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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缔约国大会审议《化学武器公约》实施情况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强调了对化学武

器的指称使用和威胁使用进行调查的重要性。大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禁化

武组织必须有能力且时刻准备开展调查，弄清禁化武组织和各个成员国是否需

要采取后续行动，并必须有能力且时刻准备促进提供援助。”大会尤其强调禁

化武组织需要“与其他处理紧急情况的国际机构协调行动，特别是与联合国人

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协调行动。”（RC-1/5，7.100 段，2003 年 5 月 9 日）。 
 
2. 2004 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技术秘书处（以下称“秘书处”）告知各成员国，

2005 年 10 月将在乌克兰举行一次援助送达演练。这份说明指出，演练将由乌

克兰、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欧洲-大西洋救灾协调中心（北约协调中心）、以及

禁化武组织联合举办。成员国接到了部署援助小组和派出观察员的邀请

（S/454/2004，2004 年 12 月 16 日）。后来又邀请它们参加 2005 年 3 月在乌克

兰举行的第一次规划会议（S/467/2005，2005 年 2 月 4 日）， 2005 年 5 月在禁

化武组织总部举行的主体规划会议（S/489/2005，2005 年 4 月 8 日），以及

2005 年 7 月在乌克兰利维夫 — 举行演练的地点 — 举行的最后规划会议

（S/500/2005，2005 年 6 月 10 日）。2005 年 6 月给成员国发出了演练须知草案

（S/507/2005，2005 年 6 月 28 日）；不久后发出了须知的定稿（S/511/2005，
2005 年 7 月 29 日）。在演练即将开始的时候印发了其经修订的版本

（S/511/2005/Rev.1，2005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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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练于 2005 年 10 月 9 日至 13 日举行，由乌克兰、北约协调中心和秘书处联合

组团进行指挥。秘书处在副总干事的领导下对演练的规划和展开做出了贡献。

有来自秘书处各个部门的人员参与，包括四个司 — 视察局、核查司、国际合作

与援助司、及外联司 — 的人员以及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健康与安全处的人员。 
 
4. 由 169 名人员组成的来自 7 个禁化武组织成员国的各援助团组参加了演练：澳

大利亚（洗消单位和流动实验室）、爱沙尼亚（具有化学侦察、搜索与救援、

及洗消能力的救灾队）、法国（来自其核生化防卫部队的化学侦察排）、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医生）、波兰（流动实验室）、瑞典（具有化学侦察、搜索与

救援、及洗消能力的化学援助组）、及瑞士（一组特邀教员，与来自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许多学员一起参加演练，作

为一期培训课程的内容）。 
 
5. 秘书处还派遣了一支有 29 名人员的视察组。秘书处的视察组含两个分组：一组

的任务是进行指称使用的调查，称为调查分组；另一支是援助协调与评估组。 
 
6. 也参加了欧洲-大西洋救灾协调中心的 7 个禁化武组织成员国从该协调中心的工

作出发部署了救灾队，共有 160 名人员：奥地利、格鲁吉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波兰、葡萄牙、及罗马尼亚。 
 
7. 诚然，乌克兰方面的全面参与对于演练的成功及为重要。有约 220 名乌克兰方

面的人员参加，包括从事反恐工作的人员、乌克兰国家主管部门的人员、以及

地方紧急情况控管部门的人员。此外，乌克兰为这次演练调配了约 250 名群众

角色。 
 
8. 禁化武组织 26 个成员国的 74 名观察员从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对演练进行了观

察，其中包括负责《公约》第十条相关问题非正式磋商的召集人。观察员们看

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团组一同在实地的操作，并且参加了研讨会。此外，在演

练的最后一天，乌克兰方面组织了一次重要人士的活动，秘书处方面有总干事

参加，其中内容有乌克兰的反恐示范，以及参加 2005 年联合援助演练的各个团

组所部署设备的陈列。 
 
9. 最后，秘书处派遣了一支评估组以随时了解视察组的活动。详细情况请见下文

题为“评估”的一节。 
 

秘书处在演练中的活动 
 
10. 2005 年联合援助演练是禁化武组织参加过的最大的一次演练，这也是禁化武组

织在国际性的灾情控管行动中第一次进行对化学武器指称使用的模拟调查。这

对秘书处就有了相应的调谴资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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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演练的预案，恐怖分子对乌克兰同时发起了多起袭击，其中有些明显使用

了化学武器。由于乌克兰必须用自己的资源对发生在本国东部的袭击做出反

应，它根据《公约》第十条请禁化武组织提供援助，也请北约协调中心提供援

助，以便对发生在本国西部利维夫一带的袭击做出反应。 
 
12. 参加演练的各个团组 — 根据《公约》第十条派遣的秘书处援助组及根据北约的

授权任务派遣的各国际灾情控管团组 — 通过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的官员协调它们

的行动，该中心是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设立的。这次行动的基本

模式是，现场行动协调中心将从乌克兰地方紧急情况控管部门获得关于实际要

求和后勤要求的信息，并将把任务分配给可供其调遣的各个团组。 
 
13. 演练的协调枢纽是利维夫附近的雅沃里夫培训中心。现场行动协调中心和地方

紧急情况控管部门都设在那里。秘书处援助组也在该培训中心设立了自己的指

挥点，任务组长在那里协调两个分组的活动。禁化武组织分析实验室也设在该

培训中心。 
 
14. 作为演练的内容，调查分组察看了指称化学武器袭击的主要现场 — 锡尔卡的一

个设施。该分组的活动有，建立前沿指挥点，在该地带和设施进行侦察，采集

擦拭样品和液态样品，以及洗消。在这些行动的过程中，有若干国际援助团组

到达锡尔卡设施所在地区，它们的活动必须有所协调以确保调查不受到妨碍。 
 
15. 调查分组还接到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的一项请求，对锡尔卡设施附近有恐怖主义

嫌疑的一所实验室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该分组得到了三支救援队的支持 — 
分别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葡萄牙。禁化武组织小组在调查中进行了侦

察、采样、及洗消。演练中的一项预案是，小组成员在采样时受伤，因此为搜

索救援目的及医疗目的要与现场其他团组进行合作。 
 
16. 调查分组最后的任务是调查两件可疑的弹药，地点是在有恐怖主义嫌疑的实验

室附近一幢没有屋顶、已拆除一半的建筑里。对禁化武组织调查组给予支持的

有一支拉脱维亚的搜索救援组、一支荷兰的爆炸物处置组、及一支葡萄牙的救

护组。荷兰的小组对禁化武组织调查组的帮助是，检查弹药（两个反坦克地

雷）看是否设有圈套，然后把弹药放置到合适的地方。调查分组进行了无损探

测，使用了 X 光设备，以确定地雷是否经过装填任何化学战剂的改装。 
 
17. 调查分组的人员根据演练的预案对多件模拟样品（实际上是由演练控制人员提

供的）进行了分析：在锡尔卡恐怖主义设施采集的两份（液态和擦拭）、一份

水样（在怀疑受到污染的一个湖里采集的），以及一份土壤样品。 
 
18. 调查分组还进行了一些一般性质的面访 — 例如，面访了正在处理锡尔卡事件的

乌克兰安全局分析科的科长，并面访了该设施的警卫人员。此外，该分组里的

医务调查人员进行了一些较专业的面访 — 例如，面访了伤员、当班医生、乌克

兰流动医院院长，而且也有机会查看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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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援助协调评估组有四个成员，其活动是与调查分组的活动同时进行的。协调评

估组的两名成员加入了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第三个人是禁化武组织援助组与该

中心之间的联络官，第四个人是派往地方紧急情况控管部门的联络官。 
 
20. 参加现场行动协调中心的协调评估组成员的任务是，对现场的国际团组进行登

记，确定它们的核心职能，主持该中心的行动工作台，根据地方紧急情况控管

部门的要求并以协调的方式给各国际团组分配任务，并向这两方面提供咨询意

见。 
 
21. 此外，援助协调评估组在乌克兰国家主管部门所提供的资料以及后来所做讨论

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份初步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所提供的是当时了解到的有关援

助需求的部分情况。这份报告及后来的三份报告都通过任务组长发送到禁化武

组织总部。 
 
22. 演练的预案里涉及禁化武组织的媒体活动不多：任务组长和援助协调评估组组

长各一次新闻发布会。 
 
23. 对禁化武组织来说，演练中最后的活动是任务组长和援助协调评估组组长向乌

克兰国家主管部门通报他们的调查结果。任务组长报告说，调查分组对受命前

往的现场进行了调查，认为在锡尔卡设施和怀疑的恐怖主义实验室都存在化学

战剂。做出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对在这些地点采集样品所作的分析。经确定，在

恐怖主义实验室附近发现的地雷不大可能是化学武器，因为无损探测表明两个

里面都没有液体装填料。援助协调评估组组长针对乌克兰当局在这方面所需要

的援助和支持活动，说明了该小组对有关形势所做的评估。 
 

评估 
 
24. 秘书处从早期规划阶段就认为对演练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后续讨论有重要意义。

因此，由秘书处牵头的一支评估组密切注视着整个演练。这个小组里有秘书处

核查司、视察局、及健康安全处的五名工作人员，也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下文是有关评估和后续讨论的小结。 
 
25. 从禁化武组织的角度来看，2005 年联合援助演练的目的是进行下述两方面的检

验：其现有的对《公约》第十条援助请求做出反应的程序，以及实际做出这样

一种反应的能力。评估认为演练达到了这个目的：几乎所有的禁化武组织程序

和能力都受到了检验，在所有有关方面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26. 评估组对视察组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视察组总的来说有能力执行预

期它执行的任务。评估组进一步认为，在演练之前几个月里为视察组提供的有

针对性的培训使秘书处的能力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标准。评估人员指出，如有一

些技术上的改进会使秘书处达到更高的标准。在评估人员看来，持续地、有系

统地进行指称使用调查和援助送达的培训在这方面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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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除了技术上的改进之外，在禁化武组织的程序方面，以及在进行指称使用调查

和提供援助的能力方面，演练还提出了一些广义上的问题。尤其是，评估组确

定以下为需要进一步注意的主要领域： 
 

(a) 指定一支可集中进行培训工作的核心小组； 
 

(b) 澄清援助协调评估组的作用及其人员的配置方式； 
 

(c) 全面评估第十条规定的培训需求，制定中期培训计划； 
 
(d) 需要确保防护设备数据库和合格专家名单所提供的是足够详细和最新的

资料； 
 

(e) 对指称使用调查的设备要求进行评估； 
 
(f) 制定有关在第十条范围内使用资料的政策； 
 
(g) 在执行第十条任务方面给媒介提供指导； 
 
(h) 考虑在执行第十条任务期间应拟定何种报告，重新审视报告格式；以及 
 
(i) 分析指称使用调查的可能情形，以及禁化武组织在此种情形中的可能作

用。 
 

后续 
 
28. 根据演练的评估，秘书处制定了详细的后续计划。建立了秘书处的工作组，由

总干事办公室、副总干事办公室、国际合作与援助司、视察局及核查司的代表

组成。工作组将对后续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定期向总干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汇报据此取得的进展。 
 

结论 
 
29. 2005 年联合援助演练为禁化武组织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在错综复杂、充满

挑战的环境里对它的程序和能力进行了检验。演练要求秘书处与来自禁化武组

织成员国、国际组织及区域组织的国际灾情控管人员协调自己的活动。它使国

际社会又一次看到，禁化武组织能够以它宝贵的专门资源对化学武器的使用做

出反应。总的来说，演练提高了禁化武组织的形象，增强了对其活动的认识。

演练期间与其他组织建立的联系和接触将为共同关心领域的未来合作打下基

础。 
 
30. 对秘书处来说，2005 年联合援助演练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不是结尾。演练所

取得的经验教训已得到记录和分析。积极的后续行动已经开始，已经建立了监

督其进展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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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像 2005 年联合援助演练这样规模的实地演练需要相当可观的资源投入，既有秘

书处方面的也有成员国方面的 — 尤其是东道国乌克兰。秘书处非常感谢乌克兰

和其他参加演练的成员国所给予的极佳的合作，并期待着进一步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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