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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STOCKHOLM, 22 MAY 2001 
 

 PROPOSAL OF CORRECTIONS TO THE CHINESE TEXT OF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1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ting in his capacity as depositary, 
communicates the follow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has been drawn to certain inconsistencies in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adopted by decisions SC-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and 4/18 at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Parties, held in Geneva from 4 to  
8 May 2009. 
 

  The Annex to this notification contains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to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depositary practice, unless there is an objection to effecting 
a particular correction from a Signatory State or a Contracting State, the Secretary-General proposes to 
effect in the text of the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of the Convention,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Any objection should be communicat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no later than 30 April 2012.  
 
 
 

31 January 2012 

 
 
 
 
 
 
 
                                                           

1 Refer to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C.N.524.2009.TREATIES-4 of 26 August 2009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C.N.811.2011.TREATIES-10 (Annex/Annexe) 
 

Reference Chinese text/ 
Référence du texte chinois 

Chinese text of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Texte chinois 
des amendements aux 
annexes A, B et C 

Proposed corrections to 
Chinese text of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Propositions de corrections  
du texte chinois des 
amendements aux annexes  
A, B et C 

SC-4/10  α-六氯环氧己烷 α-六氯环己烷（以下同） 

SC-4/10  第四行 《公约》 公约（以下同） 

SC-4/10  第六行 将下一行插入表中 将下列横栏插入表中（以下同） 

SC-4/11 乙型六氯环己烷 β-六氯环己烷（以下同） 

SC-4/11  第七行 列列入其中 列入其中 

SC-4/11  表格 化学文摘设 化学文摘社 

SC-4/14  六溴联 醚苯  

七溴联 醚苯  

六溴二 醚苯 （以下同） 

七溴二 醚苯 （以下同） 

SC-4/14  第二行 商业八溴联 醚苯  商用八溴二 醚苯 （以下同） 

SC-4/14  表格 特定豁免 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有关条款 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的规定的物品 

SC-4/14  第四部分 1 (b) 缔约方采取措施，防止出口含有

的六溴联 醚苯 和七溴联 醚苯 程

度/浓度超出在该缔约方领土境

内出售、使用、进口或加工允许

值的物品；和 

缔约方采取措施，防止出口六溴二

醚苯 和七溴二 醚苯 含量/浓度超出

在该缔约方境内出售、使用、进口

或加工允许值的物品；及 

SC-4/14 第四部分 2 第二行 消除含六溴联 醚苯 和七溴联苯

醚物品 

消除物品中所含的六溴二 醚苯 和七

溴二 醚苯  

SC-4/14 第四部分 4 第一行 在“根据第二部分有关条款在

物品中使用多溴联苯”之后插

入注(四)，并插入一个逗号和

“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有关条

款使用六溴联 醚苯 和七溴联苯

醚”。 

在注(ⅳ) 中“根据本附件第二部

分的规定而由在用物品使用的多氯

联苯”之后插入一个逗号和“和根

据本附件第四部分的规定使用的六

溴二 醚苯 与七溴二 醚苯 ”。 

SC-4/15  1 第二行 虱子 头虱（以下同） 

SC-4/15  2 第一行 请秘书处… 要求秘书处… 

SC-4/15  2 第二行 结论声明 结论 

SC-4/16  第二行 审议了…风险简介和风险管理

评价报告 

审议了…风险简介、风险简介增编

和风险管理评价报告 

SC-4/16  2 第一行 还决定  修改《公约》附件 C

第一部分，将五氯苯（PeCB）（化

学文摘社编号：608-93-5）插入

多氯二苯并对二噁英和多氯二

苯并呋喃（PCDD/PCDF）之后的

还决定  修改《公约》附件 C 第一

部分，在化学品表中的“多氯二苯

并对 二恶 英和多氯 二苯并呋 喃

（PCDD/PCDF）” 之后插入五氯苯

（ PeCB ）（ 化 学 文摘 社 编 号：



Reference Chinese text/ 
Référence du texte chinois 

Chinese text of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Texte chinois 
des amendements aux 
annexes A, B et C 

Proposed corrections to 
Chinese text of amendments  
to Annexes A, B and C/ 
Propositions de corrections  
du texte chinois des 
amendements aux annexes  
A, B et C 

“化学品”表中，并将“五氯

苯”插入附件 C 第二部分和第

三部分第 1 段“多氯二苯并对

二噁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之

后，以便将五氯苯列入附件 C。

608-93-5），并在附件 C 第二部分第

1 段和第三部分第 1 段“多氯二苯

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二苯并呋喃”之

后，插入“五氯苯”，以便将五氯

苯列入附件 C。 

SC-4/17 全氟辛烷磺酸、其盐类 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以下同） 

SC-4/17  表格 生产  

可接受用途 第一行 

根本本附件 根据本附件 

SC-4/17  表格 使用  

可接受用途 第二行 

中间物质 中间体（以下同） 

SC-4/17  表格 使用  

可接受用途 第五行 

半导体 半导体器件 

SC-4/17 表格 使用  

可接受用途 第六行 

化合物半导体的蚀刻剂和陶瓷

过滤器 

化合物半导体和陶瓷滤芯的刻蚀剂 

SC-4/17 表格 使用  

可接受用途 第十行 

无线电不透明 无线电屏蔽 

SC-4/17 表格 使用  

可接受用途 第十一行 

颜色过滤器 滤色仪 

SC-4/17 表格 使用  

可接受用途 第十三行 

用于控制切叶蚁的昆虫毒饵，出
自 Atta spp. and Acromyrmex 
spp。 

用于控制切叶蚁（美切叶蚁属和刺

切蚁属）的昆虫毒饵  

SC-4/17 表格 使用  

特定豁免 第三行 

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行业所用

的光罩 

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LCD）行业所

用的光掩膜 

SC-4/17 表格 使用  

特定豁免 第六行 

电气和电子元件 电子和电器元件 

SC-4/17 表格 使用  

特定豁免 第八行 

利用化学品生产石油 化学采油 

SC-4/17 第三部分 2 第二行 佳可得技术和 佳环保做法 佳可行技术和 佳环境实践 

SC-4/17 第三部分 3 第一行 使用和／或生产这些物质 使用和／或生产这些化学品 

SC-4/17第三部分4(c)第一行 促进为使用这些…非化学替代

品及过程 

促进为使用这些…非化学替代品、

工艺 

SC-4/17 第三部分 5 第一行 评估是否需要继续使用这些用

于各种可接受用途的化学品以

及特定的豁免 

评估用于各种可接受用途和特定豁

免的化学品继续使用的必要性 

SC-4/17第三部分5(d)第一行 在加强各国能力以安全过渡到

基本使用此类替代品方面的进

在加强各国能力以安全过渡到依赖

此类替代品方面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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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s A, B e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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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nexes A, B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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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texte chinois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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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t C 

展情况。 

SC-4/17 第三部分 8 第一行 将该物质从登记薄中除名 将该缔约方从可接受用途登记薄中

撤销（以下同） 

SC-4/17 第三部分 9 第一行 注（三）的条款 

这些物质 

注（iii）的规定 

这些化学品 

SC-4/18 表格 特定豁免 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有关条款 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的规定的物品 

SC-4/18 2 第六行 及其他商用五溴二 醚苯 中所含

的四/五溴二 醚苯  

及商用五溴二 醚苯 中所含的其他四

/五溴二 醚苯  

SC-4/18第四部分1(a)第一行 此种回收和 终处置系以无害

环境的方式开展的，且在对其重

复利用时不会导致四溴二 醚苯

和五溴二 醚苯 的回收 

此种回收和 终处置应采取无害环

境的方式进行，不得导致为了再利

用之目的而回收四溴二 醚苯 和五溴

二 醚苯  

SC-4/18第四部分1(b)第一行 缔约方不允许此种豁免导致含

有四溴二 醚苯 和五溴二 醚苯 的、

其含量/浓度超出允许在该缔约

方境内销售的此种产品的含量/

浓度的产品的出口；以及 

缔约方不允许此种豁免导致出口四

溴二 醚苯 和五溴二 醚苯 的含量/浓

度超出该缔约方境内销售允许值的

物品；以及 

SC-4/18 第四部分 2 第一行 每隔一届会议 每隔一届常会 

SC-4/18 第四部分 2 第二行 在努力实现消除各条款中所载

的 

在实现其消除物品中所含的 

SC-4/18 第四部分 4 第一行 在注(iv)“但根据本附件第二

部分的规定而由在用物品使用

的多氯联苯”后面加一个逗号，

并增加“以及根据本附件第四

部分的规定而被使用的四溴二

醚苯 和五溴二 醚苯 ”。 

在注(ⅳ) 中“根据本附件第二部

分的规定而由在用物品使用的多氯

联苯”之后插入一个逗号和“以及

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规定使用的四

溴二 醚苯 和五溴二 醚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