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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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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会”）开始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的

工作。1974 年，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套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

后条款草案，同时建议大会召开全权代表会议，研究这些条款草案并缔结关于这

一主题的公约。为此，大会通过了 1975 年 12 月 15 日第 3496(XXX)号决议和 1976

年 11 月 24 日第 31/18 号决议，相应决定在拟于 1977 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6 日在

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会议(“会议”)上审议这些条

款草案。  

 会议如期举行，但部分由于条款草案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会议建议大

会决定在 1978 年上半年再召开 后一届会议。经 1977 年 12 月 8 日大会第 32/47

号决议核准，会议于 197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3 日在维也纳召开续会，并通过

了《1978 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1978 年公约》”)。 

 鉴于其主题，《1978 年公约》无疑可以以非常成功的《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1969 年公约》”)为基础。然而委员会决定将这一主题作为继承问题处

理。但是，由于指定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为第一任特别报告员(他曾任委员会

的条约法特别报告员)，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将沿循 后形成《1969 年公约》的条

约法条款草案的拟定模式。1973 年，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接替沃尔多克负责委

员会关于这一主题的 后一年的工作。 

 《1978 年公约》直到 1996 年达到所需的十五个国家表示同意接受约束时才

生效。此时公约获得通过已将近十八年。而生效只是因为在 1991 至 1996 年间，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乌克兰加入或继承了《1978 年公约》。不足为奇的是，作

为新国家，它们可能认为该公约会对本国有用。爱沙尼亚被列为其中一个新国家，

尽管它是恢复了以前的国家地位。不过，它曾作为苏联事实上的一部分达五十年，

因此必须解决较新的继承问题。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但由

于一项同时涉及印度(1947 年才获得独立)的协议，这三个国家都成为联合国的创

始会员国。而前苏联各共和国也有各自的继承问题(关于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特有的继承问题，见 A.Aust，《现代条约法与实践》，第 2 版，剑桥，剑桥

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77-378 页和第 376-377 页)。迄今，《1978 年公约》

只有二十二个缔约国，其中 近加入的是摩尔多瓦共和国。那么，《1978 年公约》

为何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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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8 年公约》通过时，所谓的冷战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某些条款

草案是单独表决通过的。而且，也没有解决条约继承问题的一般原则。尤其是新

国家成立的情况差异很大，“一刀切”的办法很不适宜。由于存在若干不同的继

承理论，拟定关于这一主题的案文并非易事。因此，《1978 年公约》所含很多内

容属于国际法的有争议的逐渐发展。在委员会制定草案条款(为时相对较短的七

年)期间， 近的国家实践与前殖民地有关，但彼此并不一致。因此，《1978 年公

约》中涉及新独立国家的规则过于复杂。它们也过于突出所谓“白板”原则，对

于缔结移交协定、甚或更重要的发表继承宣言方面的大量国家实践却没有给予足

够重视。而且，非殖民地化到 1978 年已近结束，《1978 年公约》不适用于该公约

生效(1996 年 11 月 6 日)以前发生的国家继承，除非继承国另行议定。  

 《1978 年公约》关于国家解体的规则也没有反映现代国家实践，特别是二十

世纪末期发生的各种情况。德国的统一发生在 1990 年。苏联的解体发生在 1991

年，南斯拉夫的解体主要发生在 1992 和 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天鹅绒解

体发生在 1993 年。总之，1990 年代以前可供借鉴的近期实践很少。  

 某些双边继承协定的起草可能曾以《1978 年公约》的部分内容为依据， 适

例之一是前捷克斯洛伐克继承国在实践中对第34条第⑴款(国家在国家组成部分

分离案中的继承)的明显肯定，但它的影响和实践价值可能仍会大大低于《1969

年公约》。虽然南斯拉夫和平会议仲裁委员会（亦称“巴丹泰委员会”）在其第 1

号和第 9 号意见中称，《1978 年公约》体现了国际法原则，但第 34 条不一定能被

视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  

 《1978 年公约》是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个实例，然而，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

继承问题的国际习惯法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但却没有反映在《1978 年公约》的

文本中。因此，就这类关于条约继承的习惯法规则而言，《1978 年公约》并不是

一个可靠的指南。但是，尽管它很晚才生效，冷战结束后的实践和国际法院的裁

决可能给其中若干条款注入了些许生机。(见《<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95页和第 611-612

页，以及《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1997 年国际法院案例

汇编》，第 7和第 72 页)。不过，它们不大可能促使很多国家现在希望成为《1978

年公约》缔约国。所以，它可能仍然只是一份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文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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