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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简称《水俣公约》）定理的初衷是希望减少汞对环境和人

类健康的负面影响。此项多边协定要求一百多个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采取措施来消除

或减少汞在社会中的使用。此项公约的拟定历史也让人们了解了国际法是可以解决像这

样庞杂的问题。随着此项公约的生效，各国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采取高成本

措施来应对现在的诸多挑战。 

1. 全球环境中的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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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开采地图 

[资料来源:摘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环境署手工采金论坛汞表数据库。ZOI Environment Network / Grid 

Arendal 设计]（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gold mining(ASGM) 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开采，Estimated 

mercury feleases from ASGM in tonnes per year 据估计每年从 ASGM 中释放汞的量（吨），Estimated 

numbers of miners 据估计矿工的数量，Reported countries with ASGM 对 ASGM 报道的国家，No 

estimate 未经统计，Source Adapted from mercury watch database……资料改编自汞观测数据库……） 

汞是一种对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天然元素[1]。因此，许多国家限制和禁止使用汞。例

如，欧盟禁止 15 岁以下未成年人和孕妇使用牙科汞合金（汞齐补牙），因为该群体容

易受到汞的影响[2]。 

 

 

 

 

 

 

 

 

图 2.《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编写的版本 

[资料来源: ©水俣公约]（CONVENTION DE MINAMATA SUR LE MERCURE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TEXTE ET ANNEXES 文本和附件） 

汞在环境中的存留具有持久性，比如，一个工厂排放的污染可能由风携带，汞污染

源可能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在环境中发现的大部分汞来源于人类活动[3]，比

如金矿开采（图 1）或煤炭燃烧。这些活动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发生，这使得降低汞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风险的尝试变得更加复杂。汞在国与国之间交易，因此试图控制汞的使用

是有困难的。汞污染问题没有国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水俣病是历史上发现汞的危险性最严重、最沉痛的事件之一。该病以日本的一个海

湾命名，因该海湾附近一家工厂的排放物污染了海湾。工厂向水中倾倒汞，导致了数千

人死亡。《水俣公约》是为了纪念这场工业灾难中的受害者而命名的（图 2）。签署这

项公约的过程具有其它处理环境保护问题的公约的特点。 

2. 水俣公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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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项国际公约的诞生 

在国际法中，公约是国家之间缔结的受国际法支配的书面国际协议，《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4]给出了这一定义，是这一主题的参考文献。为了在国际会议上通过公约条文，

需要所有参与起草的国家的同意[5]。一旦该项公约获得通过，在国际会议结束时，各国

可决定加入该项公约。公约在特定数量的国家——当时称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加入后

几个月内生效并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因此，国际公约的形成是在生效之前就开始了。撰写一份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同意的

文本是一项真正的壮举。要让这么多国家在世界层面上同意参与并受其约束，就得采取

许多措施，以便最终就如何管理这项问题达成共识。环境公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要

提出实质性的措施:在谈判过程中，尤淑厚不得不做出妥协，因而可能会起草出具有较低

约束力的案文。但是《水俣公约》的的缔结具有任何环境公约起草的典型特征。 

2.2.一项科学报告:全球汞的评估 

在找到解决汞问题的法律途径之前，必须先要明确问题所在。正如国际环境法中经

常出现的情况，在起草某项公约之前，将发表一份科学报告，对环境现象造成的危险提

出警告，在词情况下则是关于汞污染报告。 

2001 年，在汞污染的案例和汞污染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警示下，在联合国委托下，汞

污染报告诞生，以进行对汞污染情况的全球评估。这项报告语 2002 年发布，2013 年和

2018 年更新[6]。报告的结论提供了汞具有全球危害性的证据，并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

采取行动的合理性。 

2.3.全球汞伙伴关系 

全球汞伙伴关系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理事会第 29/3 号决定第四部分发起

的。该行动方案旨在推动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降

低汞在产品加工和生产过程中造成的风险。今天，在该方案下采取的行动旨在支持《水

俣公约》的快速有效实施。全球汞伙伴关系具有自愿性质，不同于公约，后者规定了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 

全球汞伙伴关系演示幻灯片:https://web.unep.org/globalmercury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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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伙伴关系由设在日内瓦的环境署化学品部的秘书处管理。该秘书处的作用是确保

冰协调开展的活动。 

2.4.关于汞、铅和镉的布达佩斯声明 

声明也不具有约束力:签署声明的国家没有义务遵守声明。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无用

的，但这往往是朝着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迈出的第一步。起草一份声明可以

使各国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交换意见，以确认他们同意做什么，并确定他们更关心的领

域。 

《关于汞、铅和镉的布达佩斯声明》于 2006 年在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上获得通

过。该论坛是由寻求促进化学品健全管理的相关方组成的全球平台。尽管一些国家已经

同意采取措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汞、镉和铅污染，但只有汞最终在一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中得到监管。这使得倡导在国际层面上监管所有重金属的环保主义者感到

遗憾。 

2.5.授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理事会第 25/5 号决定 

环境署是联合国致力于保护环境的分支机构。它可以被比作一个被赋予特定使命的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成员国在环境署(现称“联合国环境署”)内开会，就全球环境保护做

出纲领性决定。 

人们利用环境署为各国通过环境公约提供必要的动力。就《水俣公约》而言，2009

年第 25/5 号决定具有开创性意义。在该决定中，各国同意就汞问题制定一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从那一刻起，谈判才真正开始，因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就在全球范围内

采用的对与汞污染作斗争的文件形式达成了一致。这项决定提供了所谓的谈判授权。 

2.6.协定的谈判和通过 

 

 

 

 

 

 

图 3.准备签署《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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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ISD/ENB - Kiara Worth 摄影] 

《水俣公约》的协商谈判正式开始于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的第一次会议。该

会议由外交会议授权，于 2010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结束时，议

定了一份案文，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础。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举行了五次会议。会上各国讨

论修改基本案文以达成共识。 

在谈判过程中，各国之间出现了许多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案文起草不得不做出一

定让步。例如，关于含有添加汞的产品的措施，各国尚未达成禁止牙科汞合金的协议，

在最终文本中，牙科汞合金比其他产品受到更宽松的限制措施[7]。 

在 2013 年 1 月 19 日举行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商定了《公约》的最

终文本(图 3)。继 2013 年 10 月 9 日在水俣举行正式开幕式后，《水俣公约》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日本熊本举行的外交会议(全权代表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公开签署。

在《公约》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第五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 90

天后，2017 年 8 月 16 日该《公约》生效。 

3. 《水俣公约》的内容 

3.1.《水俣公约》的生命周期方法 

《水俣公约》通过考虑汞的生命周期来管理汞。生命周期是指汞释放到环境中的所

有阶段。汞以矿石的形式存在，对其开采会造成汞的释放。各种自然和人类过程向大气

排放的汞也是其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汞的贸易及其在工业产品和工艺、手工和小规模采

金业中的使用，是汞生命周期中其它已确定的阶段，这些阶段会对环境造成有害排放。

最后，在废物阶段的汞标志着其生命周期的结束，就污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

段。 

这也叫“从摇篮到坟墓”的管理方式。它要求在人类使用汞的所有阶段都制定规则，

以确保汞不会不受控制地逃到环境中。《水俣公约》包含了被确定为汞生命周期的所有

方面的规则。 

3.2.《公约》规定的国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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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霍林郭尔及其周边地区的主要工业（煤炭，能源和化学制品）已经污染了草原，以致牧群无法

再在草原上上放养。当地社区安装了雕塑来代替动物。 

[资料来源：公共领域] 

《水俣公约》纳入了非常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例如，一旦生效，就不能开

展新的汞矿开采活动。现有的采矿活动可以继续，但只能持续有限的十五年时间[8]。人

们希望几年后不再有汞矿仍在运营。 

也有措施来消除一些含汞产品[9]。例如：汞电池、一些灯具、化妆品和杀虫剂，以

及汞温度计等医疗测量仪器的含汞产品。根据《水俣公约》，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必

须在 2020 年停止。但可能存在和这一法规相背离的情况。如果各国认为这一规定太难

不能实现的话，他们可以决定延长这一日期，但这种可能性是有限制的[10]。 

一些使用汞的工业过程也是如此。到 2025 年，缔约各方境内的碱氯生产必须停止。

乙醛生产将于 2018 年停止[11]。但各国有可能单独背离这一规则[12]。 

汞的国际贸易问题也正在得到解决，以减少汞在国家之间的流动[13]。必须以无害

环境的方式管理汞废物[14]。这个模糊的概念已经被精确地定义为如何在不损害人类健

康和环境的情况下处置汞废物。 

《公约》起草者还解决了汞向环境(空气、水、土地等)的排放和释放问题。例如，

缔约各方必须采取措施限制燃煤电厂的汞排放(图 4) [15]。 

3.3.激励和渐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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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在谈判过程中，各国不同意具有直接约束力的措施。例如，有人谈到禁止在

小规模手工采金业中使用汞。这一观点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可能危及许多低技能矿工的

工作，剥夺他们的收入来源。但是汞的使用确实使他们、使他们的家庭和矿区附近的生

态系统处于危险之中。 

最后，《公约》规定，如果缔约各方发现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活动在其领土上很重要，

它们有义务制定和实施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来纠正这种情况[16]。因此，并没有要求缔约

方禁止汞，而是要求缔约方制定一项类似的长期战略，以减除该领域使用汞的不利影响，

目的是逐步淘汰汞的使用。 

激励措施的另一个例子是缔约方制定实施计划。它可能由 2021 年 2 月 15 日第 6/8

号国家政党起草，目的是协助它逐步履行其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此之前先进行“第

一次评估”，现在称为“水俣公约初步评估”。 

水俣公约初步评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全球环境基金的协助下制定的文件(见焦

点“世界环境基金会”)。各国获得财政援助来评估其领土内汞的使用情况，并介绍其汞立

法的现状。接下来，分析国家层面汞的使用与《水俣公约》要求的兼容性。人们起草了

一份行动计划，向各国准确表明必须要采取哪些行动，从或多或少的长期，以指示性预

算来遵守《公约》。目前，鉴于《公约》最近生效，正在进行的关于初步评估和实施计

划的过程将在《公约》后期阶段制定。 

汞污染场地的问题也是谈判者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在《公约》中规定清理这

些场地的最后期限。事实上，识别汞污染场地的工作已经非常巨大。因此，第一步，缔

约方应努力制定适当的策略，来确定哪些场地受到污染，并评估这些场地所存在的风险

[17]。 

4. 《水俣公约》的作用 

4.1.一个必须发展的公约 

随着科学发现，环境的现状改变和人们对环境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环境公

约必须是一个动态的法律文件，能够不断发展，例如，对发现有毒物质替代品或该物质

带来的新危害的应对就是动态的。 

一旦《公约》生效，缔约方必须执行《公约》:这对各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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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新的立法，改造他们的工业，改变他们的进出口价格，禁止销售某些产品……

有些国家有其他的优先事项，或者可能没有办法做出所有这些改变。然而，他们做出了

承诺。这种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使《公约》继续存在并协助各国实施的机构的建立使

得这种发展成为可能。 

4.2.《水俣公约》的管理 

 

 

 

 

图 5.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主任马克·夏多恩斯（Marc Chardonnens），在当选第一届缔约方会议主席

后登上主席台并受到欢迎 

[资料来源:IISD/ENB - Kiara Worth 摄] 

《水俣公约》与大多数环境公约一样，设立了缔约方大会(COP)(图 5)。这是一个定

期作出决定的大会，主要是就《公约》的执行作出决定。只有承诺遵守《公约》的国家

才有投票权，决定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然而，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

门被接纳为观察员，可以在谈判中发言，但无表决权。做出的决定也可能涉及一些方面，

这些方面在谈判会议期间由于缺少共识或时间因而在协议签署时解决不了。国际环境法

的特点之一是很难强迫一个国家遵守一项公约。很少看到一个国家因未能遵守环境保护

公约规定的义务而受到国际法官审判。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遵守《公约》符合所有

国家的利益，如果不是这样，那往往是因为它们在执行阶段有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有时

设立所谓的执行和遵守委员会来帮助各国遵守其义务。作为最后手段，他们可以使用更

接近制裁的措施，但后一种选择越来越不被各国接受。《水俣公约》第 15 条设立了这

样一个委员会。 

4.3.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措施 

对于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承诺遵守一项环境公约是复杂的，因为这需要短

期成本，而好处却经常在中长期体现。然而，尽可能多的国家签署这些公约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生态系统无国界。因此，发展中国家通常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以履行其承

诺。 

在《水俣公约》中，给予这种援助的条件主要在第 14 条中题为“能力建设、技术

援助和技术转让”中描述。这是缔约国互相合作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其领土上执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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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三个组成部分。 

5. 《水俣公约》和国际法的其余部分 

5.1.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法不得不适应现代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无论是人权、

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兴起而出现的贸易、还是环境，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受到监管。我

们还可以提及国际投资领域，这一领域在今天变得日益重要。所有这些规则都是在没有

事先在它们之间建立秩序的情况下产生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际法的一个

领域的规则与另一个领域的规则相矛盾，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面临一个规范的冲突

问题。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提供一种机制来确保所有现有规则的一致性。这是一个被广

泛研究的现象，称为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5.2．《水俣公约》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割裂 

国际法中还有一些公约所载的规则可能与《水俣公约》的规则相冲突，因为这些公

约给各国规定了不同的、并非总是相容的义务/职责。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该公约包括限制汞的国际贸易的规则。然而，世界贸易组织

(WTO)条约(见“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包含适用于汞贸易的规则。它们致力于促进包

括汞在内的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因此《水俣公约》可以要求缔约国执行一个程序，

否则会被 WTO 条约禁止。国际法中没有任何规则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哪一种标

准。但《水俣公约》和世贸组织协议显示出了灵活性和例外情况，他们应允许此类冲突

在个案基础上得到解决。 

巴塞尔公约也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是一项管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环境公约。

汞废物是一种危险废物，其贸易同时受到巴塞尔公约和水俣公约的监管。如果文本相互

矛盾(这是可能的)，没有其他规则规定哪一种公约应优先于另一种公约。幸运的是，在

这两项公约中，缔约方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水俣公约》明确引用了《巴塞尔公约》

的规则。因此，这两项公约的规则之间发生标准冲突的风险较小。 

6. 要记住的信息 

汞是一种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的全球有害污染物，因此最好在国际上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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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谈判，《公约》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生效。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采用了生命周期方法，并要求各缔约国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汞矿开采、汞的国际贸易、含汞产品的处置、使用汞的工业流程、汞排放和释放以及汞

废物。 

《水俣公约》载有将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活动正规化的措施，但没有禁止在该活动中

使用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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