车间也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 2化学品且超出了宣布阈值，还应按附表 2厂

区宣布的做法宣布该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混合车间混合车间（参阅第 1.5节 “混合车间”的定义）。 

 

补充计划的活动的宣布 

 

预计活动的年度宣布提交后，有关厂区如有补充计划的活动，《公约》要求缔约国至

迟于有关活动开始前 5天予以宣布，应采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B-3 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以及下面列出的适当的附表 3 补补补补

充或修正表格充或修正表格充或修正表格充或修正表格。 

 

“补充计划的活动”指： 

 

(i)  在年度预计宣布所涵盖的那一年中任何补充计划的活动，涉及： 

 

- 如有未宣布的车间在该年度开始生产附表 3 化学品并超过了宣布阈

值：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2和和和和 3.3；；；； 

 

- 如有已宣布车间在该年度中新增了一种附表 3 化学品的生产：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3和和和和 3.4；；；； 

 

- 如在宣布厂区发生附表 3化学品生产目的的变更：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4；；；； 

 

- 如有任何其他与预计宣布有关的非量性变化（不包括厂区或车间名

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该厂区或车间的公司或企业的名称、以及该

厂区或车间的地址）：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4；；；； 

 

(ii) 已宣布的附表 3 车间的状况如发生增量变化（从而超过了核查阈值），

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2;  以及 

 

(iii) 所宣布的附表 3化学品预计年度产量范围的任何上升式变化：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4。。。。 

 

应宣布活动的停止进行 

 

如有已作宣布的附表 3 厂区不再进行应宣布的活动，鼓励缔约国自愿地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8 把

停止情况通报技秘处（参见 RC-2/4，第 9.62段，2008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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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过去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 3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化学品的宣布 

 

每一缔约国应宣布有车间曾在 1946年 1月 1日以来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过

附表 3化学品的所有厂区。 

 

注意，对此类厂区的宣布不存在宣布阈值。 

 

(a) 对每一厂区对每一厂区对每一厂区对每一厂区，以下资料必须宣布： 

 

(i) 关于厂区的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5；；；； 

 

(ii) 关于车间的资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6。。。。 

 

(b) 对于在 1946年 1月 1日以来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的每一种附表每一种附表每一种附表每一种附表 3化化化化

学品学品学品学品，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7。。。。至于化学品的交送地点（如已知的话）以及最终产品的

生产地点（如已知的话）的宣布，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7.1。。。。 

 

(c) 请注意，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5、、、、3.6、、、、3.7 和 3.7.1 的宣布因化学武器目的过去活动而启动。

但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3.6 中“主要活动”一项则指车间的当前活动。 

 

3.  ““““其他化学生其他化学生其他化学生其他化学生产设施产设施产设施产设施””””的宣布的宣布的宣布的宣布 

 

3.1  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要求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要求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要求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要求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须提供所有符合以下情况厂区的资

料： 

 

(a) 上一日历年以合成方式生产的各种未列于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数量超

过 200吨；或 

 

(b) 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车间在上一日历年以合成方式生产的一种未列于附表而

且含有磷、硫或氟元素的特定有机化学品（下称“磷硫氟化学品”）的数

量超过 30吨。 

 

对专门生产炸药或碳氢化合物的厂区免除上述宣布要求（参见《核查附件》第九部分
第 2 款）。注意，如果厂区除生产碳氢化合物或炸药以外还以合成方式生产其他未列
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该厂区则不不不不免宣布，而且在考虑厂区是否超过了上文所述

的宣布阈值时，所生产的碳氢化合物或炸药的数量必须计算在内。 

 

3.2 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方面的定义和说明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方面的定义和说明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方面的定义和说明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方面的定义和说明 

 

3.2.1 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方面的定义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方面的定义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方面的定义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方面的定义 

 

专门涉及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的《公约》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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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是指可由其化学名称、结构式（如果已知的话）和化学文摘社登

记号（如果已给定此一号码）辨明的属于除碳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金属碳酸盐以外的

所有碳化合物所组成的化合物族类的任何化学品。（参见《核查附件》第一部分第 4

款） 

 

“磷硫氟化学品磷硫氟化学品磷硫氟化学品磷硫氟化学品”是未列于附表而且含有磷、硫或氟元素的特定有机化学品。（参见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款(b)项） 

 

“磷硫氟车间磷硫氟车间磷硫氟车间磷硫氟车间”是在上一日历年以合成方式生产一种磷硫氟化学品的数量超过 30吨的

车间。（ 参见《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款(b)项） 

 

大多数工业宣布通用的定义和说明请见第 1.5节。 

 

3.2.2 专门涉及专门涉及专门涉及专门涉及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的说明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的说明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的说明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的说明 

 

(a) 不包括在“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范围内的化学品 

（参见 C-I/DEC.39，1997年 5月 16日）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 款(a)项所用的“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一语及这

一部分第 1款(b)项所用的“磷硫氟化学品”一语不包括： 

 

(i) 低聚物和聚合物，无论是否含有磷、硫或氟；及 

 

(ii) 仅含有碳和金属的化学品。 

 

在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定义中 “碳氧化合物”一语指一氧化碳和二氧化

碳。同一定义中 “碳硫化合物”一语指二硫化碳。这两个用语都是指硫化羰。 

 

(b)  “碳氢化合物”（参见 C-I/DEC.39，1997年 5月 16日） 

 

在提到第九部分不应包括的生产时所用的“碳氢化合物”一语包括所有碳氢化合物

（即只含有碳和氢的化学品），无论化合物中碳原子的数量如何。 

 

(c)  “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大约合计产量” 

（参见 C-I/DEC.39， 1997年 5月 16日） 

 

在根据《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 款(a)项计算厂区中“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

的大约合计产量”时，合计得出的产量数据应该： 

 

(i) 如果在同一车间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则

包括所有此类非附表特定有机化学品的数量； 

 

(ii) 如果采用多级加工工艺，则只包括属于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

最终产品的数量，或在多级合成过程中符合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

品定义的最后中间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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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果中间体符合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定义并在该厂区的另一车

间被用于生产一种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则包括该中间体和在

该其他车间使用该中间体生产的产品的数量。 

 

(d)  “主要活动”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4 款详细规定了需要在宣布每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时提供的

资料，其中“主要活动”一语在《公约》里没有作界定。以前关于“主要活动”的理

解载于总干事的一份说明（S/101/99，1999 年 4 月 8 日），其中提出采用产品类别代
码（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以辨别厂区的主要活动。用这种代码所表明的是

车间或厂区生产的最终产品。但现在的建议是，在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宣布中，选用

产品分类代码所要表明的，是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的生产活动，而不是该处所生产

的最终产品，这是同前一种做法不同的。这项变动有助于确定没有任何应宣布活动的

厂区，从而避免在这类非应宣布现场的视察，对技秘处和缔约国都有好处。尤其是，

522, 523, 525, 571, 572, 573, 574, 575, 579, 581, 582, 583等产品分类代码表明的是根据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无需宣布的生产活动，因此在同时未填报其他产品分类代码的

情况下，这些代码可表示厂区无需宣布。 

 

在总干事的说明里（EC-53/DG.11, 2008 年 6 月 17 日）载有关于这项变动的更多详细
理由。 

 

3.3 宣布时限和应采用的表格宣布时限和应采用的表格宣布时限和应采用的表格宣布时限和应采用的表格 

 

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 30天提交本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初始初始初始初始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参见《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3款）。 

 

每一缔约国应每年至迟于下一日历年开始后 90天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初始宣布中提供的资料，（参见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3款）。 

 

对每一应宣布厂区对每一应宣布厂区对每一应宣布厂区对每一应宣布厂区，应使用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4.1 提供有关该厂区及其应宣布活动的资料。关于表

格 4.1的填写，附件 D载有逐个问题的详细指导。 

 

技秘处鼓励缔约国每年更换一次整个的应宣布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清单，并在送文函

里写明以此清单替换以前的所有清单。这样做将有助于确保技秘处掌握的是每一个厂

区的最新资料，将极大地降低因未收到最新资料而前往已停止活动的现场进行视察的

风险（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详情，见第 3.4.2节）。如果缔约国仍然想逐个修订厂区

宣布而不是整个更换清单，技秘处将遵循下述程序解释提交上来的表格 4.1，除非提交

宣布的缔约国另有请求： 

 

(a) 如果表格 4.1 所针对的厂区不在已经宣布的厂区清单上，将把该厂区添

加进宣布厂区清单。 

 

(b) 如果表格 4.1 所针对的厂区已经在宣布厂区清单上，有关该厂区的资料

将被视作一项修订，以前提交上来的资料一律被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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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对宣布厂区清单上的厂区未有任何表格 4.1 的提交，以前提交上来

的资料将被视为保持不变，厂区将保留在清单上，除非有关缔约国专门

提出将其去除。 

 

除年度修订外，年度中如有任何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停止进行应宣布的活动，鼓励缔约

国视实际可能尽快向技秘处通报。 

 

为便于迅速查找，下面表 4 是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每一种宣布所应采用的有关表格的概

览。 

 

表表表表 4：：：：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他化学生产设施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适用表格 宣布时限宣布时限宣布时限宣布时限 

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厂区的宣布   

初始宣布 

 

B; 4.1; 生效(缔约国)+ 30 天 

应宣布厂区清单年度修订 

 

B-1; 4.1; 年终 + 90天 

缩写缩写缩写缩写: 

生效（缔约国）+ 30天: 至迟于《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30天。 

年终+ 90天:          至迟于上一日历年结束后 90天。 

 

 

3.4 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的常见问题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的常见问题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的常见问题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的常见问题 

 

3.4.1 非应宣布厂区的宣布非应宣布厂区的宣布非应宣布厂区的宣布非应宣布厂区的宣布 

 

由于厂区或国家主管部门对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要求的错误解释，可能会宣布非应

宣布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此类错误有： 

 

(a) 宣布了仅仅是加工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厂区或车间 — 只有以合成方式生产

才是《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款规定应宣布的。 

 

(b) 把聚合物计入了合计产量 — 第一届大会决定不应将低聚物和聚合物视为

特定有机化学品（参见 C-I/DEC.39, 1997年 5月 16日）。 

 

(c) 在合计产量中计入了不符合《核查附件》第一部分第 4 款所载特定有机

化学品定义的化学品，例如无机化学品。 

 

(d) 宣布了专门生产碳氢化合物或炸药的厂区 —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2

款明确规定这类厂区不包括在内。 

 

有时技秘处能够根据宣布资料发现很可能不是应宣布的厂区，尤其是如果有关缔约国

自愿提供了关于诸如生产了哪些化学品的补充资料的话。然而，由于其他化学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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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宣布中所要求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厂区接受现场视察时才能

发现这类问题。在所有不必要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视察中，因这种解释上的错误所造

成的大约占 50%。用产品分类代码表明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使厂区成为应宣布厂区的生产活动，而不是像

以前的做法那样表明现场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将有助于确定没有任何应宣布活动的厂

区，对技秘处和缔约国都有好处。 

 

3.4.2 其他化学其他化学其他化学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生产设施宣布生产设施宣布生产设施宣布及时及时及时及时更新更新更新更新的的的的欠缺欠缺欠缺欠缺 

 

《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3 款规定的及时更新对不断保持最新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清

单至为关键。在不必要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视察中，约 40%的原因是在厂区不再是应

宣布厂区后没有及时更新有关宣布。有时，国家主管部门知道厂区已不再是应宣布厂

区，但认为如果它们在更新宣布时不再提供该厂区的资料就已经向技秘处作了适当通

知，以为这样做就是在宣布清单上除去了有关厂区。但是，技秘处对《核查附件》第

九部分第 3 款的解释一直是，就一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而言，只要没有提供更新资

料，就必须将它视为仍然以与上一次宣布相同的产量在运转。还有一些时候，国家主

管部门没有得到厂区工作人员关于厂区情况变化的通报。 

 

显然，每年更换一次整个的应宣布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清单，如果所有缔约国都采

取这一做法就能解决更新问题，好几个缔约国已经在这样做了。有些缔约国一直以为

它们每年都在更换其他化学生产设施的清单。但它们没有在过去活动年度宣布中表明

这一点，因此它们的宣布被认为只是对宣布中具体提及的那些厂区作了更新。所以技

秘处鼓励缔约国每年都要更换整个的应宣布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清单，并在送文函中

写明以此清单替换以前的所有清单。 

 

3.4.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特有的其他常见问题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特有的其他常见问题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特有的其他常见问题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特有的其他常见问题 

 

磷硫氟磷硫氟磷硫氟磷硫氟与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特定有机化学品：在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认不清

磷硫氟在特定有机化学品中的性质。在好几例中，有关缔约国把磷硫氟化学品当作与

特定有机化学品完全不同的一类化学品，所以在计算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

合计产量时没有把磷硫氟化学品计算在内。然而，《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1 款(b)项

对磷硫氟化学品的定义为“未列入附表而且含有磷、硫或氟元素的特定有机化学

品”。因此磷硫氟化学品只是特定有机化学品的一个分类，必须计入合计产量。 

 

不不不不视为视为视为视为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碳氢化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碳氢化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碳氢化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碳氢化合物和合物和合物和合物和炸药炸药炸药炸药：有几例是，一些国家主管部门或厂区的

工作人员以为碳氢化合物和炸药都可不作特定有机化学品看待，造成了车间数目的误

报或产量范围的误报。虽然《核查附件》第九部分第 2 款规定，专门专门专门专门生产碳氢化合物

和炸药的厂区不需要宣布，但符合特定有机化学品定义的碳氢化合物和炸药仍然是特

定有机化学品（见 3.2.1）。所以，在碳氢化合物或炸药的生产厂区，如果有车间还以

合成方式生产了其他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该厂区则不免宣布，而且在考虑

厂区是否超过了上文所述的宣布阈值时，所生产的碳氢化合物或炸药的数量必须计算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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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化学品的表述化学品的表述化学品的表述化学品的表述 

 

对一种附表化学品作宣布时，应宣布有关该化学品的所有必要信息、国际化联化学名

称、结构式及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已给定），除非宣布表格中另有规定。对附表 2 

和附表 3 厂区的宣布，《公约》还要求每一缔约国提供该设施使用的所宣布化学品的

俗名或商标名，除非宣布表格中另有规定。  

 

附表化学品清单载于《公约》之《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为了帮助缔约国准备与附表

化学品有关的工业宣布，对宣布过的附表化学品，其化学名称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已

收入《化学品手册》（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2）。 

 

对每一种未收入未收入未收入未收入《《《《化学品手册化学品手册化学品手册化学品手册》》》》的化学品的化学品的化学品的化学品，须将其结构式附于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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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代码说明代码说明代码说明代码说明 

 

请每一缔约国采用下面表 5所述的代码说明，除非另有规定： 

 

表表表表 5: 代码说明代码说明代码说明代码说明 

代码说明代码说明代码说明代码说明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使用场合使用场合使用场合使用场合 

国国国国名代码名代码名代码名代码 1 国名代码（三个字母的国名代码，见标准化

组织 ISO 3166-1: 2006），用于 347/Rev.1号

简报“专用术语：国家名称”所列的国家。 

这一节里的所有表格 

化学品手册化学品手册化学品手册化学品手册 2 以《关于化学品的附表》顺序列出化学品；

以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列出附表化学品；附表

化学品：俗名和别名。 

所有含化学品宣布的表

格  

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3 附表 2、3车间主要活动的宣布代码 。 表格 2.3.1, 2.7, 2.7.1 及 

3.6  

产品族类产品族类产品族类产品族类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4 在三位数字的 SITC代码基础上制订产品族类

代码（Rev. 3 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商

品目录》，由联合国制定。）* 

表格 2.3, 2.4, 2.5, 2.7 3.3, 

3.6 及 4.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化学品生产

设施设施设施设施的生产目的的生产目的的生产目的的生产目的  

5 每一种附表 3化学品生产目的宣布代码 

 

表格 3.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化学品产量化学品产量化学品产量化学品产量

范围代码范围代码范围代码范围代码 

6 生产附表 3化学品的厂区的产量范围代码  

 

表格 3.4 

未列未列未列未列入入入入附表的特定附表的特定附表的特定附表的特定

有机化学品生产厂有机化学品生产厂有机化学品生产厂有机化学品生产厂

区的产量区的产量区的产量区的产量范围代码范围代码范围代码范围代码  

7 生产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厂区的

产量范围代码   

 

表格 4.1 

* 在产品族类代码里增加了次级类别，这样针对六种属低《公约》相关性的大宗生产的化工产品，技秘

处就能够辨认出生产其中一种化学品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从而降低这类厂区在其他化学生产设施视察

选取方法中的加权份量。 进一步详情见于总干事的说明  —  加强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宣布的有关情况

（EC-53/DG.11, 2008年 6月 17日） 。 

 

““““国家名称国家名称国家名称国家名称””””，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A-1的第一项数据，须写明作宣布的缔约国的全称。 

 

““““厂区代码厂区代码厂区代码厂区代码””””和和和和““““车车车车间代码间代码间代码间代码”””” 

作宣布的缔约国应宣布厂区或车间的名称。技秘处强烈建议作宣布的缔约国还要为每

一个宣布的设施指定一个独有的厂区代码厂区代码厂区代码厂区代码及适当时，车间代码车间代码车间代码车间代码，可以此代码填写宣布

表格中的有关数据条目。在初始宣布中，并且在首次宣布某一厂区或车间时，必须提

供厂区或车间的名称、经营者、地址、地点和代码。在其后的任何宣布中，可以用该

厂区或车间的指定代码以识别设施，最好能加上厂区名称，但不必提供其他资料，除

非宣布表格里另有规定或除非资料需要更新。 

 

极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在以后的宣布中使用代码的一致性，以确保技秘处能够辨认

出以前宣布过的厂区，即便厂区的名称、所有者、经营者及（或）地址有了变化，从

而避免不必要的视察。如厂区所有权变更，建议厂区代码保持不变。如厂区代码有

变，建议作宣布的缔约国告知先前的代码，并以书面方式说明为何变更代码。尤其

是，应当说明因兼并或拆分而引起的任何代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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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密级的确定密级的确定密级的确定密级的确定 

 

宣布表格上各个条目的密级应在“保密标记”一栏中设定。禁化武组织确立的密级系

统如下：R-禁化武组织限制级，P-禁化武组织保护级，H-禁化武组织高度保护级。 

 

如宣布表格上的某一条目没有设定密级，则假定有关数据不属保密，除非在送文函里

或在该份表格的页眉或页脚里另有说明。 

 

进一步指导见于《宣布手册》之《保密事项补编》（M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