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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3 月 24 日南非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其中转交 1997年 2月 20 日国防部长关于南非政府 
杀伤人员地雷政策的新闻声明和曼德拉总统  
致 1997年 2月 25 日至 28日在马普托 
举行的非政府组织第四次地雷问题  

国际会议的祝词 

 我谨随信附上 1997 年 2 月 20 日国防部长关于南非政府杀伤人员地雷政策的新

闻声明和曼德拉总统致 1997年 2月 25日至 28日在马普托举行的非政府组织第四次

地雷问题国际会议的祝词 请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  

 
 

常驻代表  

大   使  

塞莱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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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2 月 20 日国防部长莫迪塞先生 

在议会向新闻界发布的关于南非政府  

杀伤人员地雷政策的声明  

 新闻界的先生们 女士们  

 谢谢大家今天出席  

 我与外交部联合召开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是为了宣布南非政府关于杀伤人员地

雷的政策立场  

 我很高兴地告诉各位 在我的动议下 内阁已于 1997 年 2 月 19 日决定自即日

起禁止使用 发展 生产和储存杀伤人员地雷  

 我们以这一行动充分表明我们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以下看法  

 与实际冲突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在人道主义方面造成的悲惨后果相

比 此种地雷的有限军事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有鉴于此 各国政府及整个

国际社会应作为最紧急事项 谋求禁止并消除此种地雷  

 女士们 先生们 在采取这一立场的同时 南非政府正通过外交部为实现全面

禁止并彻底消除此种地雷而加倍努力  

 我们将坚决致力于这一目标 尽一切可能鼓励并影响各国政府及各国际机构也

采取同样的立场  

 自执政以来 我们在这方面的决心即已为众所周知  

 1994 年 我们宣布暂停出口一切地雷 然后在 1996 年彻底禁止出口一切形式

的地雷 昨天 1997 年 2 月 19 日 内阁又更进一步 决定自即日起全面禁止使用

发展 生产和储存杀伤人员地雷  

 根据该决定 我们准备销毁总数达 160,000 枚的现有杀伤人员地雷储存 我们

将保留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可以核查的杀伤人员地雷 只供专门军事人员排雷技术训

练和协助排雷作业研究之用 所有排雷训练和研究都将在最严格的政府监督和控制

下进行  

 必须强调的是 在所有国家协力消除一切杀伤人员地雷储存之前 不能保证此

种地雷决不会再使用 只要威胁仍然存在 我们的国防军就必须在实战情况下面对

此种地雷时有能力视需要使此种地雷失能 失效并予以排除 因此 我们必须具有

执行这一任务所需要的能力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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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的决定反映出 我们决心使世界不再受杀伤人员地雷之害 全世界每个月

大约有 2,000 人因此种地雷而丧失生命或成为残废 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 此种地

雷的滥用 在国际上 在非洲 在我们这个地区 造成了浩劫 在安哥拉 令人悲

痛的是 杀伤人员地雷导致的截肢为数之多 居世界之最 在莫桑比克 有成千上

万枚此种地雷仍未清除 此种地雷引起的死伤 对公民社会造成了不可容忍的负担

使重建和发展方面的需要也受到严重的限制  

 有能力生产这类武器的较发达国家应担负起沉重的责任 停止生产 出口和使

用这类武器  

 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 限制地雷的获取和使用 减轻它们所造成的痛

苦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严重的国际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祸害是可以对付的 南非将尽一己之力 务求把杀伤人员地雷从

地球表面上消除  

 在实际层面  

 南非在 1995 年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排雷问题国际会议上已保证为联合国备

用排雷能力培训方案提供援助 其中包括排雷管理 地雷起出和提高对地雷的警觉  

 在区域一级 我们于 1995 年同莫桑比克政府签订了意向书 两国政府表明将合

作进行排雷  

 南非还向安哥拉提供援助 为安哥拉排雷研究所培训排雷人员  

 此外 一家专门从事排雷业务的南非公司正与联合国合作 参与安哥拉境内的

排雷活动  

 1996 年 3 月 我们成为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 常规武器公约 )及其各议定书的缔约国 该公约除

其他外 对地雷的使用施加了限制  

 除上述措施外 南非还签署了 1996 年 10 月的渥太华宣言 申明要为全面禁止

杀伤人员地雷而努力  

 南非也是 1996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关于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协定 的决

议的原始共同提案国之一 该决议得到 155国的支持  

 我今天宣布的禁令是我国政府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总体努力的一个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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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这一禁令也表明 我们全力支持并声援 1997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将于莫桑

比克马普托举行的非政府组织第四次地雷问题国际会议  

 我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 使世界不再受杀伤人员地雷之害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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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 曼德拉总统致 1997 年 2 月 25 日至 28日  

在马普托举行的非政府组织第四次地雷问题  

国际会议的祝词  

 杀伤人员地雷的滥用为非洲带来了巨大痛苦 这一可怕的武器使我们的人民丧

失生命 受到非人道的伤害 并使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重建和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南部非洲尤其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境内埋设了数以百万计的地雷 使得一些地区无

法居住 整个区域的有限资源和迫切的发展需要也因而面临巨大的挑战  

 要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就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 制定全面的办法

限制地雷的获取和使用 减轻它们所造成的痛苦  

 南非充分信守我们在 1996 年 10 月的渥太华宣言中所作的承诺 为此 我们愿

与其他各方一道努力 务求早日缔结一项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协定  

 南非将尽一己之力 协助消除杀伤人员地雷 在这方面我愿表示 我们全力支

持并声援非政府组织第四次地雷问题国际会议  

 

南非共和国  

总   统  

纳尔逊 曼德拉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