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汞贸易的第三条所需表格填写指南 

  第一部分：表 A 至 D 使用指南 

 A.  背景 

1. 编写本指南是为了帮助缔约方使用《水俣公约》第三条规定的表格以

及秘书处根据第三条第七和第九款维持的登记簿。本指南旨在澄清以下问

题： 

 (a) 第三条的范围，即未涵盖的事项，即指汞废物(第十一条)及产品(第
四条)； 

 (b)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表格，以及在出具同意意见前应考虑的事宜； 

 (c) 表格每部分要提供的信息； 

 (d) 登记簿的作用及如何使用； 

 (e) 从何处获取表格； 

 (f) 如何递交表格。 

2. 这些表格拟用于汞贸易，包括汞合金等汞与其他物质的混合物，其中

汞的浓度按重量计至少有 95%。 

3. 表格不得适用于下列贸易： 

 (a) 拟用于实验室规模的研究或用作参考标准的一定数量的汞； 

 (b) 在诸如非汞金属、非汞矿石、或包括煤炭在内的非汞矿产品、或从

此类材料中衍生出来的产品中存在的、属于自然生成的痕量汞以及在化学

产品中意外生成的痕量汞； 

 (c) 添汞产品； 

 (d) 汞废物。 

4. 缔约方在出具同意或表示一般性同意进口汞前应考虑《公约》规定的

义务。一旦汞进入缔约方领土，该缔约方就承担了《公约》规定的责任。

具体而言，缔约方应采取措施保障一切进口仅用于允许用途、以无害环境

方式储存或按第十一条规定加以处置。 

 B. 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表格 

5. 本指南涉及以下表格： 

 (a) 缔约方出具汞进口书面同意的表格(表 A)； 

 (b) 非缔约方出具汞进口书面同意的表格(表 B)； 

 (c) 非缔约方证明拟向缔约方出口的汞来源表格(表 C)(视需要与表 A
或表 D 结合使用)； 

 (d) 同意汞进口一般性通知表格(表 D)。 



6. 表 A 需由同意从第三条第六款第一项和第八款规定的缔约方或非缔约

方进口汞的缔约方填写。第三条第六款第一项规定，任何缔约方“均不得

允许汞的出口，除非”出口至已出具书面同意的进口缔约方且仅用于《公

约》允许进口缔约方所使用的用途或依照第十条规定进行环境无害化临时

储存。第三条第八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均不得允许从它将提供书面同意

的非缔约方进口汞，除非该非缔约方已提供了证书，表明所涉及的汞并非

来自第三条第三款或第五款第二项规定不允许使用的来源”。在这两种情况

下，表 A 可用作进口汞的书面同意。如进口缔约方已根据第三条第七款提

供一般性同意通知，则无需提供表 A。 

7. 根据第三条第六款第二项，非缔约方向出口缔约方出具进口汞书面同

意时使用表 B。该表须附证明，说明非缔约方已采取措施确保人类健康和

环境得到保护并确保遵守第十和第十一条规定，而且进口的汞将仅用于

《公约》允许缔约方使用的用途1 或《公约》第十条规定的环境无害化临

时储存。非缔约方提交一般性同意通知时无需填写表 B。 

8. 向缔约方出口汞的非缔约方要使用表 C 证明汞并非来自《公约》第三

条第三款或第五款第二项规定的不允许来源。第三款述及原生汞矿开采的

汞，第五款第二项述及缔约方在确定氯碱设施退役过程中出现过量汞时要

采取的各种措施，确保依照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一项所阐明的环境无害化管

理准则加以处置，而且所采用的处置方式不得导致汞的回收、再循环、再

生、直接再使用或用于其他替代用途。如进口缔约方选择适用第三条第九

款，则无需使用本表格。 

9. 选择根据第三条第七款向秘书处提供一般性通知的进口缔约方或非缔

约方使用表 D，以替代根据第三条第六款的规定向出口缔约方出具的书面

同意。一般性通知须列明进口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出具同意的任何条款和条

件，提交一般性通知的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可随时撤销这一通知。秘书处应

保存一份记录所有此种通知书的公共登记簿。 

 C. 每一部分所需填写的信息 

10. 表格在版式设计上尽可能做到让使用者对每一部份的填写要求一目了

然；表格还就需填写的信息提供指导。这些表格载于本指南的附录 A 至 D。

指南的格式设计以方便填写表 A 至表 D 电子或在线版为宗旨。 

 D. 登记簿的作用和使用方式 

11. 根据第三条规定设立了两个登记簿。一个是进口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向

秘书处提交所有一般性通知作为第三条第六款要求的书面同意的公共登记

簿。另一个是依照第三条第七款提交一般性同意通知后决定不适用该条第

八款的缔约方所作通知的公共登记簿。 

12.一般性通知登记簿由秘书处公布，以便出口缔约方在出口汞之前查阅。

出口缔约方还可通过该登记簿确定进口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在同意进口时所

适用的任何条款与条件。由于该通知构成第三条第六款所要求的书面同意，

                                                        
 1 《公约》第二条第十一款将“允许用途”定义为“缔约方任何符合本公约规定的汞或汞

化合物用途，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那些符合第三、四、五、六和七条规定的用途。” 



因此如果一个缔约方或非缔约方被纳入登记簿，则表示出口缔约方无需为

特定进口获取单独的书面同意，而可直接依赖登记簿中指示的一般性同意，

但须满足进口国设定的任何条款和条件。 

13. 非缔约方可查阅决定不适用第八款的缔约方所提交的通知登记簿。非

缔约方向登记簿内所列缔约方的出口无需使用表 C。 

 E. 从何处获取表格 

14.可登录《水俣公约》网站(www.mercuryconvention.org)获取表格。此外，

依照《公约》第十七条指定的国家联络点也可以电子方式向所有缔约方寄

发这些表格。如表格有修正或更新，也会向国家联络点提供新表。还可向

秘书处索取表格。 

 F. 如何递交表格 

15. 缔约方之间的同意进口表(表 A 和 B)和非缔约方证明向缔约方出口的汞

来源表(表 C)须使用相关缔约方国家联络点的联络信息递交。建议相关缔约

方向秘书处提供这些表格。 

16. 根据第三条第七款，进口汞的一般性同意通知表(表 D)须递交秘书处。 

 

  



附录 A 
 

表 A 

缔约方书面同意进口汞的表格 

(若进口缔约方已根据第三条第七款出具一般性同意通知，则《公约》不
要求填写本表格) 

A 部分：拟由进口缔约方提供的联络信息 

缔约方名称： 

指定国家联络点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B 部分：拟由出口缔约方或非缔约方提供的联络信息 

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名称： 

指定国家联络点名称或政府负责官员姓名：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A 和 B 部分的指导 

对于缔约方而言，联络方为依照第十七条指定的国家联络点。缔约方可在某

些情况下有专门负责汞贸易的联络人。在这两种情况下，秘书处可公开联络

信息。如果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则应通过相关缔约方的外交部进行沟通，

比如通过其常驻日内瓦办事处。 

非缔约方有责任确定哪位政府官员负责此事。 

C 部分：拟由出口国提供的装运信息 

请说明拟装运的汞的大致总量： 

请说明大致的装运日期： 

请说明汞是否来源于原生汞矿开采： 

请说明汞是否被出口缔约方确定为氯碱设施退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的汞： 



(如出口国为非缔约方，进口缔约方还应要求其填写表 C。) 

 
 

指导 

说明拟装运汞的大致总量能使进口国就考虑同意任何批次装运作出知情决定，

而说明大致装运日期有助于对该国可能要进行的装运进行跟踪。 

如汞来自原生汞矿开采，则其不得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但可根据第四条并

在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有限时间内用于生产添汞产品或根据第五条用于生产工

艺。还可以依照第十一条对汞进行处置，所采用的作业方式不得导致汞的回

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使用或用于其他替代用途。 

如汞被出口缔约方确定为源自氯碱厂关停产生的富余汞，则该缔约方须采取措

施，确保依照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一项所述的环境无害化管理准则对其进行处

置，并且所采用的处置方式不得导致汞的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使用或

用于其他替代用途。 

如要对汞进行处置，则应遵守《公约》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三项所述废物越境转

移程序。本表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如出口国是非缔约方，则进口缔约方不得允许装运来自以上两种来源之一的

汞，除非其适用第三条第九款的规定。 

  D 部分：拟由进口缔约方提供的信息 

进口汞的目的是什么？请选择“是”或“否”： 

 一. 依照第十条的规定进行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 

  是  否 

  如回答是，请说明已知预期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二. 缔约方在《公约》下获准的某种用途：是  否 

  如回答是，请说明关于汞预期用途的其他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指导 

 本信息旨在根据第三条第六款第一项说明进口汞的目的。须说明进口的

汞是拟依照第十条的规定进行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还是拟用于缔约方在《公



约》下获准的某种用途。如拟将汞用于临时储存，则须提供关于已知预期用

途的资料。如对上述问题回答“是”，则进口缔约方需提供关于预期用途的

进一步详情。请注意根据第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第二项，汞的来源可能限制

汞的获准用途(见 C 部分下的指导方框) 

 在发出同意意见之前，缔约方应确定是否依照《公约》进行了适当的安

排。 

  E 部分：酌情提供装运信息 

进口方 

 企业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出口方 

 企业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指导 

 装运信息应包括进口方和出口方的详情，包括每一方的企业名称和地

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络信息。这些信息将使联络人或政府负责官

员在查询某批次装运时知道可联系哪些相关人员，也可在国家一级对装运采

取后续行动。 

  F 部分：说明进口缔约方的同意情况 

是否同意？请选择“同意”或“拒绝”： 

同意   拒绝 

请在下面空白处说明任何条件、其他详情或相关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进口缔约方指定国家联络人的签名和日期 

 姓名： 



 职务： 

 签名： 

 日期： 

指导 

请填写本表 A部分所示联络人。 

 

 

附录 B 
 

表 B 

非缔约方出具汞进口书面同意的表格 

  (若进口非缔约方已根据第三条第七款出具一般性同意通知，则《公约》
不要求填写本表) 

 

  A 部分：拟由《公约》缔约方提供的联络信息 

缔约方名称： 

指定国家联络人姓名：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指导 

 对于缔约方而言，联络人为依照第十七条指定的国家联络点。缔约方在

某些情况下可以有专门负责汞贸易的联络人。在这两种情况下，秘书处可公

开联络人的信息。如果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则应通过相关缔约方的外交部

进行沟通，比如通过其常驻日内瓦办事处。 

  B 部分：拟由非缔约方提供的联络信息 

国家名称： 

政府官员姓名和所在机构：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指导 

 非缔约方有责任确定哪位政府官员负责此事。 

  C 部分：拟由出口缔约方提供的装运信息 

请说明拟装运的汞的大致总量： 

请说明大致的装运日期： 

请说明汞是否来源于原生汞矿开采： 

请说明汞是否被出口缔约方确定为氯碱设施退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的汞： 
 

指导 

 说明拟装运汞的大致总量能使进口国就考虑同意任何批次装运作出知情

决定，而说明大致装运日期有助于跟踪该国打算进行的装运情况。 

 如汞来自原生汞矿开采，则不得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但可根据第四

条并在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有限时间内用于生产添汞产品或根据第五条用于

生产工艺。还可根据第十一条对其进行处置，采用的处置方式不得导致汞的

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使用或用于其他替代用途。 

 如汞被出口缔约方确定为氯碱设施退役过程中产生的过量的汞，该缔约

方须采取措施确保依照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一项所述环境无害化管理准则进行

处置，并且采用的处置方式不得导致汞的回收、再循环、再生、直接再使用

或用于其他替代用途。 

 如要对汞进行处置，则应遵守《公约》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三项所述废物

越境转移程序。 

  D 部分：拟由进口非缔约方提供的证明和信息 

第三条第六款第二项第 1 目要求进口非缔约方证明已采取措施确保人类健

康和环境得到保护以及确保《公约》第十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得到遵守。 

 贵国是否采取了此类措施？请选择“是”或“否”。 

  是  否 

如回答是，请提供证明此类措施的适当文件。此类文件可包括国家

一级的程序、立法、法规或其他措施，且应提供证明此类措施有效

性的充足详情。 

此外，缔约方向非缔约方出口的汞仅可用于缔约方在《公约》下获准的某

种用途，或用于《公约》第十条规定的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 

进口汞的目的是什么？请选择“是”或“否”： 

 一. 依据第十条的规定进行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 



  是  否 

如回答是，请说明已知预期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二. 缔约方在《公约》下获准的用途： 

  是  否 

  如回答是，请说明关于汞预期用途的其他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指导 

 进口非缔约方需提供的关于拟进口汞的用途的信息在第三条第六款第二

项中有明确规定。上述第一个问题涉及第六款第二项第 1 目，其中要求进口

非缔约方提供证明，表明其已采取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得到保护、确保《公

约》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得到遵守的措施。如果已采取此类措施，包括

立法、法规及其他措施，该非缔约方须提供适当文件证明这一情况。该文件

应提供充足详情，证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上述第二个问题旨在获得第三条第六款第二项第 2 目规定的进口汞目的

的相关信息，即是否拟用于依照第十条进行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抑或拟用

于缔约方在《公约》下获准的某种用途。如回答是，进口缔约方须提供有关

拟议用途的进一步详细资料。请注意根据第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第二项，汞

的来源可能限制其获准的用途(见 C 部分指导方框)。 

  E 部分：酌情提供装运信息 

进口方 

 企业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出口方 



 企业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指导 

 装运信息应包括进口方和出口方的详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电

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络信息。这些信息将使联络人或政府负责官员在查

询某批次装运时知道可联系哪些相关人员，也可在国家一级对装运采取后续

行动。 
 

  F 部分：说明进口非缔约方的同意情况 
 

是否同意？请选择“同意”或“拒绝”： 

同意  拒绝 

请在下面空白处说明任何条件、其他详情或相关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进口非缔约方政府负责官员签名和日期： 

 姓名： 

 职务： 

 签名： 

 日期： 

 
 

指导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确定政府的负责官员。此人应是本表 B 部分所述联络

人。 

 
  



附录 C 

表 C 

   非缔约方拟向缔约方出口的汞的来源证明表格 

根据要求与表 A 或表 D 结合使用 

《公约》第三条第八款规定缔约方均不得允许从它将提供书面同意的非缔
约方进口汞，除非该非缔约方已提供了证书，表明所涉及的汞并非来自第
三款或第五款第二项规定不允许使用的来源，即：其并非来自原生汞矿开
采或出口非缔约方确定为氯碱设施退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的汞。 

  A 部分：拟由出口非缔约方提供的装运信息 

请说明拟装运的汞的大致总量： 

请说明大致的装运日期： 
 

指导 

 说明拟装运汞的大致总量能使进口国就同意任何装运作出知情决定，说

明大致的装运日期有助于跟踪该国打算进行的装运情况。 

  B 部分：酌情提供装运信息 

进口方 

 企业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出口方 

 企业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指导 

 装运信息应包括进口方和出口方的详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电



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络信息。这些信息将使联络人或政府负责官员在查

询某批次装运时知道可联系哪些相关人员，也可在国家一级对装运采取后续

行动。 

  C 部分：证明 

依据《公约》第三条第八款，我国政府证明本表格所述装运货物中包含的
汞 

并非： 

 ㈠ 来自原生汞矿开采；或 

 ㈡ 出口非缔约方确定为氯碱设施的退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的汞。 

佐证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政府负责官员签名和日期 

姓名： 

职务： 

签名： 

日期： 

 

指导 

 本部分要求出口非缔约方政府提供证明，表明装运货物中包含的汞并非

来自第三条第三款或第五款第二项规定的不允许来源，即原生汞矿开采，或

出口非缔约方确定为氯碱设施退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的汞。出口非缔约方可

在本部分中提供对上述证明的佐证信息。政府负责官员亦须在本表中签字和

标注日期。本表的签字和证明官员应是表 A 的 B 部分中指定的官员(拟由出

口非缔约方提供联络信息)。 

 

  



附录 D 

表 D 

汞进口一般性同意通知表格 
《公约》第三条第七款规定出口缔约方可凭借进口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向秘
书处发出的一般性通知作为第三条第六款所规定的书面同意。此种一般性
通知中应当列明进口缔约方或非缔约方表明其同意进口的任何条款与条件。
秘书处应当保存一份记录此种通知书的公共登记簿。 

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可随时撤销通知。撤销通知的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应向秘
书处提供书面请求，要求将其从一般性通知公共登记簿中删除，并说明撤
销的生效日期。 

已提醒缔约方注意，根据第三条第七款发出或接受一般性通知仅满足了每
次装运汞应提交书面同意的要求。它并未免除缔约方根据《公约》承担的
其他义务，尤其是第三条第六款和第八款规定的义务(见表 C)。 

  A 部分：一般性同意通知的联络信息 

缔约方或非缔约方名称： 
指定国家联络人姓名或政府机构名称及官员姓名：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指导 

 对于缔约方而言，联络人通常为依照第十七条指定的国家联络点。然

而，缔约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专门负责汞贸易的联络人。在这两种情况

下，秘书处均应公开联络人的信息。如果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应通过相关

缔约方的外交部进行沟通，比如通过其常驻日内瓦办事处。 

 非缔约方有责任确定哪位政府官员负责此事。 

  B 部分：一般性同意通知 
我国政府特此出具汞进口一般性同意通知。出口缔约方可凭借本一般性通
知作为《公约》第三条第六款要求的书面同意。 

  C 部分：一般性通知的条款与条件 
请在下面空白处说明任何条款与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指导 

 进口缔约方可在本部分中列明其希望明确的与一般性通知有关的任何条

款和条件。缔约方不必将进口前出具同意书的要求作为一般性通知的一项条

件，因为缔约方可以不提交一般性通知而使用表 A 给予同意。 



  D 部分：非缔约方出具的证明(本部分不适用于缔约方) 

依据《公约》第三条第六款，我国政府证明： 

 已采取措施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得到保护、确保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
规定得到遵守。请提供证明此类措施的适当文件。此类文件可包括国家一
级的程序、立法、法规或其他措施，且应提供证明此类措施有效性的充足
详情； 

 本一般性同意通知涉及的进口汞将仅用于《公约》允许缔约方使用的
用途，或用于《公约》第十条规定进行的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 

关于《公约》允许的用途或环境无害化临时储存，请提供关于汞的预期用
途的信息(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指导 

 非缔约方在本部分中证明已采取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措施。须提供证

明说明存在此类措施，其形式可以是相关程序、立法或法规、或在国家一级

采取的其他措施。证明须提供关于此类措施有效性的充足详情。须说明一般

同意通知涉及的汞将仅用于《公约》允许的用途，还需提供关于汞的预期用

途的补充信息。 

政府负责官员签名和日期 
 姓名： 
 职务： 
 签名： 
 日期： 

指导 

 每个非缔约方都有责任确定哪位政府官员负责此事。此人应是本表 A 部

分所述联络人。 
 
 



 第二部分：表 E 使用指南 

  选择不适用《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三条第八款的缔约方提供的信息登

记通知填写指南 

  表 E 在缔约方选择不适用第三条第九款的情况下使用。 

表 E 

  选择不适用《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三条第八款的缔约方提供的信息登

记通知 

缔约方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已实施的出口限制综合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内已实施的确保对进口汞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各项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来自非缔约方的汞进口： 

来源国 进口量 

  

  

  

  

  

 



注：如需额外空间回答问题，请另附纸页。 

 

 

指导 

 选择不适用《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三条第八款的缔约方提供的信息登

记通知规定，任何此类缔约方须依照第三条第九款详细介绍已实行的汞出口

限制综合措施以及旨在确保对进口汞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的措施。本表还规

定缔约方提供关于从非缔约方进口汞的信息，包括来源国和进口量。该信息

保存在一份公共登记薄上，因此可查阅。应充分详细说明所有已实施的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