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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
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
2006 年 2 月 13 - 17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c)
把化学品增列入《鹿特丹公约》的附件三：
审议关于温石棉的决定指导文件草案

温石棉
秘书处的说明
1．根据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商定的、并在随后作出的第 RC 2/2 号
决定中进一步阐明的决定指导文件编制程序，业已把关于温石棉的内部提案印发送
交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及其各位观察员，供其参阅和发表意见。本说明的附件以列表
形式概要列出了各方对这一内部提案发表的评论意见、并简要说明了在编制关于温
石棉的决定指导文件草案过程中采纳和处理这些评论意见的情况。
2．关于温石棉的决定指导文件草案现已在文件 UNEP/FAO/RC/CRC.2/19 中送交化
学品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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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文件领域
一般性评论

作者

评论意见

如何处理

泰国

许多化学品具有有害作用。应表明甄选和优先纳入化学品的标准。

决定指导文件的导言表明纳
入的依据是两个以上缔约方
的一项禁止或严格限制。

泰国

资料是以不含有贸易利益的健康与环境考虑为基础的，而替代品的 列入审查委员会不能防止贸
质量较低而且较昂贵。
易，因为各国仍然可以继续进
口该物质。决定指导文件提供
了有关该物质的健康和环境
影响的资料以便各国作出知
情决定。

泰国

决定指导文件介绍了风险评估，但未提供任何有关危险的资料而且 附件一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有
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如何安全接触的资料。
关危险的资料。还总结了暴露
接触情况。澳大利亚、欧洲共
同体和一般控制措施提供了
有关减少暴露接触的情况，其
中包括加湿以减少尘灰的方
法，一份参考资料提及到国际
劳工组织。

泰国

决定指导文件内没有提到用途与风险在干燥气候与潮湿条件之间的 决定指导文件主要是根据从
区别。
澳大利亚、智利和欧洲共同体
收到的通知书内所摘的资料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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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的。如果在这些评估中
没有提到这一问题，这一问题
将不包括在内。审查委员会的
网页上可以刊登此类的补充
资料。
流行病学
泰国

疾病监督是根据以前石棉仍含有闪石的旧资料为依据的，而现在石 所引证的流行病学研究是那
棉仅含有蛇纹石。
些可以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
已被一些国家和世界卫生组
织采用以作出其决定。

泰国

有关危险的资料导致了禁止和严格限制。良好的保健照料可以防止 决定指导文件内没有涉及癌
体内自由游离基的形成，且癌症患者可生存较长的时间。
症病人的治疗问题。通知书可
以减少通知国家人口中的疾
病(包括癌症)发病率。

加拿大

在提到澳大利亚管理制度时表明‘在高真空泵的叶片中、在用于包 如 NICNAS 温石棉 PEC 报告中
装中石棉线中、在石棉手套和石棉洗衣机中还使用温石棉。
所引用的那样，这直接取自于
澳大利亚的通知书。

适用性

1 份鉴定和用途
– 管制范畴内的
作用

加拿大要求将此句句尾改为‘真空泵、包装线、手套与洗衣机。’

第 2.2 节，智利 加拿大
通知书

在第二行内提到了‘石棉水泥工业’ – 要求将其改为‘温石棉水 “石棉水泥工业”和 “处理
泥工业’。在第三行中还到‘处理石棉纤维的工人’ –要求将其改 石棉纤维工人”直接引自最
变为温石棉纤维。
后管制行动通知书。因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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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何更改。
第 3.3 节替代物 加拿大
智利的通知书

关于将温石棉取代石棉的同样的评论意见。

这直接引自于最后管制行动
的通知书。因此没有作任何更
改。

第 3.4 节社会经 加拿大
济影响/欧洲共同
体

提及‘石棉水泥产品’ – 要求将温石棉水泥产品取代这一术语。

这直接引自于最后管制行动
的通知书。因而没有作任何更
改。为同样的理由并为确保联
贯性将第三行中替合物之后
的‘温石棉’删除。

第 4.5 节

加拿大

提到‘可从废生料中回收所有类型的石棉’。要求修改这一句子读 按建议修改为：
为‘可以从废生料中回收温石棉石棉’，因为该文件旨在特别提到 “或可从废生料中获取温石
温石棉，而不是所有类型的石棉。
棉石棉”。

加拿大

第五行提到禁止石棉的管制行动 – 要求将这一行修改为 ‘禁止 按建议修改为：
温石棉石棉的管制行动’。
“禁止温石棉石棉的管制行

废物管理

附件一
导言

动”。

附件一， 2.4 第 1 加拿大
段第 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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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众所周知的石棉人类健康影响’ – 要求将这行改为‘温石 按建议修改为：
棉石棉’以保持该文件的具体性。
“众所周知的温石棉石棉人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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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影响”。

附 件 一 ， 2.5.2 加拿大
第 1 段和第 2 段

泛泛地提到了石棉－倾向于看到具体的温石棉资料。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
生标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
证。

附件一， 2.5.3

加拿大

第 1 段中多次提到‘石棉’。倾向于具体提及温石棉石棉。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文件，并按原文件
引证。

附件一， 2.6

加拿大

在这段中多次提到‘石棉’。要求将其改为‘温石棉石棉’。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
生标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
证。

附件一， 3.1

加拿大

要求将石棉的提法改为温石棉石棉。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
生标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
证。

附件一， 3.3

加拿大

要求将‘石棉水泥管道’改为‘温石棉水泥管道’。还提到了‘公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生标
共水源中的石棉之间的联系’应该改为‘公共水源中的温石棉’。 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证。

附件一， 3.4

加拿大

第 2 段提到了石棉水泥－要求将其改为温石棉水泥。第 3 段提到了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
含有石棉的产品－要求将其修改为含有温石棉的产品。
生标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
证。增添了 IPCS (1998 年) 的
引证。

附件一，3.4

加拿大

欧洲与智利都提到通知书提的是石棉而不是温石棉。但一致认为这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智利和
些通知书是针对所有类型的石棉，为有关温石棉的决定指导文件， 欧洲联盟的最后管制行动通

间皮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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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3.5

附件一， 3.6

要求将这些提法限于温石棉石棉。

知书。因而没有作任何修改。

加拿大

第 1 段提到了石棉－水泥产品－要求将其改为温石棉水泥产品。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
生标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
证。

加拿大

智利通知书提到水泥基本结构内的石棉纤维的释放－要求将其改为 资料直接来自于通知书，并按
水泥基本结构内的温石棉。
原文件引证。

加拿大

第 1 段提到易碎的含石棉材料－要求将其改为易碎的含温石棉石棉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生标
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证。
材料。
按建议那样进行修改。

第 2 段还提到含石棉的材料－同样按要求进行修改。

这一资料直接摘自于环境卫生标
准文件，并按原文件引证。

第 4 段提到评估石棉暴露对公众的风险－要求进行同样的修改。
附件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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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第 7 段提到‘低石棉含量’ – 要求将其改为‘低温石棉石棉含 资料直接摘自 NICNAS 文件，
量’。
并如原文件引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