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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4
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汞问题文书

国际协定中的必要用途概念
秘书处的说明
1. 在 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于曼谷举行的会议上，筹备汞问题政府间谈
判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商定了秘书处为协助委员会工作而将于委员
会第一届会议上向其提供的资料清单。除其它事项外，工作组还要求秘书处就
“必要用途”概念在其它国际协定中的使用情况提供信息。本说明即为响应上
述要求而编拟。

导言
2. 如同其它多边条约一样，一项全球性汞问题文书，若其规定之各项义务阐
述明确，且所有缔约方均能充分履行这些义务，其效力将实现最大化。为数众
多的“破例”会削弱条约的有效性。但是，有时需要允许原本与条约规定之义
务相悖的活动暂时继续下去。必要用途概念即为条约顾及上述需要的方式之
一。
3. 本说明第一章介绍“必要用途”概念，并将它与其它类型之豁免，包括一
般性豁免、暂缓某项法律义务之应用的豁免，以及紧急情况下破例等加以区
别。第二章进一步提供有关必要用途概念及相似的豁免规定在《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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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框架下如何作用之详情。
简短的结语见于第三章。

一、多边条约中常用的豁免类别
4. 多边条约可能允许其缔约方在践约过程中保有灵活性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对
该条约的某些法律规定实行豁免。存在着几种类型的豁免。本章概括介绍四种
此类豁免：一般性豁免、暂缓某项法律义务之应用的豁免、必要用途豁免和紧
急情况下破例。
A.

一般性豁免
5. 条约所有缔约方均可享有一般性豁免，有时是自动享有，有时是在缔约方
通知秘书处后即刻享有。一般性豁免基本上是将原本涵盖于条约规定范畴之内
的产品或活动或者无限期地、或者于特定时间段内置于条约规定范畴之外。一
般性豁免不易削弱条约的有效性，因为它们不会导致受管制物质的大量排放，
也不会使受管制活动上升到显著水平，也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多数缔约方
来说，没有一般性豁免，履行条约承诺不可行。例如，《斯德哥尔摩公约》内
容包括了针对产品和物品中所含有的痕量非故意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般性
豁免、针对大量的作为制造物品之成分或在相关义务生效前即已在使用中的物
品之成分出现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般性豁免，以及针对大量的在生产非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化学品的过程中用作封闭系统内限地使用的中间体的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一般性豁免。1 另一个关于此类豁免的例子见于《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 2H 条第 6 款。该条款规定，“本条款所规定之有计划的消费和生产水平不应
包括缔约方用于检疫和装运前用途的数量。”

B.

暂缓某项法律义务之应用的豁免
6. 暂缓某项法律义务之应用的豁免可能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在某些情况下，
也可能只适用于一个特定的缔约方类别。后一种情况的一个宽泛的例子是《蒙
特利尔议定书》第 5 条。该条款授权消耗臭氧层物质人均年消费量低于 0.3 千
克的发展中国家缓期十年遵守《议定书》中的某项关于逐步停止消费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规定。2
7. 临时性豁免只有在缔约方提出豁免要求后才可能享有，而有时只有在其它
缔约方首肯的情况下才可能享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技术性贸
易壁垒协定》的规定，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在协定框架下要求享有具体、限时
3
的全部义务豁免或部分义务豁免。 一个由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组成的技术委员
会审议此类请求，并在审议时考虑提出请求之成员的特殊的发展需求和贸易需
求，以及其技术发展水平。《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
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允许所有认为本国无法确保在公约规定的时限内销毁
1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2001)， 附件 A， 第一部分， (i)–(iii); 附件 B， 第
一部分， (i)–(iii)， 见于 http://chm.pops.int/Convention/tabid/54/language/en-US/Default.aspx#convtext 。
2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1999) （经调整与修正）， 第 5.1 条， 见于《蒙特利
尔议定书手册》 (英文版，2009) ， 15， http://www.unep.ch/ozone/Publications/MP_Handbook/MP-Handbook2009.pdf.
3
《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1994)， 第 12.8 条， 见于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17-tbt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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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土内所有的杀伤人员地雷的缔约国申请十年延期。4 公约规定了详细的申请
程序以及对此类申请的审议程序。《公约》缔约方可以多数表决通过来批准该
申请。
8. 《斯德哥尔摩公约》框架下的“特定豁免”一词亦属于此类范畴。这些豁
免规定允许继续生产载列于《公约》附件 A 或附件 B 中的某些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或继续将其用于指定用途。针对某一物质的特定豁免权在该物质在公约框
架下被正式列入清单五年后失效。但是，如蒙缔约方大会批准，特定豁免权可
最长延期五年。详情见下文第二章。
C.

必要用途豁免及类似豁免
9.
必要用途豁免允许在替代物质或替代工序尚不可得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违禁
物质或采用违禁工序。一般来说，此类豁免只适用于对缔约方的经济、国家安
全或公共卫生必要或非常重要之用途，且只意在于技术上或经济上可行的替代
物质或替代方式可得之前允许此类用途。一个关键要素是对豁免期的限制。
10. 《蒙特利尔议定书》准许实行必要用途豁免。其第 2 条针对该《议定书》
管制下的某些物质规定称，对于此类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所作的禁止规定不适用
于缔约方决定准予为满足缔约方一致认定为必要之用途而进行的生产和消费范
围。除此之外，该《议定书》既未界定必要用途概念，亦未详细阐述豁免程序
如何进行。不过，该《议定书》的理事机构已通过了几项关于必要用途豁免之
程序和标准的决定。该《议定书》还规定了被称之为“关键用途”豁免的概
念。关键用途豁免在功能上与必要用途豁免相似，但仅适用于甲基溴的农业用
途。详情见于下文第二章。
11.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以其《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和
《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议定书》所规定的必要用途豁免为特色。
12. 《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可接受目的”豁免为特色。可接受目的豁免与必
要用途豁免相似，只是其适用时限更为开放。此类豁免之一例为针对滴滴涕的
豁免规定。尽管滴滴涕亟待清除这一点已成共识，它在有些地区仍是一种抗击
疟疾的重要工具这一点还是被予以认可。鉴于此，《公约》附件 B 第二部分建
立了一个滴滴涕登记簿，并确立了详细的程序，以在尽量减少环境排放和支持
向更安全的替代品过渡的同时，允许将滴滴涕继续应用于病媒控制。另一项此
类豁免在《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被正式通过。较之有关滴滴涕的豁
免规定，此项有关全氟辛烷磺酸的豁免规定并非基于保护公共卫生之需要，而
是因为认识到一些缔约方认为继续使用全氟辛烷磺酸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13. 第二章更为详尽地说明《蒙特利尔议定书》、《斯德哥尔摩公约》和《远
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框架下的这些豁免规定。

D.

紧急情况破例
14. 紧急情况破例暂时允许缔约方（或缔约方法定管辖之下的实体）停止践守
某项条约义务，如若此举对于阻止行将发生的生命或财产损失堪称必要的话。
实例见于与海运有关的条约。《防止倾弃废物及其它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及
4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1997)， 第 5 条， 第
3–6 款， 见于 http://www.icrc.org/ihl.nsf/FULL/580?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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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996 年《议定书》通过禁止或管制在海上倾倒或焚化废物来保护海洋环境。
该条约的禁止规定可暂停实施，如若此举对于保护人类生命或船只安全是必要
之举，且“倾倒废物似乎是扭转危局的唯一途径，或者倾倒废物所造成的损失
很可能低于反之可能造成的损失”。5 订立确定异常或紧急情况的基本标准的权
威归于缔约方。6 经 1978 年有关议定书修正的 1973 年《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
公约》针对该公约有关防止由于船舶运行或失事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的条款含
有类似的紧急情况破例规定。7
15. 在化学品管控领域，《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通过决议，确立了有
关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紧急情况破例规定。所涉及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原本也适于
实行必要用途豁免。有鉴于此，《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决定“允许秘书处经与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磋商后，在预定召开的下一次缔约方会议开幕之前，应某
一缔约方之申请，在紧急情况下授权该缔约方为必要用途之原故消费不超过 20
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秘书处应将此信息提交下一次缔约方会议，以供缔约方
8
核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16. 一年之后，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甲基溴的关键用途豁免问题的类似
决议，准许“某一缔约方在应对紧急情况时，经通知秘书处，消费不超过 20 吨
的甲基溴”。9上述两项决议均未界定“紧急情况”一词。
17.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亦含有一项
紧急情况破例规定。该规定允许缔约方使用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来处理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前提如下：
(a)

无适宜的替代方法可供缔约方用以应对此种局面；

(b)

所采取的措施与紧急情况的重要程度和严重程度相称；

(c)
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并确保该物质没有
被用于紧急情况所影响的地理范围之外；
(d)
(e)
款处理。10

豁免授权限期有效，其时限不超过紧急情况所持续的时间；
紧急情况一经结束，该物质的所有剩余库存均依照《议定书》之条

5
《防止倾弃废物及其它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1972 ( 2006 年修正) (《伦敦公约》)，第五条， 第
1 款， 见于 http://www.imo.org/includes/blastDataOnly.asp/data_id%3D16925/LC1972.pdf ；《防止倾弃废物
及其它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1996 年议定书》， 第 8 条， 第 1 款， 见于
http://www.admiraltylawguide.com/conven/dumping1972.html .
6

《伦敦公约》， 第十四条， 第 4 (e)款; 《伦敦公约议定书》， 第 18 条， 第 1.6 款.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 1973， 经 1978 年有关议定书修订 (《防污公约 73/78》)， 见于
7
http://www.imo.org/InfoResource/mainframe.asp?topic_id=950 .
8
第 VIII/9 号决定： 1997 至 2002 年间受控物质必要用途提名， 第 10 款， 见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手
册》 (英文版，2009)， 113， 114， http://www.unep.ch/ozone/Publications/MP_Handbook/MP-Handbook2009.pdf .
9
167。

第 IX/7 号决定：紧急情况下的甲基溴使用， 见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手册》（英文版，2009）

《1979 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 (1998), 第 4.2(b)条, 见于
10
http://www.unece.org/env/lrtap/full%20text/1998.POPs.e.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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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要用途豁免及类似豁免之详例
18. 本章进一步提供有关《蒙特利尔议定书》、《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远
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框架下必要用途豁免及类似豁免如何作用之详情。
A.
1.

《蒙特利尔议定书》
范围与资格
19. 《蒙特利尔议定书》旨在逐步淘汰消耗平流层臭氧之物质的生产和消费。
该《议定书》准予对大多数载列于清单之中的消耗臭氧之物质实行必要用途豁
免，并准予对甲基溴实行关键用途豁免。11 关乎上述豁免运作细节的程序及标
准等问题在该《议定书》中未作具体说明，但在其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已
经确立。所有受该《议定书》第 2-2E 条和第 2G-2I 条规定的管制措施影响的缔
约方均有资格请求实行上述豁免。12

2.

程序与标准
20. 缔约方可以通过向秘书处提交提名的方式申请实行上述豁免。然后，《议
定书》的科技和经济评估小组运用缔约方会议确立的标准对提名进行评估。在
收到该小组的建议之后，缔约方会议就是否准予豁免申请及对该豁免授权的具
体条款作何规定作出决定。该《议定书》之议事规则允许缔约方会议以三分之
二多数表决通过此类决定。缔约方会议每年对豁免申请进行审议、授予和审
核。
21.

在评估必要用途提名时，缔约方会议采用下列标准和程序：
(a)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某一受控物质才堪称“必要”：
(一) 该受控物质的使用于健康或安全必不可缺，或于社会之运转至
关重要（涵盖文化和知识等方面）；
(二) 无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环境上和健康上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法
或替代物质可供使用；
(b)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为必要用途之原故生产和消费受控物质才应予以
准许：
(一) 所有经济上可行的步骤均已采取，以尽量减少对受控物质的
必要使用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排放；
(二) 在现有的储备受控物质或再循环受控物质的库存中无法获得
数量充足、质量达标的受控物质，且应将发展中国家对受控
物质的需求铭记在心；

11
《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 2A 条第 4 款, 第 2B 条第 2 款，第 2C 条第 3 款, 第 2D 条第 2 款, 第 2E 条第
3 款, 第 2G 条, 第 2H 条第 5 款, 第 2I 条。
第 XX/3 号决定：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的必要用途豁免, 前言, 见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手
12
册》（英文版，2009），12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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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其国内逐步停止使用受控物质之前依照《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行
事的缔约方为满足其基本内需而进行的受控物质生产可予准许。此外，这
些缔约方为必要用途之原故所进行的受控物质生产亦被准许。13
22. 有关甲基溴的关键用途提名采用类似的审核程序，只是资格标准为“特定
用途至为关键，因为若无甲基溴可用于特定用途，将导致严重的市场混乱”。
此外，提名方必须证明“正在进行适当的努力，以对替代品和替代物进行评估
和商业推广，并确保它们获得国家管理部门的批准”。14
B.
1.

《斯德哥尔摩公约》
范围与资格
23. 《斯德哥尔摩公约》目的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危害。15 缔约方被要求停止对附件 A 中所载列之化学品的生产、使用、进口
16
和出口，并限制对附件 B 中所载列之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 尽管如此，缔约
方可以限期继续使用或生产附件 A 或附件 B 中所载列的某种化学品，只要它们
登记实行相关附件中规定的特定豁免。此外，它们可以通过登记实行附件 B 中
规定的可接受目的豁免而无限期地继续使用或生产附件 B 中所载列的某种化学
品。
24. 该《公约》第 4 条建立了一个特定豁免登记簿。该登记簿详细解释了豁免
程序，并列出了已登记实行各类仍有效力的豁免的缔约方。任何缔约方均可通
过登记注册来利用可以获得的豁免权。欲获得特定豁免权，国家在成为缔约方
之时需以书面通知秘书处的方式登记。欲获得可接受目的豁免权，缔约方可以
在任何时候以通知秘书处的方式登记。

2.

程序与标准
25. 在某缔约方提议将某种新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载列入该《公约》附件之
后，应《公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评审委员会所提之建议，缔约方大会可能会
考虑将该审议之化学品载列于《公约》附件之中。在考虑是否将该化学品载列
于《公约》附件时，缔约方大会亦考虑是否允许任何形式的豁免或可接受目
的；大会可能将该化学品列入附件，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豁免。该《公约》未
规定任何标准或指导以供缔约方大会在决定是否将某一化学品载列入《公约》
附件或是否允许特定用途豁免或可接受目的豁免时遵循。该《公约》中仅有的
明确要求为，大会“对委员会之建议，包括所有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行应有的
考虑后，应以谨慎之态度，决定是否将该化学品列入附件 A、B 和/或 C。” 17
26. 由于任何缔约方均可通过登记注册要求享有某种现有的特定豁免或可接受
目的豁免，在决定某缔约方是否可以获得豁免权方面无标准可循。但是，缔约
方大会已通过了在某缔约方申请特定豁免有效期延长之时可以适用的标准和程
序。每一种类型之豁免的相关详情见下文。

13

第 IV/25 号决定, 第 1 款, 见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手册》（英文版，2009），110。

14
第 IX/6 号决定：甲基溴的关键用途豁免, 第 1 款, 见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手册》（英文版，
2009）， 166。

6

15

《斯德哥尔摩公约》，上文注 1， 第 1 条。

16

同上，第 3 条第 1 款。附加附件 C 载列了非故意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豁免不适用于附件 C。

17

同上，第 8 条第 9 款。

UNEP(DTIE)/Hg/INC.1/13

(a)

可接受目的
27. 有关可接受目的豁免之要求规定于确立可接受目的豁免的附件 B 入册清单
之中。例如，在滴滴涕的问题上，登记享有豁免权的缔约方须遵循世界卫生组
织的指导方针来生产或使用滴滴涕，且只有“在当地无安全、有效，且经济上
可承受的替代物质之时”方可生产或使用滴滴涕。18 缔约方必须每三年汇报一
次有关其滴滴涕的使用情况、使用条件及管理战略之信息，且它被鼓励制订并
19
实施一项滴滴涕行动方案。该方案应含有合适之替代方法的采用情况。
28. 如上文所述，附件 B 载列了两种化学品——滴滴涕和全氟辛烷磺酸的可接
受目的豁免。两份入册清单中没有关于这些豁免自动失效的条款。但是，它们
的确规定，缔约方大会应定期评估这些豁免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20

(b) 特定豁免
29. 任何国家均可在成为缔约方之时，以书面通知秘书处的方式登记一种或多
种特定豁免。针对某一特定化学品的豁免在《公约》中与该化学品有关的部分
生效五年后失效，但在缔约方大会的首肯下，该化学品的豁免有效期可延长至
多五年。21
30. 欲请求延长某一特定豁免之有效期，缔约方必须向秘书处提交报告，阐述
其继续需要该项豁免登记的正当理由。22 该报告被分发给所有缔约方。基于所
有可获取之信息，对该报告进行审核。23 当某一特定类型的特定豁免不再有任
何登记在册的缔约方时，不得就该项豁免进行新的登记。24 此种情况下，该项
豁免失效，任何缔约方均不可再享有该项豁免，包括新加入《公约》的缔约
方。
31. 缔约方大会已通过了在审议延长特定豁免申请时所应遵循的详细标准。审
议与生产方面的豁免有关的申请和与使用方面的豁免有关的申请所采用的标准
不一。审议生产方面的豁免有效期延长申请所遵循的标准如下：
(a)
申请方必须已提交了需继续享有该项豁免的正当理由，亦即证实延
长豁免有效期于健康或安全是必要之举，于社会之运转至关重要；
(b)
申请方依照《公约》第 7 条之规定所订立的国家实施方案中必须含
有一项旨在一旦可行即逐步停止与有效期延长申请相关之生产的战略计划；

18

同上，附件 B， 第二部分，第 2 款。

19

同上，第 5 (a)款。

20
同上，第 6 款；同时请参阅斯德哥尔摩缔约方大会第 SC-4/17 号决定，将全氟辛烷磺酸、其盐类和
全氟辛基磺酰氟列入《公约》附件，第三部分，第 5 款，见于
http://chm.pops.int/Programmes/NewPOPs/DecisionsRecommendations/tabid/671/language/en-US/Default.aspx 。
21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4 条。

22

同上，第 6 款。

23
同上，同时请参阅缔约方大会第 SC-1/24 号决定，附件 1，特定豁免登记入册的审核过程，见于
http://chm.pops.int/Portals/0/Repository/COP1/UNEP-POPS-COP.1-SC-1-24.English.PDF , 经第 SC-3/3 号决定
修改， 附件，经修改的特定豁免登记入册审核过程，见于
http://chm.pops.int/Portals/0/Repository/COP3/UNEP-POPS-COP.3-SC-3-3.English.PDF ；第 SC-2/3 号决定，
第 3 款，特定豁免登记入册的审核过程，见于 http://chm.pops.int/Portals/0/Repository/COP2/UNEP-POPSCOP.2-SC-2-3.English.PDF 。
24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4 条，第 9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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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照前一小段所述之战略计划，申请方必须已经采取了所有可行之
措施，尽量减少该化学品的生产，并阻止其非法生产、人类接触和环境排放；
(d)

数量充足、质量达标的该种化学品从现有库存中必须是无法获取

的；
(e)
如所涉及之缔约方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或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该
缔约方必须已经依照《公约》第 12 条之规定申请了技术或财政援助，或依照
《公约》第 13 条之规定申请了财政援助，以便一旦可行即逐步停止与有效期延
长申请相关之生产。25
32. 缔约方大会在审议与某一载列于清单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使用有关的
特定豁免有效期延长申请时，所采用的标准是类似的，但含有如下规定：无缔
约方可以获取的或从环境和健康角度出发可以接受的，且可自该特定豁免有效
期终止之日起完全取代该缔约方境内对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使用的技术上和
26
经济上可行之替代方法。

C.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33.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旨在减轻和防止空气污染，包括远距离越境
空气污染。其八项议定书中有些含有必要用途类型的豁免规定；此处考虑其中
两项——允许对某些豁免有效期进行一次性延长（延长后的有效期失效之日不
晚于 2007 年）的《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议定书》和允许缔约方向其
法定管辖下的实体授予必要用途豁免权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
书》。
1. 《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议定书》
(a)

范围与资格
34. 《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议定书》含有一项附件 VIII，该附件为
燃料中的硫含量设定了极限值。议定书缔约方必须不迟于 2005 年开始执行这些
极限值规定；缔约方被要求在规定日期前取缔硫含量与所列之规定不符的柴油
和汽油的市场销售。但是，若取缔本身会导致该国工业在对其生产设施进行必
要改进方面出现严重困难，27 缔约方可将市场销售期额外延长最多两年（某些
情况下三年）。任何该取缔规定适用的缔约方均可要求此项豁免。

(b)

程序与标准
35. 每个缔约方自行确定该国是否会经历严重困难；无附加标准适用于此，且
缔约方的相关结论无须取得其它缔约方的认可。在选择享受该豁免权时，缔约
方须在一份声明之中阐明该国有意延长相关时限，并向《公约》之执行机构提
交有关延长理由的书面资料。该声明将与缔约方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
书一并交存。28

25

第 SC-2/3 号决定， 附件 ，第 (A) (1) (a)-(e)款。

26

同上，附件， 第 (B) (2) (a)-(f)款。

《1979 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的议定书》 (1999)，附件
27
VIII， 表格 8, “附注”； 表格 9， “附注”； 表格 10， “附注”； 表格 11， “附注”， 见于
http://www.unece.org/env/lrtap/full%20text/1999%20Multi.E.Amended.2005.pdf .
同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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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
(a)

范围与资格
36.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如同《斯德哥尔摩公约》一样，致
力于禁止或限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和使用。该《议定书》允许缔约方授
予其辖下之实体与载列于清单之中的某化学品有关的豁免权，只要该豁免权之
授予或使用无损《议定书》之目标。29 若缔约方此前未曾授予过此类豁免权，
则该豁免可含有“缔约方认为必要之少量应用”。30 豁免时限至多五年。

(b)

程序与标准
37.
豁免授权无须经其它缔约方同意。但是，授予豁免权的缔约方必须确保无
合适的替代物质可满足拟议之用途；确保适当的防范措施已经采取，以保证尽
量减少环境排放；确保豁免有效期终止之时，该物质所有的剩余库存均依照
《议定书》的相关条款处理。
38. 此外，授予豁免权的缔约方必须于 90 天内向秘书处提交一份报告，而秘书
处必须将该报告分发给所有缔约方。该报告必须至少涵盖：
(a)

予以豁免的物质的化学名称；

(b)

豁免授权的目的；

(c)

豁免授权的条件；

(d)

豁免授权的时限；

(e)

豁免适用之群体或机构；

(f)
豁免将导致的该物质的预计排放量，以及对该预计排放量对所有缔
约方该物质排放总量之影响的评估。31

三、结语
39. 必要用途概念使确立雄心勃勃之目标、选择严格刻板之路径以实现该目标
成为可能，但同时亦承认有些缔约方短期内在践行义务方面可能有困难。许多
条约，包括许多多边环境协定，都体现了对于履行某项义务的能力可能因缔约
方而异的认识。准予某缔约方必要用途豁免即为一种在保持条约的整体活力和
远大目标的同时，对那些差异予以照顾的方式。
40. 在某些情况下，某缔约方必要用途豁免的准予过程掌握在相关公约的理事
机构手中。在其它情况下，该准予过程则是由相关缔约方自行决定。在后一种
情形下，准予事项及标准往往已预先确定，并非完全由相关缔约方的特权决
定。

_________________

29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第 4.2 条。

30

同上。

31

同上，第 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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