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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提高人们对促进履行和遵守《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
塞尔公约》规定的义务的机制的认识，受托管理该机制的委员会
（履行和遵守公约委员会）决定，根据其2009-2011年工作计划，
编写本出版物，对委员会在2002-2011年间开展的活动做一简要回
顾。
本出版物是对2006年出版的题为“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机
制”出版物的补充，旨在为缔约方解释本委员会的程序提供指引。
履行和遵守公约委员会在制作本出版物过程中得到了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部分资金支持，特此鸣谢。
本出版物仅以宣传为目的，不是一份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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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
尔公约》）缔约方大会在2002年第6次会议上决定（VI/12）建立旨
在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所定各项义务机制。2011年《巴
塞尔公约》第10次会议召开之际（2011年10月17至21日，哥伦比
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恰逢该机制成立十周年。
自成立伊始，负责管理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义务机制委
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前八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举行了正式
会议，并在休会期间通过电子方式做了大量工作。委员会已分别向
缔约方大会第7、8、9和10次会议提交了工作报告。在此期间，缔
约方大会根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结论做出了一系列决定（为便于
参考，本文附件1列出了上述会议的日期和相关文件）。
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所定各项义务的机制的职责范围（
附件2）、委员会报告以及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决
定构成了本出版物的基础。根据这三项内容，本出版物对委员会过
去十年按照一般性审查授权和具体来文授权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概
述，目的是协助各缔约方遵守《公约》为之规定的各项义务以及便
利、促进、监测和致力于确保《公约》所定各项义务得到履行和遵
守。
当前，委员会已成为公约下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机构。

05

第一章
具体来文的审议
根据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所定各项义务机制的职责范围
（以下简称“职责范围”）第19款的规定，委员会应根据其职责范
围审议向其提交的所有来文，以便确定相关问题的事实和根源，从
而帮助加以解决。
缔约方大会第7和第8次会议授权委员会优先审议与缔约方履约相关
的具体来文（决定VII/30和VIII/32）。不过，截至缔约方大会第九
次会议，委员会尚未收到任何相关来文。
缔约方大会第9次会议根据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从两个方
面着手解决缺乏来文的问题（决定IX/2）。首先，缔约方大会授权
委员会处理造成缺乏来文的现有缺陷和制约因素的问题，主要是因
为，这些问题可能源于启动机制的现有选项，没有相应资金协助难
于履约的缔约方以及需要加深对机制促进作用的认识。
第二，缔约方大会决定扩大帮助发展中国家和需要技术援助的其他
国家履行《巴塞尔公约》的信托基金的范围（技术合作信托基金）
，并成立履约基金，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援助，
并以根据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提交相关文件为前提。
缔约方大会第9次会议之后，委员会收到了阿曼递交的有关履约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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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委员

难无法按照公约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来文。委员会
还收到了秘书处提交的九个缔约方从未提交国家报告的九份来文，
这些缔约方是：不丹，佛得角，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
亚，尼加拉瓜，斯威士兰和多哥。委员会在第8次会议上对这十个
来文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十项决议。委员会还决定，根据审议结
果，在2012-2013年工作计划草案中增加一项内容，即，制定有关
建立国家盘存的指南。会议期间，委员会还讨论并制定了有关如何
解决造成委员会缺少来文的现有缺陷和制约因素的建议。
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在其决定BC-10/11中对委员会就其所收到
的来文做的工作表示欢迎。关于履约基金，会议注意到委员会为开
展已批准的自愿履约行动计划中所列活动的资金需求（300,000美
元）。
关于触发选项，缔约方大会扩展了缔约方大会第10和第11次会议
之间职责范围的9（c）款下规定的秘书处触发选项。因此，在这期
间，秘书处只要意识到任何缔约方在履约时出现困难就可以提出来
文：
■■ 向秘书处通报关于危险废物的国家定义，进出口禁令，以及
有关变更；
■■ 制定或确定一个或若干主管当局和一个联系人并告知秘书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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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哥伦比亚环境部长Frank Pearl先生；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执行主任Achim
Steiner先生；《巴塞尔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Katharina Kummer-Peiry女士；哥伦比亚外交部
长、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主席Paula Caballero女士。

■■ 提交年度报告。
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要求委员会优先审议2012-2013年期间提出
的具体来文并决定建立一个法律框架项目，根据缔约方的要求对其
履行公约规定的国家立法进行审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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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遵守和履行〈公约〉的一般性问题的审查
委员会按照职责范围第21款的规定并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指示，对公
约规定的遵守和履行公约的一般性问题进行审议。根据缔约方大会
批准的工作计划，委员会对有关遵守和履行公约的某些义务的下列
一般性问题进行了审议：国家报告，非法贩运，制定主管当局和联
络人，危险废物和进出口禁令的通知，国家立法的制定，跨境转移
危险和其他废物的控制系统。
十年来，委员会已经确定并分析了缔约方在履行上述义务中存在的
困难，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指定联络人和主管当局
委员会曾建议，秘书处应尽可能追踪尚未制定联络人和主管当局的
缔约方。因此，尽管截至2006年4月，168个缔约方中有18个尚未
指定主管当局和联络人，但是，到2011年11月，176个缔约方当中
只有15个没有履行这项义务，由此说明，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取得了
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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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法
根据2006年和2010年的调查结果，委员会的工作显示，缔约方未能
批准和执行国家立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由于对现行立法未进行初
步审查，没有找出其中的差距，也未确定还需要做哪些立法工作；
由于缺乏环境法和危险废物方面的专业知识，尚未将《公约》义务
变为国内法律；各部委机构之间协调困难；财力限制；缺乏立法起
草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委员会建议，缔约方第10次会议成立一
个法律框架项目，对各国执行《公约》规定的国家立法进行审查和
评估，从而协助各缔约方制定新的立法或对现行立法进行修正。这
项建议是针对缔约方的具体来文而通过的。
国家报告
委员会多年来的工作使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认识到，部分缔约方
缺乏履行国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其原因是：能力欠缺而且没有开
展能力建设工作；对所报信息的用处和不提交国家报告的后果缺乏
认识。缔约方大会还认为，由于在《公约》的核心义务与提交国家
报告的义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不报，漏报和晚报的后果是十
分严重的。缔约方大会应根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要求委员会继续注
重改善缔约方履行和遵守报告义务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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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和宣傳活
委员会已开发了一些工具，在以下领域为缔约方提供援助：
■■ 国家立法：立法人员的对照清单；
■■ 国家报告：
–– 改善国家报告的指导性文件；
–– 改善国家报告的培训光盘
–– 基准国家报告；
■■ 非法贩运：有关提高对非法贩运活动的侦测、预防和起诉能
力培训机构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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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对委员会及其工作的认识并为缔约方提供帮助，现已印发了
以下三份宣传册：
■■ 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的机制（2006年3月);
■■ 《巴塞尔公约》下主管当局和联络人的作用（2010年12月修
订）;
■■ 控制危险废物的跨境转移（2011年11月);

Controlling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glob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 on hazardous wastes and
other wastes. Among other matters, the convention
regulates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TBM)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other wastes. Parties to the
Basel Convention have the overall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such TBM are minimized and that any
TBM is conducted in a manner which will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these general obligations,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TBM can only take place if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and if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certain
procedures. It i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A)
designated by Parties that assess whether the Basel
Convention requirements for TBM are met.
This leaflet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the Basel
Convention control system for the TBM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other wastes. It sets out the conditions,
procedures and special rules for such TBM with the
aim of facilita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1. Conditions for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Under the Basel Convention, a TBM means an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or other wastes:
• from an area under the national jurisdiction of
one State
• to or through an area under the national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State, or to or though an
area not under the national jurisdiction of any
State,
provided at least two States are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Parties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take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BM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other wastes are only allowed if one of the thre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met:
• the State of export does not have the technical
capacity and the necessary facilities, capacity or
suitable disposal sites in order to dispose of the

wastes in question in an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ner”; or
• the wastes in question are required as raw
material for recycling or recovery industries in the
State of import; or
• the TBM in ques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other
criteria decided by the Parties (such criteria will
normally be found in the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In all cases, the Convention requires that the standard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ESM) of
hazardous wastes or other wastes is met.

The Role of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Focal Points under the Basel Convention
The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establishes
a system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within, and between Parties
through the Secretariat.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s crucial
to ensuring that Parties are equipped with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allow them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on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and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To make this system work, the Convention requires Parties
to designate official points of contact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is communicated to the appropriate persons/
officials. These official points of contact are referred to as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Focal Point” depending on their
functions. Both contact points play key roles to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el Convention.

Article 5 of the Basel Convention requires that Parties:

ESM means taking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hazardous wastes or other wastes are managed
in a manner which will protect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adverse effects which may
result from such wastes.

Ministries of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 Agencies
are normally the best sourc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this nature, and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asel Convention also publishes technical guidelines
on various waste streams providing guidance on best
practices for ESM as defined by the Parties.
In addition to these conditions, the Basel Convention
specifies instances in which Parties may restrict TBM
and instances in which Parties must restrict TBM.
Such restrictions may apply to the export or to the
import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other wastes. The
Convention further clarifies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restrictions. Specifically:
• Parties have the right to prohibit totally or
partially the import of hazardous wastes or other
wastes into their jurisdiction for disposal. The
prohibition of importation can be a unilateral act
by a Party, which must be notified to all Parties
through the Secretariat, or it can be embedded in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instance the 1991
Bamako Convention on the Ban of the Import
Into Africa and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 and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 Designate or establish one or more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one Focal Point;
• Inform the Secretariat, within 3 months of becoming a
Party, which agencies they have designated as their Focal
Point and their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 Inform the Secretariat, within one month of taking such
a decision, of any changes regarding the designation of
either of these entities.

What is a Competent
Authority?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defines a “Competent Authority”
as one governmental authority designated by a Party to be
responsible, within such geographical areas as the Party may
think fit, for receiving the notification of a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or other wastes, and any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t, and for responding to such a
notification, as provided in Article 6.

Under the Basel Convention, before commencing any wastes
shipments, the country desiring to export hazardous or other
wastes abroad should firstly secure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ountry of import,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countries through
which the wastes will transit. In order to secure this consent,
the exporting country must send a notification containing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enable the importing and transit
countries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allow the
proposed movements of waste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s the entity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and responding to notifications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THE BASEL CONVENTION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IANCE

of hazardous and other wastes. Upon receipt of a notification,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countries of import and
transit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allow the proposed
shipment of wastes into or through their territories respectively.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be easily contactable and
responsive. The Secretariat maintains a directory of contact
details of Parties’ Competent Authorities on the Basel
Convention website. In some cases,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placed on the website, but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ecretariat
or a national Competent Authority identified by the Party.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ties to ensure that details on this
webpage are up-to-date. Parties may designate more than on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pecific needs
and requirements. In such cases, Parties should provide details
on the varying competencies of the differe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at correspondence is channelled to the
appropriate body.

CELEBRATING A DECADE
OF ASSISTANCE TO PARTIES

What is a Focal Point?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defines a “Focal Point” as
the entity of a Party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and
submitting information as provided in Articles 13 and 16 of
the Convention.
The Focal Point is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Parties transmit
to and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the Secretariat and other
Parties. It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notices of meetings
of Convention bodies.
Under Article 13 of the Convention, Parties are required,
whenever it comes to their knowledge that an accident
occurring during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or other wastes is likely to present risks to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other States, to ensure that those States
are informed immediately.
Furthermore, Focal Points are required to notify Parties,
through the Secretariat, of information such as changes to the
designation of their contact points, their national definition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any decision to ban or limit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hazardous or other wastes.
The Focal Point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submitting the annual
national reports, by which Parties provide information on
matters covered by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evious calendar
year. This report includes information such as details on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and other waste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any measures adopted
in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and available qualified
statistics on the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gener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isposal of hazardous
or other w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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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上述出版物，可访问 http://www.basel.int/

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的相关成果
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通过了委员会提出的若干建议（决定BC10/11）。譬如，大会：
■■ 通过了国家报告指标，对全面履行和遵守《公约》第13条第
3款的进展进行衡量：2010年应提交的报告中30%按时提交
（基准：2006年应交报告的13.13%）；2010年应提交的报
告的20%已经完成（2006年为9%）；
■■ 通过了协调的表格，缔约方可用以通知和报告危险废物的国
家定义和进出口限制：
■■ 鼓励尚未指定联络人和主管当局的15个缔约方向委员会提交
来文。
此外，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还通过了委员会2012-2013工作计
划，其中包含了对有关国家报告，国家立法，非法贩运，保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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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保障，危险废物跨境转移的控制系统等履约的一般性问题的审
查。委员会接到授权，主要是：
■■ 根据缔约方大会确定的国家报告指标，对缔约方履行年度报
告义务的表现进行分类和公布；
■■ 进一步开发工具，如建立盘存指引，改善国家报告；
■■ 制定预防和打击非法贩运的合作安排的职责范围，促进和改
善各相关能力建设实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 制定有关非法贩运的回收程序的指引。
在另一份决定（决定BC-10/3）中，缔约方大会还要求委员会负责
监督预防和打击非法贩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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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和会议报告：
■■ 第1次会议，2003年10月19日；UNEP/CHW/CC/1/3
■■ 第2次会议，2004年4月29日；UNEP/CHW/CC/2/3
■■ 第3次会议，2005年7月2-3日；UNEP/CHW/CC/3/8
■■ 第4次会议，2006年4月8-9日；UNEP/CHW/CC/4/6
■■ 第5次会议，2007年9月8-9日；UNEP/CHW/CC/5/6
■■ 第6次会议，2008年2月28-29日；UNEP/CHW/CC/6/7
■■ 第7次会议，2009年6月25-26日；UNEP/CHW/CC/7/10
■■ 第8次会议，2011年3月21-23日；UNEP/CHW/CC/8/25

缔约方大会通过的相关决定和委员会向大会提交
的报告
■■ 缔约方大会第6次会议，2002年12月9-14日，日内瓦
–– 决定 VI/12
■■ 缔约方大会第7次会议，2004年10月25-29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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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报告 ;UNEP/CHW.7/20
–– 决定 VII/30
■■ 缔约方大会第8次会议，2006年11月27日-12月1日，内罗毕
–– 委员会报告 ;UNEP/CHW.8/12
–– 决定 VIII/32
■■ 缔约方大会第9次会议，2008年6月23-27日，巴厘
–– 委员会报告 ; UNEP/CHW.9/3
–– 决定 IX/2
■■ 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2011年10月17-21日，卡塔赫纳
–– 委员会报告 ;UNEP/CHW.10/9/Rev.1
–– 决定 BC-10/3和 BC-10/11
获取上述报告和决定，请访问：http://www.basel.int/

18

附件2
旨在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义务的机制
职责范围1
目标
1.

本机制的目标是协助各缔约方遵守《公约》为之规定的各项
义务以及便利、促进、监测和致力于确保《公约》所定各项
义务得到履行和遵守。

本机制的性质
2.

本机制的性质应是非对抗性的、透明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和
防范性的; 同时还应是简单、灵活、非约束性的，旨在协助各
缔约方履行《巴塞尔公约》各项条款。本机制应特别注重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需求，并以促进所有缔约方
之间的合作为目的。本机制还应辅助和补充《公约》其他机
构及《巴塞尔公约》各区域中心所开展工作。

组成和任期
3.

兹设立一个负责本机制行政管理工作的委员会
(简称“委员
会”)。委员会应由各缔约方所提名的、并经缔约方大会根据
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的公平地域代表原则选举产生的十五名
成员组成;所有成员均应依照以下第5段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4.

如果委员会一成员辞职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任满其任期或
无法履行其职责，则该名成员的提名缔约方便应另行指定一
名替补成员完成该名成员所余任期。

1

缔约方大会第6次会议通过（决定VI/12）并经第10次会议修订（决定BC-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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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各成员将以《公约》之利益为重，秉公任职。他们应
具备与《公约》主题事项相关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或
法律专门知识。

6.

缔约方大会将在本决定获得通过的会议上选出任期为一任的
五名成员，每个区域一名;另选出任期为两任的十名成员，
每个区域两名。缔约方大会将在其今后举行的每次常会上选
出任期为两任的新成员以接替那些任职已届满或即将届满的
成员。任何成员均不得连任两个任期以上。为本决定之目
的，“任期”是指自缔约方大会的一次常会结束时起直至缔
约方大会下次常会结束时止之间的时期。

7.

委员会将根据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公平地域代表原则选出其
主席团成员—即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8.

委员会应至少在缔约方大会每两次定期会议之间举行一次会
议，并应与《公约》其他机构的会议衔接举行。秘书处应负
责为委员会的会议做出安排和提供服务。

提交具体来文的程序
9. 可在以下情况下向委员会提交来文：
(a) 一缔约方最后确定，尽管它已其尽最大努力，但仍无法或
将无法充分履行或遵守《公约》为之规定的义务；
(b)

因按《公约》规定与之直接有关的另一缔约方未遵守和/
或履行《公约》为之规定的义务而表示关注或因之而受
到影响的缔约方。拟按照本分段的规定提交来文的缔约
方应首先就此事项向其遵约状况出现争议的有关缔约方
发出通报，然后双方应通过磋商努力解决这一事项；

(c) 若秘书处在按照第13条和第16条行使职能时，认识到任
一缔约方在履行《公约》第3条第1款，第4条第1(a)款、
第5条和第13条第2和第3款规定的义务方面可能存在困
难，且经与该缔约方协商后三个月内未解决此事项，则
秘书处可提交呈文。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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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决定BC-10/11第13款规定，对缔约方大会第10和11次会议之间的
职责范围9（c）款所作的临时性修订。

10.

除根据第9(c)段提交的来文外的所有来文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秘书处，并须论及下列事项：
(a) 所涉关注事项；
(b) 《公约》的相关条款；和
(c) 于第9(b)段适用时，提供确证来文内容的资料。

11.

凡根据第9(a)段提交的来文，秘书处均应在收到来文后两星期
之内将来文提交委员会,供其在下次会议上审议该事项。

12.

遵约状况出现争议的缔约方可在本决定所述程序的每一个阶段
作出答复和/或提出评论意见。

13.

如果一缔约方提交的来文并未涉及其本身的遵约情况，则秘书
处便应在收到有关来文之后两星期内，把来文的副本发送给
其遵守《公约》状况出现争议的所涉缔约方，并同时将之发
送给委员会，供其在下次会议上审议该事项。

14. 在不损害第12段的前提下，其遵约状况出现争议的缔约方在其
答复中提供的补充资料应自秘书处收到该缔约方来文之日起
三个月内提交秘书处，除非因遇到特殊情况而需延长这一时
限。此种资料应立即转交委员会各成员，供其在下次会议上
审议。如已依照第9(b)段的规定提交了来文，则秘书处便亦应
向提交有关来文的缔约方转发这一资料。
15.

委员会应邀请来文中所指认的缔约方或提交所涉来文的各缔约
方参与委员会对所涉来文的审议。然而，此类缔约方不得参
与委员会对其结论或建议的审议或通过。应使有关缔约方了
解结论和评论意见，以便于其审议并有机会提出评论意见。
所有此类评论意见应与委员会的报告一并提交缔约方大会。

16.

讨论个别缔约方遵约状况的具体来文的会议不得向其他缔约方
或公众开放，但若委员会和其遵约状况出现争议的缔约方同
意予以开放，则另当别论。

17.

根据遵约机制，一缔约方还可考虑和采用由民间社会提供的说
明遵约所遇困难的适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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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委员会可在它认为出现以下情况时不受理来文：
(a) 无关紧要的琐事；或
(b) 依据明显不足。

便利程序
19.

委员会应审议任何根据第9段向其提交的来文，以期确定有
关事项的事实真相和根本原因，并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作为
这一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委员会可在经与所涉缔约方协调
后，向它提供特别涉及下列诸项的咨询意见、无约束性的建
议和资料：
(a) 建立和/或加强其国内/区域管理体系；
(b) 便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援助，包括如
何获得财政和技术支持，如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
(c) 酌情在面对遵约问题的缔约方或各缔约方的合作之下，拟
订自愿遵约行动计划，并审查其实施情况。自愿遵约行
动计划或可包括计划的基准、目标和指标，以及计划实
施的指示性时间框架；
(d) 包括采用第13条所规定的国家汇报程序向委员会汇报进展
情况的任何后续安排。

应与所涉缔约方协议提供除(a)至(d)诸分段中所列各项之外的咨询
意见、非约束性建议和资料。
就增补措施向缔约方大会提出的建议
20. 如果委员会在采取了上文第19段所述便利程序并考虑到各种遵
约困难的原因、类型、程度和频度以及其遵约状况出现争议
的缔约方的相关能力之后，认为有必要根据第1和第2段的规
定，为解决一缔约方的遵约问题而采取进一步措施，则它可
建议缔约方大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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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照《公约》的条款为有关国家提供进一步支持，包括
把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及财务资源的获得列为优先事
项；
(b) 发出告诫声明并提供有关进一步遵约的咨询意见，以便帮
助缔约方实施《巴塞尔公约》的各项条款并促进在所有
缔约方之间开展合作。
上述任何行动均须符合《公约》第15条的规定。

一般性审查
21.

委员会应按照缔约方大会的指示，根据《公约》特别审查有
关下列诸项遵守和实施工作的一般性事项：
(a) 确保对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
(b) 培训海关及其他人员；
(c) 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获得包括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在内
的技术和财政支持的事项；
(d) 确定和制定包括调查、抽样和检测在内的稽查和消除非法
贩运的各种方法；
(e) 监测、评估和便利《公约》第13条所规定的汇报义务；和
(f) 履行和遵守《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特定义务。

协商与信息
22. 委员会于履行其职责时, 除其他外,可：
(a) 通过秘书处要求所有缔约方提供其正在审议的有关遵约和
履约的一般性问题的进一步资料；
(b) 与《公约》其他机构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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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获得来自任何来源的资料并视需要酌情在得到所涉缔
约方的同意之下或按照缔约方大会的指示汲取外部专门
知识；
(d) 在缔约方同意下，在所涉缔约方或其他缔约方的领土内收
集资料,以便于委员会履行其职责；
(e) 与秘书处协商并利用其在《公约》第16条之下汇编的经验
和知识库,及通过秘书处获得涉及委员会正在予以审议的
事项的资料，并酌情要求以报告形式提供此种资料；和
(f) 审查各缔约方依照《公约》第13条提交的国家报告。

汇报
23. 委员会应向缔约方大会每届常会报告其履行第19和第20段中所
规定的各项职责的情况, 供缔约方大会参阅和/或审议。
24. 委员会还应向缔约方大会每届常会汇报其根据第21段得出的任
何结论和/或建议,并就今后需要针对遵约和履约的一般性事项
开展的工作提出建议，供缔约方大会审议和核准。
决策
25.

委员会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所有实质性事务达成协
议。如无法达成此种协议，则应在报告与建议中反映出所有
委员会成员的不同意见。如已竭尽一切努力而仍无法达成协
商一致，则应作为最后手段，由出席和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
分之二多数或由八名成员商定作出相关决定，以二者中人数
较多者为准。委员会成员的法定人数应为十名。

机密性
26.

委员会、任何缔约方或参与其审议工作的任何其他各方均应设
法对所收到的保密资料的机密性实行保护。

与《公约》条款之间的关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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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制不得损害关于争端解决的第20条的条款。

28. 于依照以上第19、第20和第21段履行其职责时，委员会应考虑
到《公约》针对未履行《公约》所定义务的情况订立的任何
特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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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履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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