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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危害人类罪 

 A. 导言 

77.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 年)决定将“危害人类罪”专题列入工作方

案，并任命肖恩·墨菲先生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1045 大会随后在 2014 年 12 月

10 日第 69/118 号决议第 7 段中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将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 

78.  在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 年)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A/CN.4/680)，并暂时通过了四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1046
 委员会还请秘书处

编写一份备忘录，提供可能与此专题今后工作有关的现有条约监督机制的资

料。1047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79.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A/CN.4/690)以及提供

可能与国际法委员会今后工作有关的现有条约监督机制方面资料的秘书处备忘录

(A/CN.4/698)，在 2016 年 5 月 11 日至 19 日举行的第 3296 至第 3301 次会议上审

议了该报告和备忘录。1048
 

80.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阐述了：在国内法中定为犯罪(第一章)；确定国

家管辖权(第二章)；开展一般性调查与合作以查明被指控罪犯(第三章)；被指控

罪犯所在地行使国家管辖权(第四章)；引渡或审判(第五章)；公平对待被指控罪

犯(第六章)；今后工作方案(第七章)。特别报告员分别针对第一章至第六章所述

问题，相应地提出了六项条款草案。1049 

81.  委员会在 2016 年 5 月 19 日举行的第 3301 次会议上，将特别报告员第二次

报告所载第 5、第 6、第 7、第 8、第 9 和第 10 条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

还请起草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将编写的概念文件审议法人刑事责任问题。 

  

 
104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9/10)，第 266 段。 

 
1046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0/10)，第 110-117 段。 

 
1047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0/10)，第 115 段。 

 
1048

 见第 3296 至第 3301 次会议临时简要记录(A/CN.4/SR.3296、A/CN.4/SR.3297、A/CN.4/SR. 

3298、A/CN.4/SR.3299、A/CN.4/SR.3300 和 A/CN.4/SR.3301)。 

 
1049

 见关于危害人类罪的第二次报告(A/CN.4/690)：第 5 条草案(在国内法中定为刑事犯罪)；第 6

条草案(国家管辖权的确定)；第 7 条草案(开展一般性调查与合作以查明被指控罪犯)；第 8 条

草案(被指控罪犯所在地行使国家管辖权)；第 9 条草案(引渡或审判)；第 10 条草案(公平对待

被指控罪犯)。 

http://undocs.org/ch/A/RES/69/118
http://undocs.org/ch/A/RES/(A/CN.4/680)
http://undocs.org/A/CN.4/690
http://undocs.org/ch/A/RES/(A/CN.4/698)
http://undocs.org/A/69/10
http://undocs.org/A/70/10
http://undocs.org/A/70/10
http://undocs.org/A/CN.4/SR.3296
http://undocs.org/A/CN.4/SR.3297
http://undocs.org/A/CN.4/SR.3298
http://undocs.org/A/CN.4/SR.3298
http://undocs.org/A/CN.4/SR.3299
http://undocs.org/A/CN.4/SR.3300
http://undocs.org/A/CN.4/SR.3301
http://undocs.org/A/CN.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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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委员会在分别于 2016 年 6 月 9 日和 7 月 21 日举行的第 3312 次和第 3325

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两份报告，并暂时通过了第 5 至第 10 条草案(见

下文 C.1 节)。 

83.  委员会在 2016 年 8 月 9 日举行的第 3341 次会议上，通过了本届会议暂时

通过的条款草案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关于危害人类罪的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84.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载录如下。 

  第 1 条 

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防止和惩治危害人类罪。 

  第 2 条 

一般义务 

 危害人类罪，不论是否发生于武装冲突之时，均系国际法上的罪行，

各国承允防止并惩治之。 

  第 3 条 

危害人类罪的定义 

1.  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

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

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a) 谋杀； 

(b) 灭绝； 

(c) 奴役； 

(d)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 

(e) 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 

(f) 酷刑； 

(g) 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严重程度相当

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h) 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 3 款所界定的性

别或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群体或集体进行的迫

害，且与本款提及的任何一种行为有关，或与灭绝种族罪行或战争罪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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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强迫人员失踪； 

(j) 种族隔离罪； 

(k) 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

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2.  为了第 1 款的目的： 

(a) “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是指根据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

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针对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实施第 1 款所述

行为的行为过程； 

(b) “灭绝”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如断绝粮食和药品来源，

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 

(c) “奴役”是指对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包括在

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的过程中行使这种权力； 

(d)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是指在缺乏国际法容许的理由的情

况下，以驱逐或其他胁迫行为，强迫有关的人迁离其合法留在的地区； 

(e) “酷刑”是指故意致使在被告人羁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体或精神

遭受重大痛苦；但酷刑不应包括纯因合法制裁而引起的，或这种制裁所固有

或附带的痛苦； 

(f) “强迫怀孕”是指以影响任何人口的族裔构成的目的，或以进行

其他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的目的，非法禁闭被强迫怀孕的妇女。本定义不

得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影响国内关于妊娠的法律； 

(g) “迫害”是指违反国际法规定，针对某一群体或集体的特性，故

意和严重地剥夺基本权利； 

(h) “种族隔离罪”是指一个种族群体对任何其他一个或多个种族群

体，在一个有计划地实行压迫和统治的体制化制度下，实施性质与第 1 款所

述行为相同的不人道行为，目的是维持该制度的存在； 

(i) “强迫人员失踪”是指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地，或在其同意、支

持或默许下，逮捕、羁押或绑架人员，继而拒绝承认这种剥夺自由的行为，

或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目的是将其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3.  为了本条款草案目的，“性别”一词应被理解为是指社会上的男女两

性。“性别”一词仅反映上述意思。 

4.  本条草案不妨碍任何国际文书或国内法规定的任何更为宽泛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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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条 

预防义务 

1.  每一国家承诺按照国际法防止危害人类罪，办法包括： 

(a) 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领土内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

他预防措施； 

(b) 与其他国家和有关政府间组织合作，并酌情与其他组织合作。 

2.  任何特殊情况，诸如武装冲突、国内政局动荡、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态

等，均不得援引为施行危害人类罪的理由。1050
 

  第 5 条 

在国内法中定为刑事犯罪 

1.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危害人类罪构成犯罪。 

2.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把下列行为定为犯罪： 

(a) 实施危害人类罪行； 

(b) 企图实施这种罪行； 

(c) 命令、怂恿、引诱、协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帮助或促成实施或

企图实施这种罪行。 

3.  各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将下列行为定为犯罪： 

(a) 军事指挥官或实际上以军事指挥官身份行事的人，如果未对在其

实际上指挥和控制下的部队，或在其实际上管辖和控制下的部队适当行使控

制，在下列情况下，应对这些部队实施的危害人类罪行负刑事责任： 

(一) 该军事指挥官或该人知道，或者由于当时的情况理应知道，部队

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这些犯罪； 

(二) 该军事指挥官或该人未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

措施，防止或制止这些犯罪的实施，或报请主管当局就此事进行调查和

起诉。 

(b) 对于(a)项未述及的上下级关系，上级人员如果未对在其实际上管

辖或控制下的下级人员适当行使控制，在下列情况下，应对这些下级人员实

施的危害人类罪负刑事责任： 

(一) 该上级人员知道下级人员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这些犯罪，或故意

不理会明确反映这一情况的情报； 

  

 
1050

 本款的位置将在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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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犯罪涉及该上级人员实际上负责和控制的活动； 

(三) 该上级人员未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措施，防

止或制止这些犯罪的实施，或报请主管当局就此事进行调查和起诉。 

4.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依照政府或者军事或文职上级

的命令实施本条款草案所述罪行的事实不成为免除下级刑事责任的理由。 

5.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本条款草案所述罪行不应受到

任何时效限制。 

6.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对本条款草案所述罪行，应考

虑到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 

7.  在不违反本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应酌情采取适当措施确定法

人对本条草案所指罪行的责任。在不违反本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可将法

人的这一责任定为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 

  第 6 条 

确立国家管辖权 

1.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在下列情况下对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的管辖

权： 

(a) 罪行发生在该国管辖的任何领土内，或发生在该国注册的船只或

飞机上； 

(b) 被控罪犯为该国国民，或该国认为应予管辖的、惯常在该国领土

内居住的无国籍人； 

(c) 受害人为该国国民，而该国认为应予管辖。 

2.  各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在被指控罪犯处于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而且本

国不按照本条款草案予以引渡或移交的情况下，确立对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

的管辖权。 

3.  本条款草案不排除一国行使根据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 7 条 

调查 

各国应确保在有合理依据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经或正在发生构成危

害人类罪行的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 

  第 8 条 

当被指控罪犯在境内时的初步措施 

1.  任何国家，如果被指控犯有第 5 条草案所述任何罪行的人在其管辖下的

领土之内，经审查所获情报后认为根据情况有此必要，应将该人拘押或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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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措施确保该人留在境内。拘押和其他法律措施应符合该国法律的规

定，但延续时间只限于提起任何刑事、引渡或移交程序所需的时间。 

2.  该国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 

3.  如一国根据本条草案将某人拘押，则应立即向第 6 条草案第 1 款所述各

国通知该人受到拘押的事实和拘留该人之所以必要的情况。本条草案第 2 款

所述进行初步调查的国家应立即向所述有关各国通报调查结果，并表明是否

有意行使管辖权。 

  第 9 条 

引渡或审判 

被指控罪犯在其管辖下的领土之内的国家，应将该案提交主管当局以便起

诉，除非该国将犯罪人引渡或移交另一国家或主管国际刑事法庭。这些当局

应以处理该国法律定为性质严重的任何其他罪行的相同方式作出决定。 

  第 10 条 

公平对待被指控罪犯 

1.  任何因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而被采取法律措施的人，在诉讼的所有阶段

应保障其公平待遇，包括公平审判，并应充分保护该人按照适用的国内法和

国际法、包括人权法所具有的各项权利。 

2.  在非本人国籍国的监狱、扣押或拘留中的任何此类人员应有权： 

(a) 立即联络下述国家的距离最近的适当代表：其国籍国或有权保护

其权利的其他国家，如此人为无国籍人员，则为经其请求而愿意保护其权利

的国家； 

(b) 接受此类国家代表的探视； 

(c) 立即被告知其根据本款所享有的权利。 

3.  第 2 款所述各项权利的行使应符合该人所在领土管辖国的法律和规章，

但所述法律和规章必须能使第 2 款所规定权利的预期目的得到充分落实。 

 2.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85.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危害人类罪 

  第 5 条 

在国内法中定为刑事犯罪 

1.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危害人类罪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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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把下列行为定为犯罪： 

(a) 实施危害人类罪行； 

(b) 企图实施这种罪行； 

(c) 命令、怂恿、引诱、协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帮助或促成实施或

企图实施这种罪行。 

3.  各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将下列行为定为犯罪： 

(a) 军事指挥官或实际上以军事指挥官身份行事的人，如果未对在其

实际上指挥和控制下的部队，或在其实际上管辖和控制下的部队适当行使控

制，在下列情况下，应对这些部队实施的危害人类罪行负刑事责任： 

(一) 该军事指挥官或该人知道，或者由于当时的情况理应知道，部队

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这些犯罪； 

(二) 该军事指挥官或该人未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

措施，防止或制止这些犯罪的实施，或报请主管当局就此事进行调查和

起诉。 

(b) 对于(a)项未述及的上下级关系，上级人员如果未对在其实际上管

辖或控制下的下级人员适当行使控制，在下列情况下，应对这些下级人员实

施的危害人类罪负刑事责任： 

(一) 该上级人员知道下级人员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这些犯罪，或故意

不理会明确反映这一情况的情报； 

(二) 犯罪涉及该上级人员实际上负责和控制的活动； 

(三) 该上级人员未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措施，防

止或制止这些犯罪的实施，或报请主管当局就此事进行调查和起诉。 

4.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依照政府或者军事或文职上级

的命令实施本条款草案所述罪行的事实不成为免除下级刑事责任的理由。 

5.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本条款草案所述罪行不应受到

任何时效限制。 

6.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对本条款草案所述罪行，应考

虑到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 

7.  在不违反本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应酌情采取适当措施确定法

人对本条草案所指罪行的责任。在不违反本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可将法

人的这一责任定为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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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第 5 条草案规定了各国为确保危害人类罪构成犯罪，排除以任何上级命令

为借口或任何法定时效，实行与此类罪行严重性质相称的惩治而必须在国家刑法

之下采取的各种措施。对以下就被指控罪犯建立和行使管辖的相关条款草案的妥

善运作而言，这类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确保国家刑法规定“危害人类罪”构成犯罪 

(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认必须惩治犯有危害人类罪等罪行的个人，宣布：

“犯下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实体，只有通过惩治犯有此种罪行

的人才能够执行国际法的规定”。1051
 委员会 1950 年“纽伦堡法庭宪章及法庭

判决中所确认之原则”规定：“任何人所犯行为如构成国际法规定之罪行，则须

为其承担责任并受到处罚”。1052
 1968 年《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

公约》序言部分宣布，“有效惩治……危害人类罪为防止此种罪行、保障人权与

基本自由、鼓励信心、促进民族间合作、及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因

素”。1053
 《罗马规约》的序言申明，“对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

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罪犯，必须通过国家一级采取措施并加强国

际合作”。1054
 

(3)  很多国家通过了关于危害人类罪的法律，规定了国家制度中对此类罪行的

惩治。特别是在《罗马规约》的影响下，一些国家颁布或修订了关于危害人类罪

的国家法律，以与《规约》第七条所述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措辞界定了此种罪行。

同时，也有很多国家通过了与《规约》第七条不同的本国法律，有些还有重大差

异。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尚未就危害人类罪通过本国法律。这些国家的刑法一般

都对谋杀、酷刑、强奸等多种行为确实有某种形式的惩治规定，而此类行为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1055
 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尚未将危害人类罪本身

定为犯罪，这种空白可能会妨碍对犯罪行为进行起诉和惩治，包括与其严重性相

称的起诉和惩治。 

  

 
1051

 1946 年 9 月 30 日判决，载于《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争罪犯的审判》(1945 年 11 月 14 日至

1946 年 10 月 1 日，纽伦堡)，第 22 卷(1948 年)，第 466 页。 

 
1052

 《1950 年……年鉴》，第二卷，A/1316 号文件，第三部分，第 374 页，第 97 段(原则 1)。 

 
1053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68 年 11 月 26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754 卷，第 10823 号，第 73 页。截至 2016 年 8 月，这项公约有 55 个缔约方。 

 
1054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 年 7 月 17 日，罗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

第 38544 号，第 3 页。 

 
1055

 见关于科特迪瓦对 2014 年 12 月 11 日第一预审庭题为“关于科特迪瓦质疑西蒙·巴博案件可

受理性的裁定”提起上诉的裁决，上诉庭，第 ICC-02/11-01/12 OA 号(2015 年 5 月 27 日) (其

中认定，国家起诉扰乱和平、组织武装团伙和破坏国家安全等国内普通罪行不是基于和本案

行为大体相同的行为，即所指称的谋杀、强奸、其他不人道行为和迫害等危害人类罪。可查

阅 www.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15_06088.PDF (2016 年 6 月 22 日检索)。 

http://www.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15_060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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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禁止酷刑公约》)第 4 条第 1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

为刑事罪行”。1056
 禁止酷刑委员会强调必须履行此项义务以避免《公约》中的

定义与国内法中纳入的定义有重大差距： 

“《公约》中的定义如与国内法中纳入的定义有重大差距，就会出现实际或

可能的漏洞，从而导致有罪不罚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用语也许相近，

但国内法或司法解释可能对其含义做了限定，因此委员会要求每一缔约国确

保政府所有部门都根据《公约》中的定义来界定国家义务”。1057
 

(5)  为了帮助避免在危害人类罪问题上出现此类漏洞，第 5 条草案第 1 款规定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危害人类罪本身构成犯罪。第 5 条草案第

2 和 3 款(讨论如下)则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在此类罪行为自然人以某些方式实施时

将这些方式定为犯罪的义务。 

(6)  由于第 3 条草案第 1 至第 3 款界定了“危害人类罪”一词，第 5 条草案第 1

款规定的义务要求符合此种定义的罪行在国家的国内法中被定为犯罪。虽然为了

照顾任何具体国家可能有特定的术语或其他问题，措辞上可能与第 3 条草案第 1

至第 3 款的确切用语有所偏离，但这种偏离不应当造成严重脱离第 3 条草案第 1

至第 3 款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含义的限定或改变。但是，第 5 条草案(及随后的

各条款草案)中使用的“危害人类罪”一词并不包括第 3 条草案第 4 款具有的

“不妨碍”条款。该款承认在任何国际文书或国内法中“危害人类罪”可能具有

更广泛的定义，但就本条款草案而言，“危害人类罪”的定义限于第 3 条草案第

1 至第 3 款的范围。 

(7)  与《禁止酷刑公约》一样，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国际刑法领域中的很

多条约都要求缔约各国确保被禁止的行为在国内法中被定为“犯罪”或“处以惩

  

 
1056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 年 12 月 10 日，纽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65 卷，第 24841 号，第 85 页(下称《禁止酷刑公约》)。 

 
1057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9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

议，补编第 44 号》(A/63/44)，附件六；又见禁止酷刑委员会，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

编第 44 号》(A/58/44)，第三章，审议缔约国在《公约》第 19 条下提交的报告，斯洛文尼亚，

第 115(a)段和比利时，第 1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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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行为，尽管关于这方面义务的措辞有所不同。1058
 有些条约，如 1948 年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059
 和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1060

 载有颁布

“立法”的义务，但委员会认为，以较为近期的条约如《禁止酷刑公约》作为第

5 条草案第 1 款的模板是恰当的。 

  实施、企图实施、协助或促成危害人类罪 

(8)  第 5 条草案第 2 款规定，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自然人借以犯下危害人

类罪的某些方式在国家法律中被定为犯罪，具体为：实施危害人类罪行，企图实

施这种罪行，命令、怂恿、引诱、协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帮助或促成实施或企

图实施这种罪行。 

(9)  考察表明，国际文书和国内法均就危害人类罪的各类(或各种形式)个人刑事

责任作出了规定。首先，将“危害人类罪”定为犯罪的所有辖域，都规定“实

施”罪行者(有的国内法称之为“直接”实施罪行者，有的称之为“犯下”罪行

  

 
1058

 例如，见《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 年 12 月 16 日，海牙)，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860 卷，第 12325 号，第 105 页，第 2 条；《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

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纽约公约》(1973 年 12 月 14 日，纽约)，同上，第 1035 卷，第

15410 号，第 167 页，第 2 条第 2 款；《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 年 12 月 17 日，纽

约)，第 1316 卷，第 21931 号，第 205 页，第 2 条；《禁止酷刑公约》(见上文脚注 1056)，第

4 条；《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约》(1985 年 12 月 9 日，卡塔赫纳)，美洲国家组织，《条约

汇编》，第 67 号，第 6 条；《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1994 年 12 月 9 日，纽约)，

同上，第 2051 卷，第 35457 号，第 363 页，第 9 条第 2 款；《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1994

年 6 月 9 日，贝伦杜帕拉)，美洲国家组织，《条约汇编》，第 68 号，第 3 条；《制止恐怖主

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7 年 12 月 15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49 卷，第

37517 号，第 256 页，第 4 条；《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 12 月 9 日，

纽约)，同上，第 2178 卷，第 38349 号，第 197 页，第 4 条；《非统组织[非洲统一组织]防止

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1999 年 7 月 14 日，阿尔及尔)，同上，第 2219 卷，第 39464 号，第

179 页，第 2 条(a)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2000 年 11 月 15 日，纽约)，同上，第 2237 卷，第 39574

号，第 319 页，第 5 条第 1 款；《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06 年 12 月 20 日，

纽约)，同上，第 2716 卷，第 48088 号，第 3 页，第 7 条第 1 款；《东南亚国家联盟反恐怖主

义公约》(2007 年 1 月 13 日，宿务)，第 9 条第 1 款，见《与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

国际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8.V.2 (2008 年，纽约)，第 336 页。 

 
1059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 年 12 月 9 日，巴黎)，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8

卷，第 1021 号，第 277 页，第 5 条。 

 
1060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同上，第 75

卷，第 970 号，第 31 页，第 49 条(《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

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同上，第 971 号，第 85 页，第 50

条(《日内瓦第二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同

上，第 972 号，第 135 页，第 129 条(《日内瓦第三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

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同上，第 973 号，第 287 页，第 146 条(《日内瓦第四公

约》)。2016 年关于《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49 条(刑事制裁)的评注(下称 2016 年红十字委员会

关 于 第 49 条 的 评 注 ) ， 见 红 十 字 委 员 会 网 页 www.icrc.org/applic/ihl/ihl.nsf/  

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3ED0B7D33BF425F3C1257F7D00589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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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的称之为实施罪行的“主犯”)。例如，《纽伦堡宪章》规定，国际军事

法庭对“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组织成员、为欧洲轴心国之利益行事而犯有任何下列

罪行之人”具有管辖权。1061
 同样，《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1062

 

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1063
 也规定，凡“实施”危害人类罪的人

“应当为该项犯罪负个人责任”。《罗马规约》规定，“实施本法院管辖权内的

犯罪的人，应依照本规约的规定负个人责任，并受到处罚”，而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应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对一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并

受到处罚：(a) 单独[或]伙同他人，实施这一犯罪。1064
 同样，塞拉利昂问题特别

法庭、1065
 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1066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1067
 伊拉克最高

刑事法庭、1068
 塞内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法庭1069

 的规约文书均规定，“实

施”危害人类罪的人负有刑事责任。针对其他类型罪行的条约也一概要求缔约国

  

 
1061

 《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1945 年 8 月 8 日，伦敦)，《国际军事法庭宪

章》，第 6 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82 卷，第 251 号，第 279 页(下称《纽伦堡宪

章》。 

 
1062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

庭规约》，经安全理事会 1993 年 5 月 25 日第 827(1993)号决议通过，载于秘书长按照安理

会第 808 (1993)号决议提交的报告第 2 段，S/25704 和 Add.1，附件，第 7 条第 1 款。 

 
1063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

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经安全理事会 1994 年 11 月 8 日第 955(1994)号决议通过，

附件，第 6 条第 1 款。 

 
1064

 见《罗马规约》(上文脚注 1054)，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 1 项。 

 
1065

 《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设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协定》(附《规约》)，(2002 年 1 月 16

日，弗里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78 卷，第 38342 号，第 137 页，第 6 条第 1 款

(下称《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 

 
1066

 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关于设立具有重大刑事罪专属管辖权的审判小组的第 2000/15

号条例》(UNTAET/REG/2000/15)，第 5 节(2000 年) (下称《东帝汶法庭宪章》)。 

 
1067

 《设立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法》，2004 年 10 月 27 日

(NS/RKM/1004/006)，第 5 条。可查阅 www.eccc.gov.kh/en/documents/legal/law-establishment-

extraordinary-chambers-amended (2016 年 6 月 22 日检索，下称《柬埔寨特别法庭协定》)。另

见《联合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按照柬埔寨法律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协

定》(2003 年 6 月 6 日，金边)，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9 卷，第 117 页。 

 
1068

 《伊拉克特别法庭规约》,《国际法材料》，第 43 卷，第 231 页，第 10(b)条(2004 年) (下称

“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伊拉克临时政府 2005 年在原规约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规约，将法

庭更名为“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见《伊拉克特别法庭法》，第 10 号，《伊拉克共和国政

府公报》，第 47 卷，第 4006 号(2005 年 10 月 18 日)。 

 
1069

 《在塞内加尔法院系统内设立的起诉 1982 年 6 月 7 日至 1990 年 12 月 1 日间在乍得共和国领

土内所犯国际罪行的非洲特别法庭规约》,《国际法材料》，第 52 卷，第 1028 页，第 4(b)和

第 6 条 (2013 年) (下称“非洲特别法庭规约”)。 

http://www.eccc.gov.kh/en/documents/legal/law-establishment-extraordinary-chambers-amended
http://www.eccc.gov.kh/en/documents/legal/law-establishment-extraordinary-chambers-a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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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禁止直接犯下相关罪行的国内法。例如，1948 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

公约》规定“实施”灭绝种族罪的须负个人刑事责任。1070 

(10)  第二，所有这些国内或国际司法管辖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规定以“实施”

罪行以外的方式参与罪行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行为可能采取“企图”实施犯

罪的形式，或作为犯罪行为或未遂犯罪行为的“从犯”或“共犯”。关于“企

图”实施犯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

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均没有对这类责任做出规定。相比之下，《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规定了企图实施犯罪者的刑事责任，除非此人放弃实施犯罪或以其他

方式防止完成犯罪。1071
 在班达和杰宝案中，预审分庭指出，对未遂罪承担刑事

责任“的前提是：若非不受犯罪人控制的外部环境干预，则犯罪人的行为在正常

情况下本来会导致完成犯罪。”1072
 

(11)  第三，关于“从犯”的责任，国际文书通过各种不同的术语界定这一概

念，如“命令”、“唆使”、“引诱”、“煽动”、“鼓动”、“伙同作案”、

“进行共谋”、“作为共犯”、“参与”或“共同犯罪活动”。因此，《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规定，“凡计划、教唆、命令、犯下或协助或煽动

他人计划、准备或进行本规约第 2 至 5 条所指罪行的人应当为该项犯罪负个人责

任”，1073《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使用的措词几乎如出一辙。1074
 两

个法庭均已就被告参与其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罪行将被告定罪。1075
 同样，塞拉利

昂问题特别法庭、1076
 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1077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1078
 

  

 
1070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三条(a)项)和第四条。 

 1071
 《罗马规约》(见上文脚注 1054)，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 6 项。 

 1072
 检察官诉班达和杰宝案，ICC-02/05-03/09 号案件，关于 2011 年 3 月 7 日“确认指控的决定”

的更正，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第 96 段。 

 
107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2)，第 7 条第 1 款。该法庭的各项裁决

分析了此种刑事责任。例如见检察官诉 Duško Tadić 案，IT-94-1-A 号案件，上诉庭，1999 年

7 月 15 日判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1999 年司法报告，第 220 段(下称“1999 年

Tadić 案”) (认定“共同策划概念作为共犯罪责的形式之一已为习惯国际法牢固确立”)。 

 
1074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3)，第 6 条第 1 款。 

 
1075

 例如，见检察官诉 Furundžija 案，IT-95-17/1-T 号案件，第二审判分庭，1998 年 12 月 10 日的

判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1998 年司法报告》，第 246 段(认定“如果他知道很

可能将实施一些罪行之一，而且实际上确实实施了其中一个罪行，那么他意图协助实施这一

罪行，并犯有协助和煽动罪”)。 

 
1076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5)，第 6 条第 1 款。 

 
1077

 《东帝汶法庭宪章》(见上文脚注 1066)，第 14 节。 

 
1078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协定》(见上文脚注 1067)，第 2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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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1079
 和塞内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法庭1080

 的文书均规

定，以任何形式参与实施危害人类罪的人负有刑事责任。 

(12)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如果某人“通过……另一人实施这一犯

罪”，如果此人“命令、唆使、引诱实施这一犯罪，而该犯罪事实上是既遂或未

遂的”，如果此人“为了便利实施这一犯罪，帮助、教唆或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

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包括提供犯罪手段”，或如果此人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

下“以任何其他方式支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或企图实施这一犯罪”，则

应负刑事责任。1081
 委员会决定采用《罗马规约》中的各条措辞作为第 5 条草案

第 2 款的基础。 

(13)  在这些不同的国际文书中，“唆使”、“引诱”、“协助和教唆”犯罪的

相关概念一般被视为包括策划、怂恿、图谋和重要的是直接煽动他人从事构成犯

罪的行为。事实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不仅处理了灭绝种族罪的实

施，而且还有“预谋灭绝种族”、“直接公然煽动灭绝种族”、“意图灭绝种

族”和“共谋灭绝种族”。1082《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

概括规定是：“遇犯有第一条所称各罪情事，本公约的规定适用于以正犯或从犯

身份参加或直接煽动他人犯各该罪，或阴谋伙党犯各该罪的国家当局代表及私

人，不问既遂的程度如何，并适用于容许犯此种罪的国家当局代表”。1083
 

(14)  另外，这些不同文书中的“命令”犯罪这一概念不同于“指挥”或其他上

级责任的概念，并补充了后者。在这里，“命令”涉及上级明确指示实施构成犯

罪的行为的刑事责任。相比之下，指挥或其他上级责任涉及上级未采取行动的刑

事责任；具体而言，是上级知道或应当知道部下将有这种犯罪行为或者已经犯罪

而上级没有采取合理的必要措施予以阻止或处罚犯罪者的情况。 

(15)  针对危害人类罪以外罪行的条约通常规定参与实施罪行者承担刑事责任，

其使用的宽泛术语并不试图要求各国改变国内法中已牢固确立的首选术语或方

式。换言之，这些条约使用通用术语而不是具体用语，使各国能够通过现有国家

法规、判例或法律传统规定刑事责任的确切详情。例如，2006 年《保护所有人

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一般性地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至少追究

下列人员的刑事责任：……所有制造、指令、唆使或诱导制造或企图制造强迫失

  

 
1079

 《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8)，第 15 条。 

 
1080

 《非洲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9)，第 10 条. 

 
1081

 《罗马规约》(见上文脚注 1054)，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 1-4 项。 

 
1082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第三条(b)-(e)项。 

 
1083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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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的人，以及同谋或参与制造强迫失踪的人”。1084
 第 5 条草案第 2 款采取了同

样的办法。 

  指挥责任或其他上级责任 

(16)  第 5 条草案第 3 款处理的是指挥官或其他上级人员的责任问题。该款一般

性地规定，如果上级人员对下属的行为失职，则应对下属实施的危害人类罪负刑

事责任。 

(17)  处理了危害人类罪的国际司法管辖机构将下级在某些情况下实施罪行的刑事

责任归咎于其军事指挥官或其他上级。1085
 值得注意的是，纽伦堡和东京法庭针

对军事和文职指挥官均运用了指挥责任概念，这一做法影响到后来的法庭。1086
 

正如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在检察官诉 Alfred Musema 案中所述，

“对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6(3)条中所述个人刑事责任的形式

是否也适用于军事和文职当局人员，必须注意的是，在东京审判期间，根据这项

原则宣判民政当局犯有战争罪行”。1087
 

(18)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规定：“如果一个部下犯下本《规

约》第 2 至 5 条所指的任何行为，而他的上级知道或应当知道部下将有这种犯罪

行为或者已经犯罪而上级没有采取合理的必要措施予以阻止或处罚犯罪者，则不

能免除该上级的刑事责任”。1088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此为依据将若

干名被告定罪。1089
 同样的措辞出现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中，1090

 该

法庭也以同样依据将几名被告定罪。1091
 类似的措词出现在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

  

 
1084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6 条第 1 款(a)项。 

 
1085

 例如，见美利坚合众国诉 Wilhelm von Leeb 等人案(“高级指挥官案”)，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战

犯审判，第 11 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50 年)，第 543-544 页。 

 
1086

  同上；另见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M.C. Bassiouni, ed., vol. III, 

3rd ed. (Leiden, 3tinus Nijhoff, 2008, p. 461); and K.J. Heller,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62–263。 

 
1087

 见检察官诉 Alfred Musema 案，ICTR-96-13-A 号案件，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第一审判分

庭，2000 年 1 月 27 日的判决，第 132 段。 

 
1088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2)，第 7 条第 3 款。 

 
1089

 例如，见检察官诉 Zlatko Aleksovski 案，IT-95-14/1-T 号案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审判分庭，1999 年 6 月 25 日的判决，第 66-77 段；检察官诉 Zejnil Delalić 等人案，IT-

96-21-T 号案件，1998 年 11 月 16 日的判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第

330-400 段和第 605-810 段。 

 
1090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3)，第 6 条第 3 款。 

 
1091

 见检察官诉 Jean-Paul Akayesu 案，ICTR-96-4-T 号案件，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

庭，1998 年 9 月 2 日的判决；检察官诉 Jean Kambanda 案，ICTR-97-23-S 号案件，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1998 年 9 月 4 日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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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1092、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1093、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1094、柬埔寨法院特

别法庭 
1095、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1096

 和塞内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法庭1097
 

的规范文书中。 

(19)  《罗马规约》第二十八条载有将对他人行为的刑事责任适用于军事指挥官

或以军事指挥官身份有效行事的人的详细标准。1098
 一般而言，在下列情况下会

发生刑事责任：(a) 有从属关系；(b) 指挥官知道或本应知道他的部下正在实施

或即将实施罪行；(c) 指挥官未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合理的措施，

防止或制止这些犯罪的实施，或报请就此事进行调查和起诉。这一标准已经开始

在刑事和民事两方面对“指挥责任”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发展产生影响。第二十

八条还论及非军事或文职方面出现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这种上级包括“担任

领导”但不“参与”军事活动的文官。在这里，在下列情况下会发生刑事责任：

(a) 有从属关系；(b) 文职上级知道或有意忽视关于罪行的信息；(c) 罪行涉及该

上级人员有效负责和控制的活动；(d) 上级未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必要而

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制止所有这些罪行的实施，或报请就此事进行调查和起诉。 

(20)  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审判庭于 2016 年 3 月判定 Jean-Pierre Bemba Gombo

有罪时适用了这一标准。除其他外，审判庭认定，Bemba 先生实际上是以军事指

挥官身份行事的人，他当时知道在他有效领导和控制之下的刚果解放运动武装正

在或将要实施所控告的罪行。另外，审判庭认定，Bemba 先生未采取一切必要和

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压制部下 2002 和 2003 年在中非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中实施犯

罪，或在罪行实施之后将此事报告主管当局。1099
 

(21)  国内法也经常载有关于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这类刑事责任

规定，但使用的标准有所不同。另外，有些国家没有就危害人类罪制订出此种标

准。出于这些原因，委员会认为，为了鼓励有关这一问题的国内法取得一致，拟

  

 
1092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5)，第 6 条第 3 款。 

 
1093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约》，安全理事会 2007 年 5 月 30 日第 1757(2007)号决议，(包括附

件和附录)，第 3 条第 2 款。 

 
1094

 《东帝汶法庭宪章》(见上文脚注 1066)，第 16 节。 

 
1095

 《柬埔寨特别法庭协定》(见上文脚注 1067)，第 29 条。 

 
1096

 《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8)，第 15 条。 

 
1097

 《罗马规约》(见脚注 1054)，第二十八条。《非洲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9)，第 10

条。 

 
1098

 例如，见检察官诉 Kordić 和 Čerkez 案，IT-95-14/2-T 号案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审判分庭，2001 年 2 月 26 日的判决，第 369 段。 

 
1099

 检察官诉 Jean-Pierre Bemba Gombo 案，ICC-01/05-01/08 号案件，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庭，

2016 年 3 月 21 日的判决，第 630、第 638 和第 7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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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一条清楚的标准是恰当的。1100
 为此目的，第 5 条草案第 3 款是以《罗马规

约》规定的标准为模板起草的。 

(22)  针对危害人类罪之外的其他罪行的条约也经常确认以指挥官或其他上级人

员责任为形式的犯罪。1101
 

  上级命令 

(23)  第 5 条草案第 4 款规定，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刑法规定，依照政

府或者军事或文职上级的命令实施本条所述罪行的事实不成为免除下级刑事责任

的理由。 

(24)  所有处理危害人类罪的司法管辖机构均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依据某些理由免

除刑事责任。例如，如果被指控施害者患有精神疾病，无法认识到其行为是非法

的，则大多数司法管辖机构会免除其刑事责任。有些司法管辖机构规定，至少在

某些情况下，也免除处于醉酒或药物麻醉状态者的刑事责任。为自卫采取的行动

以及因直接伤害或死亡的威胁带来的胁迫所采取的行动也可以免负责任。在有些

情况下，当事人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才须负刑事责任。各司法管辖机构允许提

出的确切理由各不相同。就国内制度而言，这些理由通常适用于该司法管辖机构

处理刑事责任的一般做法，而并不单单针对危害人类罪。 

(25)  与此同时，大多数处理危害人类罪的司法管辖机构规定，犯下这类罪行的

人不能以上级命令他们犯下该罪行作为辩护理由。1102《纽伦堡宪章》第八条规

定：“被告不得因按照政府或上级命令犯罪而免除刑事责任，但如法庭认为符合

公正审判之需要时，此种情况于刑罚之减轻上得加以考虑”。因此，国际军事法

庭按照第八条认定：“士兵按照命令违反国际战争法而杀人或实施酷刑，从未被

承认是实施此种暴行的理由”。1103
 与此相似，《东京法庭宪章》第六条规定：

“被告在任何时期所曾任之官职，以及被告系遵从其政府或上级长官之命令而行

  

 
1100

 见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3 号》

(E/2005/23-E/CN.4/2005/135)，2005 年 4 月 21 日关于有罪不罚问题的第 2005/81 号决议，第 6

段(敦促“各国确保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其他长官意识到根据国际法他们要对……危害人类

罪……负有刑事责任的情况，包括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要对在其有效指挥和控制下的下属所

犯罪行负有刑事责任”)。 

 
1101

 例如，见《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一议定书》) (1977 年 6 月 8 日，日内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25 卷，第

17512 号，第 3 页，第 86 条第 2 款；《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6 条第 1

款。 

 
1102

 见人权委员会关于有罪不罚问题的第 2005/81 号决议(上文脚注 1100)，第 6 段(敦促所有各国

“确保所有有关人员都得知国际法对以上级命令为理由进行的辩护作出的限制”)。 

 
1103

 《对主要战争罪犯的审判》(见上文脚注 1051)，第 466 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5/161/05/PDF/G0516105.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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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事实，均不足以免除其被控所犯任何罪行之责任。但如法庭认为符合公正审

判之需要时，此种情况于刑罚之减轻上得加以考虑”。1104
 

(26)  虽然《罗马规约》第三十三条允许以上级命令为由作出有限辩护，但仅针

对战争罪；实施种族灭绝行为或危害人类罪的命令不属于该辩护规定的范围。规

范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1105、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1106、塞拉利昂问

题特别法庭1107、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1108、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1109、柬埔寨

法院特别法庭1110、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1111
 和塞内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

法庭1112
 的文书中均同样不允许将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理由。虽然不允许将上级命

令作为犯罪诉讼的辩护理由，但上述一些国际和国家司法管辖机构允许在量刑阶

段将上级命令作为一种减刑因素。1113
 

(27)  一系列针对犯罪的条约中均做出了此类不允许将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理由的

规定，例如：1984 年《禁止酷刑公约》1114、1985 年《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

约》1115、1994 年《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1116
 和 2006 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

  

 
110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 年 1 月 19 日，东京) (1946 年 4 月 26 日修正)，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1949, vol. 4, C. Bevans ed. 

(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State, 1968)，p. 20, at p. 23, art. 6 (下称《东京宪章》)。 

 
1105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2)，第 7 条第 4 款。 

 
1106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3)，第 6 条第 4 款。 

 
1107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5)，第 6 条第 4 款。 

 
1108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93)，第 3 条第 3 款。 

 
1109

 《东帝汶法庭宪章》(见上文脚注 1066)，第 21 节。 

 
1110

 《柬埔寨特别法庭协定》(见上文脚注 1067)，第 29 条。 

 
1111

 《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8)，第 15 条。 

 
1112

 《非洲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9)，第 10 条第 5 款。 

 
1113

 例如，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上文脚注 1062)，第 7 条第 4 款；《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上文脚注 1063)，第 6 条第 4 款；《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上

文脚注 1065)，第 6 条第 4 款；《东帝汶法庭宪章》(上文脚注 1066)，第 21 节。 

 
1114

 《禁止酷刑公约》第 2 条第 3 款(“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

由”)。 

 
1115 

《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约》第 4 条(“按照上级命令行事这一事实不能豁免相应的刑事责

任”)。 

 
1116

 《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第 8 条(“不应受理以正当服从规定、授权或鼓励强迫失踪的上

级命令或指示作为辩护理由。所有接受此类命令的人均有权利和义务不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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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失踪国际公约》1117。关于《禁止酷刑公约》，禁止酷刑委员会批评了允许以

此作为辩护理由的国家立法或在此问题上暧昧不清的国家立法。1118
 在某些情况

下，问题源于一国的国内法允许以所谓“正当服从”作为辩护理由。1119
 

  时效 

(28)  国内法中就危害人类罪起诉个人可能受到的一种限制是适用“时效”(“时

效期限”)，即禁止就早于开始起诉前特定年数的犯罪对被指控罪犯提出起诉。

第 5 条草案第 5 款规定，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该条草案所述罪行不应受到任

何时效限制。 

(29)  《纽伦堡宪章》或《东京宪章》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或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组成文书都没有就国际罪行(包括

危害人类罪)规定时效规则。相形之下，占领德国的盟国在 1945 年 12 月为确保

继续起诉被指控罪犯通过了管制委员会第 10 号法令，规定在任何关于危害人类

罪(以及战争罪和危害和平罪)的审判或起诉中，“被告无权获益于任何有关 1933

年 1 月 30 日至 1945 年 7 月 1 日期间的时效限制”。1120
 与此相似，《罗马规

约》明确处理了这一问题，规定“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不适用任何时效”。1121

《罗马规约》的起草人坚决支持对危害人类罪适用这一规定。1122
 同样，《设立

  

 
1117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6 条第 2 款(“不得援引任何公共机构包括民政、

军事或其他机构的任何命令或指示作为被强迫失踪的理由”)。这条规定在起草阶段“得到了

广泛赞同”。见人权委员会，起草一个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

规范性文书委员会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E/CN.4/2004/59)，第 72 段(强迫失踪

问题工作组的报告)；又见《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3 号决议，第 6 条。 

 
1118

 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61/44)，第三

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提交的报告，危地马拉，第 32(13)段。 

 
1119

 例如，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

(A/59/44)，第三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提交的报告，智利，第 56(i)段；又见，

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60/44)，第三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

提交的报告，阿根廷，第 31 (a)段(赞扬阿根廷宣布其正当服从法案“绝对无效”)。 

 
1120

 管制委员会关于惩治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类罪罪犯的第 10 号法令，第 2 条第 5 款，

1945 年 12 月 20 日，德国管制委员会官方公报，第 3 卷第 52 页(1946 年)。 

 
1121

 《罗马规约》(见上文脚注 1054)，第二十九条。 

 
1122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1998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

A/CONF.183/13(Vol. II)号文件，第 138 页，第 2 次会议(A/CONF.183/C.1/SR.2)，第 45-74 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4/110/45/PDF/G0411045.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93/091/18/IMG/N9309118.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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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法》以及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和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的

规范文书都明确界定危害人类罪是不适用时效的罪行。1123
 

(30)  关于时效是否可在国内法院适用于对被指控罪犯的起诉，联合国大会 1967

年指出，“国内法关于普通罪行之时效规则适用于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为世界

舆论极感忧虑之事，因其足以防止诉究与惩治犯该罪之人”。1124
 次年，各国通

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缔约方采取“必要立法

或其他措施，以确保法定或他种时效不适用于(这两类罪行)之追诉权及行刑权”

(第四条)。1125
 同样，欧洲委员会 1974 年通过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不适用法

定时效欧洲公约》，采用的措辞大体相同。1126
 目前看来，没有一个国家有禁止

在一段时间后提出起诉的危害人类罪相关法律。相反，众多国家还专门立法反对

此类限制。 

(31)  许多处理国内法其他罪行的条约没有载列禁止时效的规定。例如，《禁止酷

刑公约》就没有载列禁止对酷刑相关罪行适用时效的规定。即使如此，禁止酷刑

委员会声明，考虑到此类罪行的严重性质，这些罪行不应受到任何时效限制。1127
 

与此相似，虽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128
 没有直接论及这一问题，

但人权事务委员会呼吁对严重违反该《公约》的罪行取消时效限制。1129
 与此不

同的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确实谈到时效问题，规定：“对

强迫失踪案件实行诉讼时效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对刑事诉讼的时

效……有较长的时段，并与此种犯罪的极端严重性相称”。1130
 《公约》的准备

  

 
1123

 《柬埔寨特别法庭协定》(见上文脚注 1067)，第 5 条；《伊拉克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8)第 17 条(d)项；《东帝汶法庭宪章》(见上文脚注 1066)，第 17.1 节；又见第三委员会的

报告(A/57/806)，第 10 段(审判红色高棉)和大会 2003 年 5 月 13 日第 57/228 B 号决议。此外，

应该指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获得对在其成立前数十年(即 1975 年至 1979 年红色高棉执政

时期)犯下的危害人类罪的管辖权。 

 
1124

 大会 1967 年 12 月 18 日题为“惩治战争罪犯及危害人类罪犯问题”的第 2338 (XXII)号决议，

又见大会 1970 年 12 月 15 日第 2712 (XXV)号决议和 1971 年 12 月 18 日第 2840 (XXVI)号决

议。 

 
1125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第四条。 

 
1126 

《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不适用法定时效欧洲公约》(1974 年 1 月 25 日，斯特拉斯堡)，欧洲委

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 82 号，第 1 条。 

 
1127

 例如，见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

(A/62/44)，第三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提交的报告，意大利，第 40 (19)段。 

 
1128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 12 月 16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9 卷，第 14668 卷，第 171 页。 

 
1129

 例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

(A/63/40)，第一卷，第四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40 条提交的报告和由于未提交报告

而公开发表结论性意见的国别情况，巴拿马，(A 节，第 79 段)，第(7)段。 

 
1130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8 条第 1 款(a)项。相形之下，《美洲被迫失踪人

士公约》规定，所有被迫失踪案件的刑事起诉和惩治不受时效限制。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3/348/67/PDF/N0334867.pdf?OpenElement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57/228B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2338%28XXII%29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2712%28XXV%29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2840%28XXVI%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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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材料表明，这一条款旨在区分两类罪行，一是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罪行，

此类罪行不应有时效限制，二是《公约》规定的所有其他罪行。1131
 

  适当惩罚 

(32)  第 5 条草案第 6 款规定，各国应确保对该条草案所述罪行应考虑到罪行的

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 

(33)  国际法委员会在 1996 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中规定，

“应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负责的个人应该受到与该罪行的性质和严重性相

称的惩罚”。1132
 评注进一步解释说，“某一罪行的特性是它有别于另一罪行的

性质……，某一罪行的严重性是从实行该罪行的情况和促使案犯犯罪的意图加以

推论的。”1133
 因此，“虽然从法律上说同样是罪行，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却因

堕落和残忍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1134
 

(34)  在国际法院或法庭对危害人类罪有管辖权的情形下，对此类罪行适用的惩

罚可能是不同的，但要求其与罪行的严重性相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规约》规定，“审判分庭判处的刑罚只限于监禁。审判分庭在决定监禁期限时

应诉诸前南斯拉夫法庭适用的徒刑惯例”。1135
 此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应“考虑到像罪行的严重性和被定罪者的个人情况这样的因素”。1136
 《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有相同的措辞，区别是应诉诸“卢旺达问题法庭适

用的徒刑惯例”。1137
 即便是对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国际罪行的定罪，这也可

能导致各种量刑结果。《罗马规约》第七十七条也考虑到这种灵活性，规定最高

不超过三十年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以犯罪极为严重和被定罪人的个人情况

而证明有此必要的情形为限”。1138
 在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1139、黎巴嫩问题

特别法庭1140、东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1141、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1142、伊拉克最

  

 
1131

 起草一个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的报告(E/CN.4/2004/59)，(见上文脚注 1117)，第 43-46 段和第 56 段。 

 
1132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D 节，第 3 条。 

 
1133 

同上，对第 3 条的评注第(3)段。 

 
1134 

同上。 

 
1135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2)，第 24 条第 1 款。 

 
1136 

同上，第 24 条第 2 款。 

 
1137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3)，第 23 条第 1 款。 

 
1138 

《罗马规约》(见上文脚注 1054)，第七十七条。 

 
1139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5)，第 19 条。 

 
1140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93)，第 24 条。 

 
1141 

《东帝汶法庭宪章》(见上文脚注 1066)，第 10 节。 

 
1142

 《柬埔寨特别法庭协定》(见上文脚注 1067)，第 39 条。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4/110/45/PDF/G0411045.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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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刑事法庭1143
 和塞内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法庭1144

 的规范文书中，都可

发现类似的表述。同样，在国家司法管辖机构把危害人类罪定为刑事犯罪的情形

下，对此类罪行适用的惩罚也可能是不同的，但要求其与罪行的严重性相称。 

(35)  针对犯罪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缔约国应施加(或不施加)什么惩罚，而是由

缔约国自由裁量，依据特定犯罪者和罪行的情况，决定施加的惩罚。1145《防止

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仅规定，“对于犯灭绝种族罪或有[……]所列其他行为

之一者尤应规定有效的惩治”。1146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也规定了一条普遍性标

准，但赋予各国制订恰当处罚的自由裁量权，仅规定“各缔约国担任制定必要之

立法，俾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下条所列之]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之人，处

以有效之刑事制裁”。1147
 较近期的有关国家法律制度所定罪行的条约通常规

定，惩罚应是“适当的”。虽然委员会最初提议在其关于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保

护人员的条款草案中使用“严厉惩罚”一词，但实际上各国在 1973 年《关于防

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中使用了“适当的

惩罚”。1148
 这一术语成为后续各项条约的模板。同时，在 1973 年《公约》

中，除规定“适当的惩罚”外，还呼吁在确定如何惩罚时考虑到罪行的“严重

性”。委员会评论说，这样的提法意在强调在惩治此类犯罪时，处罚措施应考虑

到其中所涉的重要“全球利益”。1149
 自 1973 年以来，每一“缔约国应按照这

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这一办法已被众多条约采纳，其中包括《禁止

  

 
1143 

《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8)，第 24 条。 

 
1144 

《非洲特别法庭规约》(见上文脚注 1069)，第 24 条。 

 
1145 

见起草一个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书委员会闭会期间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E/CN.4/2004/59)，第 58 段(表示“若干代表团欢迎(该条款)赋予缔

约国灵活的余地”)；起草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

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9 号》(A/32/39)，附件一(委员会第 1 至第 19 次会议简要记录)，第 13

次会议(1977 年 8 月 15 日)，第 4 段(美利坚合众国的类似意见)；人权委员会关于有罪不罚问

题的第 2005/81 号决议(见上文脚注 1100)，第 15 段(呼吁“各国确保……量刑适当，适合所犯

罪行的严重程度”)。 

 
1146 

见《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五条。 

 
1147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四十九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五十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一

百二十九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百四十六条；见 2016 年红十字委员会关于第 49 条的

评注(见上文脚注 1060)，第 2838-2846 段。 

 
1148 

见《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二条第 2 款

(“每一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 

 
1149

 《1972 年……年鉴》，第二卷，A/8710/Rev.1 号文件, 第三章，B 节(关于防止及惩治侵害外

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对第 2 条草案第 2 款的评注第(12)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4/110/45/PDF/G0411045.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77/179/98/PDF/N7717998.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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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公约》。1150
 一些条约使用罪行的“极端严峻性”、“严重性”或“极端严

重性”等词语来表述严重性问题。1151
 

  法人 

(36)  第 5 条草案 1 至 6 款涉及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虽然按照关于罪行的条约的

一贯做法，没有使用“自然人”一词。第 7 段则涉及“法人”对第 5 条草案所指

罪行的责任。 

(37)  近年来，法人的刑事责任已成为许多国家国内法的一个重点，但在许多

其他国家仍然很陌生。1152
 存在这一概念的国家中，在国际罪行方面有时存在

这种责任。1153
 可导致这种责任的行为当然是自然人以公务员、指挥官、军官

身份所为，或通过其他一些法人职位或机构犯下的。存在这一概念的国家

中，通常是在自然人代表法人或为了法人的利益犯下相关罪行时，加诸此种

责任。 

(38)  迄今为止，国际刑事法院或法庭尚未太多地涉及法人的刑事责任。《纽伦

堡宪章》第 9 条和第 10 条授权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个人期间宣布任何团体或组

织为犯罪组织，这可能导致对作为该组织成员的其他个人的审判。在纽伦堡军事

法庭的诉讼中，以及根据管制委员会第 10 号法令进行的后续诉讼中，认定了许

多这类组织，但只有自然人受到审判和惩罚。1154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法人没有刑事管辖权，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东

帝汶重罪特别审判分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以及塞内

加尔司法系统内的非洲特别法庭对法人也没有刑事管辖权。《罗马规约》的

起草者指出，“对于规约是否应包括法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重大分歧”，1155
 

  

 
1150

 《禁止酷刑公约》第 4 条，又见《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九条第 2 款、《制止

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第四条(b)项、《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四条(b)

项、《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第二条(a)项。 

 
1151

 例如，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七条第 1 款、《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

约》第 6 条、《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第 3 条。 

 
1152

 例如，见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New TV S.A.L. Karma Mohamed Tashin Al Khayat 案， STL-

14-05/PT/AP/AR126.1 号案件，上诉分庭 2014 年 10 月 2 日就关于藐视法庭诉讼中的属人管辖

权的中间上诉作出的裁决，第 58 段(下称“黎特别法庭上诉裁决”)(“不同国家体系关于企业

刑事责任和相关处罚的做法各异”)。 

 
1153

 例如，见 Ecuador Código Orgánico Integral Penal, Registro Oficial, Suplemento, Año 1 N° 180, 

2014 年 2 月 10 日，第 90 条。对法人的惩罚(关于危害人类罪的一节规定：“Cuando una 

persona jurídica sea la responsable de cualquiera de los delitos de esta Sección, será sancionada con la 

extinción de la misma”)。 

 
1154

 例如，见美国诉 Krauch 及其他人，见纽伦堡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审判(I.G. Farben 案)，第七至八

卷(华盛顿特区，纽伦堡军事法庭，1952 年)。 

 
1155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罗马，1998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7 日》，第三卷(A/CONF.183/13)，A/CONF.183/2 号文件，第 23 条第 6 款，脚注 71。 

http://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95496/112458/F-1546437745/ECU954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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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人提议列入一项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但《规约》最终并未载入此类

规定。 

(39)  许多关于国家一级罪行的条约也没有列入法人的责任，包括：1948 年《防

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

持航空器的公约》、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

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84 年《禁止酷刑公约》、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

的国际公约》、2006 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委员会 1996 年

的治罪法草案仅涉及“个人”的刑事责任。1156
 

(40)  另一方面，修正《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章程》的 2014 年非洲联盟议定书

虽然尚未生效，但是授予了新设立的非洲法院对法人的国际罪行、包括危害人类

罪的管辖权。1157
 此外，《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对法人

(以及对危害人类罪)的刑事管辖权，但是该法庭的上诉分庭 2014 年断定，该法

庭有权以藐视法庭罪名起诉法人。1158
 

(41)  此外，有一些条约涉及法人对刑事犯罪的责任，特别是：1973 年《禁止并

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159、1989 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

塞尔公约》1160、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161、2000 年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162、2000 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

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1163、2003 年《联合国反腐败

  

 
1156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D 节，第 23 页。 

 
1157

 见修正《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章程》的议定书，2014 年 6 月 27 日，第 46C 条。 

 
1158

 黎特别法庭上诉裁决(见上文脚注 1152)。法庭最终判定法人 Al Jadeed 电视台无罪。见 Al 

Jadeed [Co.] S.A.L./New T.V.S.A.L.(N.T.V.) Karma Mohamed Tahsin Al Khayat 案，案件号 STL-

14-05/T/CJ，藐视法庭案法官，2015 年 9 月 18 日的裁决，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第 55 段(下

称“黎特别法庭藐视法庭案法官裁决”)；Al Jadeed [Co.] S.A.L./New T.V.S.A.L.(N.T.V.) Karma 

Mohamed Tahsin Al Khayat 案，案件号 STL-14-05/A/AP，上诉分庭，2016 年 3 月 8 日的裁

决。 

 
1159

 见《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3 年 11 月 30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1015 卷，第 14861 号，第 243 页，第一条第 2 款(“本公约缔约国宣布：凡是犯种族

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 

 
1160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 年 3 月 22 日，巴塞尔)，同上，第 1673

卷，第 28911 号，第 57 页，第 2 条第 14 款(“为本公约的目的：……“人”是指任何自然人或

法人)和第 4 条第 3 款(“各缔约国认为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非法运输为犯罪行为”)。 

 
1161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5 条。谈判期间提出的促成第 5 条的提案见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工作组的报告》(A/C.6/54/L.2)(1999 年 10 月 26 日)。 

 
1162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0 条。 

 
1163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0 年 5 月 25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71 卷，第 27531 号，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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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1164、《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 2005 年议定

书》1165，以及欧洲委员会内缔结的一系列条约。1166
 还有一些区域文书也涉及

法人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在腐败方面。1167
 这些条约通常不对“法人”一词下定

义，留给国内法律体系适用国内通常适用的定义。 

(42)  委员会考虑到法人可能卷入在广泛或系统地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中实施的

行为，决定加上一项关于法人对危害人类罪的责任的条款。委员会特别采用了在

其他罪行背景下已被各国广泛接受、并且让各国在履行义务方面有较大灵活性的

措辞。 

(43)  第 5 条草案第 7 款以 2000 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

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为范本。《任择议定书》于 2000 年经大会通

过，自 2002 年起生效。截至 2016 年 8 月，有 173 个国家加入了《任择议定

书》，另有 9 个国家已签署但尚未批准该议定书。《任择议定书》第 3 条第 1

款要求每一缔约国确保本国刑法涵盖特定行为，例如出于性剥削目的出售儿

童或提供儿童卖淫。第 3 条第 4 款规定：“在不违反本国法律规定的情况

下，每一缔约国应酌情采取适当措施确定法人对本条第 1 款规定的罪行的责

任。在不违反缔约国的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可将法人的这一责任定为刑事、民事

或行政责任”。 

(44)  第 5 条草案第 7 款使用同样的措辞，但是将“缔约国”改为“国家”，将

“本条第 1 款规定的罪行”改为“本条草案所指罪行”。第 7 款从而规定了国家

“应采取措施”的义务，意味着国家必须本着诚意采取这类措施。与此同时，第

7 款在根据国内法来确定这些措施方面，赋予了国家相当大的灵活性。首先，

“在不违反本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理解为在将采取的措施方面，赋予国家相

  

 
1164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26 条。背景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谈判拟订〈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0.V.13)，第 233-235 页，

《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立法指南》(修订版第 2 版，2012 年)，第 107-113 页。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通过的类似公约见《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1997 年 11

月 21 日，巴黎)，第二条(“每一缔约方应依照其法律准则采取必要措施以确定法人因行贿外

国 公 职 人 员 而 承 担 的 责 任 ” ) ， 可 查 阅 www.oecd.org/daf/anti-

bribery/ConvCombatBribery_ENG.pdf (2016 年 7 月 11 日查阅)。 

 
1165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 2005 年议定书(2005 年 10 月 14 日，伦

敦)，第五条(1988 年公约及其议定书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78 卷，第 29004 号，第

201 页)。 

 
1166

 例如，见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1999 年 1 月 27 日，斯特拉斯堡)，联合国，《条约

汇编》，第 2216 卷，第 39391 号，第 225 页，第 18 条，以及(关于贿赂仲裁员和陪审员的)补

充议定书(2003 年 5 月 15 日，斯特拉斯堡)，同上，第 2466 卷，第 39391 号，第 168 页；《欧

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1977 年 1 月 27 日，斯特拉斯堡)，同上，第 1137 卷，第 17828 号，第

93 页，第 10 条。 

 
1167

 例如，见《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第 8 条；《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反腐败议定书》(2001 年

8 月 14 日，马拉维布兰太尔)，可查阅 www.sadc.int/files/7913/5292/8361/Protocol_Against_ 

Corruption2001.pdf ，第 4 条第 2 款；《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 

http://www.oecd.org/daf/anti-bribery/ConvCombatBribery_ENG.pdf
http://www.oecd.org/daf/anti-bribery/ConvCombatBribery_ENG.pdf
http://www.sadc.int/files/7913/5292/8361/Protocol_Against_%20Corruption2001.pdf
http://www.sadc.int/files/7913/5292/8361/Protocol_Against_%20Corruption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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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的酌处权；这一义务“不违反”国内法规定的国家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现有

做法。例如，在大多数国家，法人对刑事犯罪的责任只根据国内法对特定类型的

法人适用。实际上，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这种情况下的“法人”可能排除了

国家、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的其他公共机构，以及公共国际组织。1168
 同样，国

内法规定的法人责任可能存在差异，取决于：其行为可归咎于法人的自然人的范

围；自然人哪些形式的责任可导致法人责任；确定法人责任是否需要证明自然人

的犯罪意图；或是否需要证明某个自然人犯下了有关罪行。1169
 

(45)  第二，每个国家有“酌情”采取措施确定法人法律责任的义务。即使国家

依据其国内法，一般能够要求法人对刑事犯罪承担责任，国家也可以得出结论

称，在危害人类罪的具体背景下，这一措施是不适当的。 

(46)  对于已采取的措施，第 7 款第二句规定：“在不违反本国法律原则的情况

下，可将法人的这一责任定为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这样的句子似乎不仅见

于上文讨论过的 2000 年《任择议定书》，而且出现在其他广泛遵行的条约中，

如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170
 和 2003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1171
 这种措辞体现的灵活性再次确认并顾及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做法的多

样性。因此，如果确立法人刑事责任不符合本国的法律原则，国家就没有义务那

样做；而是可以取而代之以民事或行政责任。无论如何，不论定为刑事、民事还

是行政责任，该责任都不影响第 5 条草案规定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第 6 条 

确立国家管辖权 

1.  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在下列情况下对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的管辖

权： 

(a) 罪行发生在该国管辖的任何领土内，或发生在该国注册的船只或

飞机上； 

  

 
1168

 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明文作出排除(例如，见第 1 条(d)项，“为本公约的目

的，……“法人”应指根据适用的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的任何实体，但不包括国家或行使国

家权力的其他公共机构以及公共国际组织”)。 

 
1169

 关于不同普通法和民法对法人责任管辖权差异的概述，见黎特别法庭藐视法庭案法官裁决(上

文脚注 1152)，第 63-67 段。 

 
1170

 第 10 条第 2 款(“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包括刑事、民事或行政责

任。”)；另见《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5 条第 1 款(“每一缔约国应根据其

本国法律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以致当一个负责管理或控制设在其领土内或根据其法律设立的

法律实体的人在以该身份犯下了本公约第 2 条所述罪行时，得以追究该法律实体的责任。这

些责任可以是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 

 
1171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以包括刑事责任、民事

责任或者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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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控罪犯为该国国民，或该国认为应予管辖的、惯常在该国领土

内居住的无国籍人； 

(c) 受害人为该国国民，而该国认为应予管辖。 

2.  各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在被指控罪犯处于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而且本

国不按照本条款草案予以引渡或移交的情况下，确立对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

的管辖权。 

3.  本条款草案不排除一国行使根据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评注 

(1)  第 6 条草案规定，各国必须确立在某些情况下，如罪行发生在其管辖的领

土内、由其国民实施、或罪犯处于其管辖的领土内时，对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的

管辖权。 

(2)  一般说来，国际文书力求鼓励各国根据国内法确立相对广泛的各种管辖权

依据，以处理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使实施犯罪者没有庇护所。因此，依

照委员会 1996 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

要措施确定其对(治罪法草案)所载罪行(侵略罪除外)的管辖权”，“而不论这些

罪行的实施地点或实施者为何”。1172
 这样的管辖权范围是必要的，因为“委员

会认为，为了有效实施本治罪法，应以尽量宽广的国家法院管辖权加上可能的国

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为基础综合处理管辖权问题”。1173《罗马规约》序言规定，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

罪犯，必须通过国家一级采取措施”，以及“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

使刑事管辖权”。 

(3)  因此，涉及犯罪行为的条约在处理国内法实施的问题时，通常会纳入一项

确立国家管辖权的条款。例如，人权委员会起草强迫失踪问题国际文书工作组的

讨论决定，“为了使今后文书行之有效，看来必须为国内刑事法庭确立强迫失踪

方面尽可能广泛的管辖权。”。1174
 与此同时，此类条约通常只规定缔约国必须

在被指控罪犯处于其境内时行使管辖权(见下文第 8 条草案)，结果可能是把事项

提交该缔约国的起诉机关，或者是把被指控罪犯引渡或移交给另一缔约国或主管

国际法庭(见下文第 9 条草案)。 

(4)  考虑到各种条约、特别是《禁止酷刑公约》均接受此类义务，国际法院在

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中指出： 

  

 
1172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D 节，第 8 条。 

 
1173 

同上，第 8 条评注第(5)段。 

 
1174

 人权委员会，起草一个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书委员

会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E/CN.4/2003/71)，第 65 段。 

file://///conf-share1/conf/Groups/PEPS-Share/ILC%20Yearbooks/English%20Yearbooks%201/ILC_1996_v2_p2_e.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3/109/43/PDF/G0310943.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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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旨在打击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均规定，国家有义务将酷刑定为刑事

罪，并有义务确定国家有权管辖此类罪行。有关国家在接受该《公约》的约

束后，必须立即履行此义务，而该义务尤其具有预防和威慑性质，因为缔约

国一旦为起诉这类罪行确立必要的法律工具，便确保其法律制度可为此开展

活动，而且也承诺协同消除任何发生有罪不罚现象的风险。随着缔约国数目

不断增加，这种预防性质也日益明显。”1175
 

(5)  许多处理犯罪问题的条约中都有与第 6 条草案中出现的条款类似的规定。1176
 

虽然还没有关于危害人类罪的条约，但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根塔尔法官在其

个别意见中指出： 

“一系列带有特别管辖权条款的多边条约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决心，即实施战

争罪、劫持、劫持人质[和]酷刑者不能逍遥法外。虽然危害人类罪尚不是一项

明确的公约的客体，但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同样愤慨是不容置疑的。”1177
 

(6)  第 6 条草案第 1 款(a)项规定在罪行发生在一国领土内的情况下应确立管辖

权，此类管辖权通常称为“属地管辖权”。相对于一国的“领土”，委员会认为

宜表述为“[该国]管辖的领土”，以便涵盖该国的合法领土及其管辖或实际控制

的领土。这一术语符合本领域相关条约中采用的表述方式。今后需要重新讨论第

4 条草案案文，以确保术语一致。1178
 此外，属地管辖权往往包含对发生在某国

注册的船只或飞机上的罪行的管辖权；事实上，已通过关于危害人类罪的国内法

律的国家通常确立对发生在此类船只或飞机上的行为的管辖权。 

(7)  第 6 条草案第 1 款(b)项要求在被指控罪犯为该国国民时应确立管辖权，此

类管辖权有时称为“国籍管辖权”或“主动属人管辖权”。第 1 款(b)项还指

出，若罪犯为“惯常在该国领土内居住的无国籍人”，该国可以有选择地确立管

  

 
1175

 见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判决，《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422 页起，见第 451 页，第 75 段。 

 
1176 

例如，见《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 4 条；《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

公约》(1971 年 9 月 23 日，蒙特利尔)，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4 卷，第 14118 号，第

177 页，第 5 条，第 1 款(a)-(b)项；《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

罪行的公约》，第 3 条；《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 5 条；《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

约》，第 12 条；《禁止酷刑公约》，第 5 条；《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 10

条；《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第四条；《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第 6 条；《制

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7 条；《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 年 11 月 15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

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第 209 页，第 15 条；《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

约》，第 9 条第 1-2 款；《东盟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第七条第(1)-(3)款。 

 
1177

 2000 年 4 月 11 日逮捕令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判决，《200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3 页，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根塔尔法官的联合个别意见，第 51 段。 

 
117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0/10)，第七章，C 节，第 4 条，第 1

款(a)项(提及“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领土内”)。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5/161/05/pdf/G0516105.pdf?OpenElement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974/volume-974-I-14118-Englis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974/volume-974-I-14118-Englis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035/volume-1035-I-15410-Englis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035/volume-1035-I-15410-Englis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16/v1316.pdf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1.html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1.html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051/v2051.pdf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60.html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49/v2149.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78/v2178.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78/v2178.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219/v2219.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225/v2225.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716/Part/volume-2716-I-48088.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716/Part/volume-2716-I-48088.pdf
file://///conf-share1/conf/Groups/PEPS-Share/REFERENCES/1_2007_ASEANCounterTerrorism.pdf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21/8136.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5/180/57/PDF/G1518057.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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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这种表述是基于一些现行公约的用语，例如《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

5 条第 1 款(b)项。 

(8)  第 6 条草案第 1 款(c)项涉及犯罪受害人为该国国民时的管辖权，此类管辖

权有时称为“被动属人管辖权”。鉴于许多国家更倾向于不行使此类管辖权，这

种管辖权是选择性的；“若一国认为应予管辖”便可以确立管辖权，但该国没有

义务这样做。这种表述也是基于大量现行公约的用语。 

(9)  第 6 条草案第 2 款处理可能不存在其他类型的管辖权，但被指控罪犯“处

于”一国管辖的领土内，而且该国不按照本条款草案予以引渡或移交的情况。此

类情况下，即使罪行不是在该国领土内发生，被指控罪犯不是其国民，犯罪受害

人也不是其国民，但鉴于被指控罪犯处于该国管辖的领土内，因此该国仍有义务

确立管辖权。此项义务有助于防止被指控罪犯在本来与罪行没有任何关联的国家

寻求庇护。 

(10)  第 6 条草案第 3 款明确指出，虽然各国有义务行使以上类型的管辖权，但

不排除根据该国国内法可以确立的任何其他管辖权。事实上，为维护缔约国在条

约范围之外确立国家管辖权的权利，同时不妨碍任何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处理犯

罪行为的条约通常留有余地，让缔约国可以确立其他管辖权依据，据以追究被指

控罪犯的责任。1179
 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根塔尔法官在逮捕令案的联合个别

意见中特别引用了《禁止酷刑公约》的这一条款，指出： 

“我们反对这一建议，即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已“移交”给国际条约和法

庭，而国家法院在此类事项上没有权限。在制定相关条约规定时开展了极为细

致的工作，力求不排除其他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使管辖权的理由。”1180
 

(11)  确立第 6 条草案所列的各类国家管辖权，对于支持下文第 9 条草案所述

“引渡或审判”义务也十分重要。纪尧姆法官在逮捕令案的个别意见中谈及这类

条约建立的“制度”： 

“一经发现这些公约所述罪行的犯罪人在一国领土内，该国就有义务将其逮

捕，然后引渡或起诉。该国首先必定已授予法院管辖权，若不引渡就对其进

行审判。这样便可保证所有相关罪行均受到惩罚，因为所有国家都拒绝庇护

犯罪人。”1181
 

  

 
1179

 见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修订草案(A/AC.254/4/Rev.4)，脚注 102，第 20 页；另见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解

释性报告，《欧洲条约汇编》，第 173 号，第 83 段(“管辖权历来依据属地或国籍。然而，在

反腐败领域，这些原则有时可能不足以用于行使管辖权，例如在发生于缔约方领土之外，不

涉及其国民但仍然影响其利益(如国家安全)的案件中。本条第 4 款允许缔约方依照其国内法，

确定其他类型的管辖权。”)。 

 
1180 

2000 年 4 月 11 日逮捕令案(见上文脚注 1177)，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根塔尔法官的联合个

别意见，第 51 段。 

 
1181 

同上，纪尧姆法官的个别意见，第 9 段(强调系本文所加)。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21/8126.pdf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21/8136.pdf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21/81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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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条 

调查 

各国应确保在有合理依据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经或正在发生构成危

害人类罪行的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 

  评注 

(1)  第 7 条草案处理有合理依据认为在一国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经或正在发生

构成危害人类罪行的行为的情况。该国最适合开展这一调查，以便确定罪行是否

确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如果是，则确定犯罪者是该国控制的政府军队、另一国控

制的军队还是非国家组织。这样的调查不仅可以为查明被指控罪犯及其方位奠定

基础，还有助于追本溯源以防止罪行延续或再度发生。应将这一调查与下文第 8

条草案第 2 款所述对一国境内被指控罪犯的相关事实开展的初步调查加以对照。 

(2)  处理其他罪行的一些条约也载有类似义务。1182
 例如，《禁止酷刑公约》第

12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

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此项义务有别于缔约国根据

《禁止酷刑公约》第 6 条第 2 款承担的对某被指控罪犯的有关事实进行调查的义

务。《禁止酷刑公约》第 12 条要求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已发生犯罪行为时开

展调查，无论受害人是否已向该国主管当局正式提出申诉。1183
 事实上，由于酷

刑做法越普遍的国家，正式提出酷刑申诉的数目很可能越少，所以即使一国没有

接到任何申诉，也可能发生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第 12 条的行为。禁止酷刑委

员会已经指出，凡有适当理由认为发生了酷刑或虐待，国家当局就必须“自动进

行”调查，而“无需特别注重怀疑的依据”。1184
 

(3)  禁止酷刑委员会还认为，如果国家调查做不到“及时而公正”，就违反了

第 12 条。1185
 要求及时调查意味着一旦怀疑发生了犯罪行为，就应立即或毫不

拖延地启动调查。在委员会认为调查不够及时的大多数案件中，或是根本没有

进行任何调查，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调查。例如，委员会认为“对酷刑指

控的调查如耽搁 15 个月才启动，属于时间过长，违反了《公约》第 12 条的规

  

 
1182

 例如，见《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约》，第 8 条；《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第 12 条第 2 款；《欧洲委员会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公约》(2011 年 5 月

11 日，伊斯坦布尔)，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 210 号，第 55 条第 1 款。 

 
1183 

见 Encarnacíon Blanco Abad 诉西班牙，第 59/1996 号来文，1998 年 5 月 14 日，第 8.2 段，载

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3/44)，附

件十，A.3 节；Danilo Dimitrijevic 诉塞尔维亚和黑山，第 172/2000 号来文，2005 年 11 月 16

日，第 7.3 段，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61/44)，附件八，A 节。 

 
1184

 见 Dhaou Belgacem Thabti 诉突尼斯，第 187/2001 号来文，2003 年 11 月 14 日，第 10.4 段，

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9/44)，附件七，A 节。 

 
1185

 例如，见 Bairamov 诉哈萨克斯坦，第 497/2012 号来文，2014 年 5 月 14 日，第 8.7-8.8 段，

同上，《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69/44)，附件十四。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1.html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716/Part/volume-2716-I-48088.pdf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conventions/rms/090000168008482e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98/269/72/IMG/N9826972.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6/445/95/PDF/G0644595.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4/429/78/PDF/G044297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125/96/PDF/G141259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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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186
 要求及时调查所依据的理由是，可证明酷刑的物质痕迹可能会很快消

失，提出申诉的受害人也有再次遭受酷刑的危险，而及时调查有可能防止这些情

况。1187
 

(4)  要求公正调查意味着各国必须以严肃、有效和不偏不倚的方式进行调查。

禁止酷刑委员会曾在一些情况下建议，对犯罪行为的调查应“处于司法机构独立

成员的直接监督之下”。1188
 委员会曾在其他情况下表示，“应严格禁止所有无

权进行刑事案件调查的政府机构进行此种调查。”1189
 委员会指出，公正的调查

对犯罪行为发生或未发生的说法给予同等重视，然后通过适当的调查渠道追查，

例如检查现有的政府记录、审查相关政府官员、或下令挖尸检验。1190
 

(5)  一些条约没有明确载列这种调查义务，但被理解为其行文暗含这一义务。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明确载列这样的义务，但人权事务

委员会一再申明各国必须秉持诚意调查违反《公约》的情况。1191
 区域人权机构

也将其法律文书解释为隐含着进行调查的义务。1192
 

  

 
1186

 Qani Halimi-Nedzibi 诉奥地利，第 8/1991 号来文，1993 年 11 月 18 日，第 13.5 段，同上，

《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49/44)，附件五。 

 
1187 

Encarnacíon Blanco Abad 诉西班牙(见上文脚注 1183)，第 8.2 段。 

 
1188

 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49/44)，第四

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提出的报告，厄瓜多尔，第 97-105 至段，见第 105 段。 

 
1189

 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6/44)，第四章，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9

条提出的报告，危地马拉，第 67-76 段，见第 76 段(d)分段。 

 
1190

 Khaled Ben M’Barek 诉突尼斯，第 60/1996 号来文，1999 年 11 月 10 日，第 11.9-11.10 段，

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5/44)，附件八，A 节。 

 
1191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评论，第 15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9/40)，第一卷，附件三)；另见 Nazriev 诉塔吉克斯坦，

第 1044/2002 号来文，2006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

编第 40 号》(A/61/40)，第二卷，附件五，P 节)；Kouidis 诉希腊，第 1070/2002 号来文，

2006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9 段(同上，T 节)；Agabekov 诉乌兹别克斯坦，第

1071/2002 号来文，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62/40)，第二卷，附件七，I 节)；Karimov 诉塔吉克斯坦和 Nursatov 诉塔吉克斯

坦，第 1108/2002 号和第 1121/2002 号来文，2007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同上，

H 节)。 

 
1192

 例如，见欧洲人权法院，Ergi 诉土耳其，1998 年 7 月 28 日，《判决和决定汇编》，1998 年

第四辑，第 82 段，第 85-86 段；Bati 等诉土耳其，第 33097/96 和第 57834/00 号，《欧洲人

权法院判决和决定汇编》，2004 年第四辑，第 133 段；Paniagua Morales 等诉危地马拉，1998

年 3 月 8 日的判决，美洲人权法院，C 辑，第 37 号；“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秘鲁”，第

101/01 号报告，2001 年 10 月 11 日，美洲人权委员会，OEA/Ser./L/V/II.114 doc.5 rev, 第 563

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94/265/34/IMG/N942653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94/265/34/IMG/N9426534.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1/436/26/PDF/G014362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0/434/06/PDF/G004340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4/438/07/pdf/G0443807.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6/444/57/pdf/G0644457.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8/460/57/pdf/N0846057.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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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条 

当被指控罪犯在境内时的初步措施 

1.  任何国家，如果被指控犯有第 5 条草案所述任何罪行的人在其管辖下的

领土之内，经审查所获情报后认为根据情况有此必要，应将该人拘押或采取

其他法律措施确保该人留在境内。拘押和其他法律措施应符合该国法律的规

定，但延续时间只限于提起任何刑事、引渡或移交程序所需的时间。 

2.  该国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 

3.  如一国根据本条草案将某人拘押，则应立即向第 6 条草案第 1 款所述各

国通知该人受到拘押的事实和拘留该人之所以必要的情况。本条草案第 2 款

所述进行初步调查的国家应立即向所述有关各国通报调查结果，并表明是否

有意行使管辖权。 

  评注 

(1)  第 8 条草案规定了被指控罪犯在其管辖下的领土之内时，一国应采取的某

些初步措施。第 1 款促请该国依照本国法律将该人拘押或采取其他法律措施确保

该人留在境内，但只限于提起任何刑事、引渡或移交程序所需的时间。此类措施

是国家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惯常步骤，特别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犯罪行为和被指控

罪犯逃跑的风险。 

(2)  第 2 款规定该国应立即对事实真相进行初步调查。各国刑法通常规定进行

这种初步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可起诉的罪行。 

(3)  第 3 款规定，该国应立即向第 6 条草案第 1 款所述各国通报其行动，及该

国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权。这种做法使其他国家得以考虑是否希望行使管辖权；如

果是，它们有可能要求引渡。有些情况下，该国也许并不充分了解哪些其他国家

已经确立了管辖权(例如一国有选择地确立对惯常在该国领土内居住的一名无国

籍人的管辖权)；此种情况下，履行此项义务的可行性也许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4)  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均认识到在危害人类罪方面采取此种措施的重要

性。因此，大会促请“一切有关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以彻底调查……危害人类

罪……并对所有尚未交付审判或惩治之……危害人类罪犯施行侦查、逮捕、引渡

及惩治”。1193
 同样，大会还申明，“各国拒绝合作，不肯逮捕、引渡、审判和

惩治……危害人类罪犯，便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的公认规

律”。1194
 安全理事会强调，“各国有责任遵守相关义务，终止有罪不罚的现

  

 
1193

 大会 1969 年 12 月 15 日关于战争罪犯及危害人类罪犯之惩治问题的第 2583(XXIV)号决议，第 1

段。 

 
1194

 大会 1971 年 12 月 18 日关于战争罪犯及危害人类罪犯的惩治问题的第 2840(XXVI)号决议，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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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彻底调查并起诉应对……危害人类罪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

责的人，以防止违犯行为，避免这类行为重演，寻求持久和平、正义、真相与和

解”。1195
  

(5)  处理犯罪问题的条约通常会规定此类初步措施，1196《禁止酷刑公约》第 6

条便是如此。1197
 国际法院除其他外回顾第 6 条所载规定时解释说，“将适当立

法纳入国内法……可使嫌疑人所在国家立即对事实真相进行初步调查……这是使

该国在了解事实后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的必要步骤……”。1198
 法院

认为初步调查与主管当局进行的任何调查一样，是为了证明对所涉人员的怀疑是

否属实。开展调查的机关负责起草案卷，其中载有相关事实和证据；“这可能包

括与所讨论的事件和与嫌疑人在相关事件中可能的参与情况有关的文件或目击者

证词”。1199
 法院还指出，“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调查仍然取决于缔约国”，但

“确定嫌疑人在该国境内之后，应立即采取步骤对该案件进行调查。”1200
 此

外，这种初步措施的目的是“在嫌疑人未被引渡的情况下对其展开司法程序，实

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即通过避免这类行为实施者有罪不罚的现象提高打击

酷刑斗争的成效”。1201 
 

  第 9 条 

引渡或审判 

被指控罪犯在其管辖下的领土之内的国家，应将该案提交主管当局以便起

诉，除非该国将犯罪人引渡或移交另一国家或主管国际刑事法庭。这些当局

应以处理该国法律定为性质严重的任何其他罪行的相同方式作出决定。 

  评注 

(1)  第 9 条草案规定，被指控罪犯在其管辖下的领土之内的国家，有义务在该

国的国内系统将被指控罪犯提交起诉。履行这项义务的唯一替代手段是该国将被

指控罪犯引渡或移交愿意且有能力自行将该事项提交起诉的另一国家或主管国际

  

 
1195

 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第 1894 (2009)号决议，第 10 段。 

 
1196

 例如，见《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 6 条；《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

公约》，第 6 条；《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6 条；《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约》，第 8

条；《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第 7 条；《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第 9 条；《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第 7 条；《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

公约》，第 10 条；《东盟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第八条。 

 
1197

 《禁止酷刑公约》，第 6 条。 

 
1198

 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见上文脚注 1175)，第 450 页，第 72 段。 

 
1199

 同上，第 453 页，第 83 段。 

 
1200

 同上，第 454 页，第 86 段。 

 
1201

 同上，第 451 页，第 74 段。 

http://undocs.org/ch/S/RES/1894(2009)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05/161/05/pdf/G0516105.pdf?OpenElement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974/volume-974-I-14118-Englis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974/volume-974-I-14118-English.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16/v1316.pdf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1.html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49/v2149.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178/v2178.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716/Part/volume-2716-I-48088.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716/Part/volume-2716-I-48088.pdf
file://///conf-share1/conf/Groups/PEPS-Share/REFERENCES/1_2007_ASEANCounterTerrorism.pdf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4/170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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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庭。这项义务通常称为引渡或审判原则，这是委员会最近研究的一项原

则，1202
 许多有关罪行的多边条约也载有该原则。1203

 虽然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的直译可能无法充分体现该义务的含义，但委员会决定应该在标题中保留这一术

语，在提及此种义务时普遍使用。 

(2)  委员会 1996 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 18 条为“危害人类

罪”作了定义，并在第 9 条中进一步规定，“在不妨害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的

情形下，在其领土上发现据指控有第 17、第 18、第 19 或第 20 条所述罪行之个

人的缔约国应引渡或起诉该个人”。1204
 

(3)  载有这种义务1205
 的大多数多边条约使用得名于 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

持航空器的公约》的所谓的“海牙套语”。1206
 该套语规定，只要被指控罪犯在

缔约国领土上，不管其他缔约国是否要求引渡，都会产生此种义务。虽然经常被

  

 
120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9/10)，第六章。 

 
1203

 “对与国际法委员会就‘引渡或起诉(aut dedere aut judicare)义务’专题开展的工作可能有关的

多边公约的调查”，秘书处的研究报告(A/CN.4/630)。 

 
1204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章，D 节(第 9 条)；另见人权委员会关于有罪

不罚问题的第 2005/81 号决议(上文脚注 1100)，第 2 段(确认“各国必须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

务起诉或引渡……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的肇事者及其同谋，以将其绳之以法，并敦促各国

采取有效措施履行这些义务”)。 

 
1205

 见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防止和惩治以侵害个人罪行和相关勒索罪行形式进行的具有国

际影响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1971 年 2 月 2 日，华盛顿特区)，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38 卷，第 24371 号，第 195 页，第 5 条；《非洲统一组织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1977

年 7 月 3 日，利伯维尔)，同上，第 1490 卷，第 25573 号，第 89 页，第 8-9 条，第 2-3 款；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1977 年 1 月 27 日，斯特拉斯堡)，同上，第 1137 卷，第 17828

号，第 93 页，第 7 条；《美洲防止和惩处酷刑公约》，第 14 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制止

恐怖主义活动区域公约》(1987 年 11 月 4 日，加德满都)，《关于预防和制止……的国际文

书》(见上文脚注 1058)，174 页起，第四条，第 176 页；《美洲被迫失踪人士公约》，第 6

条；《美洲国际贩卖未成年人问题公约》(1994 年 3 月 18 日，墨西哥城)，美洲组织，《条约

汇编》，第 79 号，第 9 条；《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1996 年 3 月 29 日，加拉加斯)，第 13

条，第 6 款；《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弹药、爆炸物及其他有关材料公约》

(1997 年 11 月 14 日，华盛顿特区)，第 19 条，第 6 款；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制止恐怖

主义公约》(1998 年 4 月 22 日，开罗)《关于预防和制止……的国际文书》(见上文脚注

1058)，第 178 页起，第 6 条，第 183 页；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1999 年 1 月 27

日，斯特拉斯堡)，《欧洲条约汇编》，第 173 号，第 27 条第 5 款；《伊斯兰会议组织关于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1999 年 7 月 1 日，瓦加杜古)，第 59/26-P 号决议附件，可查阅 

www.oic-oci.org/english/convenion/terrorism_convention.htm，第 6 条；欧洲委员会，《网络犯

罪公约》(2001 年 11 月 23 日，布达佩斯)，《欧洲条约汇编》，第 185 号，第 24 条第 6 款；

《 非 洲 联 盟 预 防 和 打 击 腐 败 公 约 》 (2003 年 7 月 11 日 ， 马 普 托 ) ， 可 查 阅

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86-file-african_union_convention_preventing_combating_ 

corruption.pdf, 第 15 条第 6 款；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2005 年 5 月 16 日，华沙)，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6 号，第 18 条；《欧洲委员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2005 年 5

月 16 日，华沙)，《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 197 号，第 31 条第 3 款；《东盟反恐公约》

(见上文脚注 1058)，第十三条第 1 款。 

 
1206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 7 条。 

http://www.oic-oci.org/english/convenion/terrorism_convention.htm
http://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86-file-african_union_convention_preventing_combating_%20corruption.pdf,%20第15条第6
http://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86-file-african_union_convention_preventing_combating_%20corruption.pdf,%20第15条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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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引渡或“起诉”义务，但所要求的义务是“将该案提交主管当局以便起

诉”，这意味着将案件提交检察机关，该机关可决定是否起诉。具体而言，如果

主管当局确定没有足够证据定罪，则不需要起诉被指控罪犯，也不需要对其进行

审判或惩处。1207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说明，该

套语规定“有义务逮捕被指控罪犯，有可能引渡，有义务提交主管当局，并有可

能进行起诉。”1208
  

(4)  在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中，国际法院分析了

《禁止酷刑公约》第 7 条中的海牙套语： 

“90.  从《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第 7 条第 1 款是基于

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中载

有的一个类似规定。有关将该案提交主管当局以便起诉的义务(以下称“起

诉义务”)的规定是以交由主管当局决定是否要开始诉讼程序的方式作出

的，从而显示对缔约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的尊重。此外，这两项公约都强调

主管当局应根据该国法律，以对待情节严重的任何普通犯罪案件的同样方式

作出决定(《禁止酷刑公约》第 7 条第 2 款和 1970《海牙公约》第 7 条)。因

此，有关国家当局仍有责任决定是否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和有关的刑事诉讼

规则提起诉讼。 

“91.  第 7 条第 1 款中规定的起诉义务通常是在该国已履行《禁止酷刑公

约》该条款之前条款中规定的其他义务后履行的，其中要求该国通过适当立

法，使其可以将酷刑定为刑事罪、赋予其法院对该问题的普遍管辖权，并对

事实展开调查。这些义务作为一个整体可视为一个单一的公约机制的要素，

这一公约机制的目的是防止嫌疑人逃脱其经证实的刑事责任的后果…… 

…… 

“94.  法院认为，第 7 条第 1 款要求有关国家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

起诉，无论此前有无引渡嫌疑人的请求。这就是为何第 6 条第 2 款规定，自

嫌疑人入境之时起，该国必须立即进行初步调查。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将案

件提交主管当局的义务，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提起诉讼，这要看当局关

于嫌疑人所受指控得到的证据。 

“95.  然而，如果嫌疑人所在国已经在《公约》条款中设想的任一情况下

收到了引渡请求，该国可以通过接受此请求免除起诉的义务。由此可见，

《公约》虽然规定可以选择引渡或选择交付起诉，但不意味着两种选择分量

  

 
1207 

见 A/CN.4/630(上文脚注 1203)，第 74-75 页。 

 
1208

 主席 Gilbert Guillaume (法国代表)的发言，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1970 年 2

月 9 日至 3 月 11 日，蒙特利尔，《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问题的会议记录和文件》，第 30 次

会议(1970 年 3 月 3 日) (8877-LC/161 号文件)，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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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引渡是《公约》提供给国家的一个备选办法，而起诉是《公约》规定

的一项国际义务，违反这项义务属于不法行为，国家为此要承担责任。 

…… 

“114.  尽管《公约》第 7 条第 1 款没有关于履行其规定义务的时间框架的

规定，在案文中必定暗示此种义务须在合理的时间内以符合《公约》的宗旨

和目的的方式履行。 

“115.  法院认为，《公约》第 7 条第 1 款中规定国家有起诉义务，其意图

是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的，即“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的斗

争”(《公约》序言)。为此，应毫不拖延地开展诉讼程序。 

…… 

“120.  这些条约规定的目的是防止被指控的酷刑行为犯罪人免受处罚，方

法是确保他们无法在任何缔约国避难。嫌疑人所在国家确实可选择将其引渡

到提出此种要求的国家，但根据《公约》第 5 条，这样做的条件是引渡的目

的地国具有起诉和审判嫌疑人方面的管辖权。”1209
 

(5)  法院还认定，下述多种因素无法成为不履行这些义务的理由：国家财政困

难；1210
 将问题提交区域组织；1211 或根据国家的国内法难以履行此种义务。1212

 

(6)  第 9 条草案第一句话确认，履行国家义务可通过将被指控罪犯引渡或移交

另一国家，还可引渡或移交有权起诉罪犯的国际刑事法庭。随着国际刑事法院和

其他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出现了这第三种选择。1213
 “引渡”一词往往涉及将

某人送往一国，但“移交”一词通常用于将某人送往主管国际刑事法庭，第 9 条

草案如此编写是为了不以这种方式限制术语的使用。国家刑事系统和国际关系中

使用的术语可能各不相同，1214
 因此，委员会认为更笼统的措辞是可取的。此

  

 
1209 

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见上文脚注 1175)，第 454-461 页，第 90-91 段、第 94-95

段、第 114-115 段和第 120 段。 

 
1210

 同上，第 460 页，第 112 段。 

 
1211 

同上。 

 
1212 

同上，第 460 页，第 113 段。 

 
121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9/10)，第六章，C 节(本专题最后报

告)，第(35)段，第 155-156 段。 

 
1214

 例如见，欧洲联盟，理事会 2002 年 6 月 13 日关于欧洲逮捕令和成员国之间移交程序的框架

决定 ,《欧洲共同体公报》，L 190 号，2002 年 7 月 18 日，第 1 页，可查阅 http://eur-

lex.europa.eu/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2F0584:en:HTML。该框架决定第 1 条

规定：“欧洲逮捕令是成员国签发的司法判决，其目的是使另一成员国逮捕和移交所要求的

人，以便进行刑事起诉或执行监禁判决或拘留令”(强调系本文所加)。 

http://legal.un.org/docs/?path=../ilc/reports/2014/english/chp6.pdf&lang=EFSRAC
http://eur-lex.europa.eu/%20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2F0584:en:HTML
http://eur-lex.europa.eu/%20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2F0584: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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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虽然第 9 条草案将提法的范围限制为国际刑事法庭以便表示必须是送出国承

认其司法权的法庭，1215
 但这种限制被视为没有必要。 

(7)  第 9 条草案第 2 句规定，当一国将案件提交起诉或引渡或移交人员时，其

“当局应以处理该国法律定为性质严重的任何其他罪行的相同方式作出决定”。

载有海牙套语的大部分条约都包括这样一个条款，其目的是帮助确保与严重罪行

有关的正规程序和证据标准得到适用。 

  第 10 条 

公平对待被指控罪犯 

1.  任何因第 5 条草案所述罪行而被采取法律措施的人，在诉讼的所有阶段

应保障其公平待遇，包括公平审判，并应充分保护该人按照适用的国内法和

国际法、包括人权法所具有的各项权利。 

2.  在非本人国籍国的监狱、扣押或拘留中的任何此类人员应有权： 

(a) 立即联络下述国家的距离最近的适当代表：其国籍国或有权保护

其权利的其他国家，如此人为无国籍人员，则为经其请求而愿意保护其权利

的国家； 

(b) 接受此类国家代表的探视； 

(c) 立即被告知其根据本款所享有的权利。 

3.  第 2 款所述各项权利的行使应符合该人所在领土管辖国的法律和规章，

但所述法律和规章必须能使第 2 款所规定权利的预期目的得到充分落实。 

  评注 

(1)  第 10 条草案侧重于国家给予在该国管辖下的领土之内的被指控罪犯公平待

遇，包括公平审判和充分保护其权利。此外，第 10 条草案承认在非本人国籍国

的监狱、扣押或拘留中的被指控罪犯接触其国籍国代表的权利。 

(2)  所有国家的国内法均规定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该国因刑事犯罪而受到调查、

拘留、审判或惩罚的人。这种保护可能是在宪法、法规、行政规章或司法先例中

作出的明确规定。此外，还可能会编纂详细规则，或确立大略标准，提及“公平

待遇”、“正当程序”、“司法保障”、或“平等保护”。这种保护极为重要，

因为它能避免国家刑事司法机构将其超常权力不当地施加于嫌疑人，其效果包括

使该个人能够向独立法庭充分质疑该国的指控(因而保障“权利平等”)。 

  

  

 
1215 

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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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在，此种重要保护在国际刑法和人权法中也已得到明确承认。在最普遍

的层面上，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和第十一条确认了此类保护，1216
 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提出了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更具体的

标准。普遍而言，为国际法院或法庭规定标准的文书一般均致力于具体叙述《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中规定的标准，而关于国内法的文书则采

用大略的标准，意图是在涉及被指控罪犯的国内诉讼的“所有阶段”确认和体现

第十四条以及其他有关文书的具体标准。1217
 

(4)  关于国内法的这些条约没有定义“公平待遇”一词，但该词被视为包括被

指控罪犯拥有的具体权利，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

权利。因此，委员会在起草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

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第 8 条时指出，“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受到公平待遇”的表述

“旨在涵盖被拘留者或被告的所有公认保障规定”，并指出“这类保障的一个例

子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1218
 此外委员会还指出

“‘适当程序’、‘公平审理’或‘公平审判’等较常见的表述可能被人从狭义

的技术意义上加以解释。与之相比，‘公平待遇’的表述比较广义，因此更可

取”。1219
 最后，委员会还解释说，“诉讼的各个阶段”的表述“旨在于被指控

罪犯被发现和采取措施使其留在境内的时刻起直至就案件作出最后裁决期间保障

其权利”。1220
 

  

  

 
1216 

《世界人权宣言》，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 217A (三)号决议，第十至第十一条。 

 
1217

 例如见,《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九条；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八条第 2 款；《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7 条第 3 款；《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 年 3 月 10

日，罗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78 卷，第 29004 号，第 201 页，第十条第 2 款；

《儿童权利公约》(1989 年 11 月 20 日，纽约)，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第 3 页，第

40 条第 2 款(b)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1989 年 12 月 4 日，纽

约)，同上，第 2163 卷，第 37789 号，第 75 页，第 11 条；《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

约》，第 14 条；《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1999

年 3 月 26 日，海牙)，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53 卷，第 3511 号，第 17 条第 2 款；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17 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第 16 条第 13 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 年 10 月 31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第 41 页，第四十四条第十四款；《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

际公约》(2005 年 4 月 13 日，纽约)，同上，第 2445 卷，第 44004 号，第 89 页，第十二条；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第三款；《东盟反恐公约》，第八条第 1

款。 

 
1218

 《1972 年……年鉴》，第二卷，A/8710/Rev.1 号文件，第三章 B 节(关于防止及惩治侵害外交

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第 8 条的评注，第 320 页。 

 
1219

 同上。 

 
12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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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虽然“公平待遇”一词包含“公平审判”概念，但许多条约明确提及公平

审判，以强调其特别重要性。事实上，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

利是“人权保护的一项关键内容”，也是“保障法治的一项程序手段”。1221
 因

此，第 10 条草案第 1 款中称公平待遇“包括公平审判”。 

(6)  除了公平待遇，被指控罪犯还有权得到对其权利的最高保护，无论这种权

利产生于适用的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这些权利载于宪法、法规

或各国的国内法律制度内的其他规则，在国际层面，则载于全球人权条约、区域

人权条约1222
 或其他适用文书。1223

 因此，第 10 条草案第 1 款还承认，各国必

须充分保护罪犯“按照适用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包括人权法所具有的各项权

利”。 

(7)  第 10 条草案第 2 款阐述国家对在非本人国籍国和“在监狱、扣押或拘留

中”的被指控罪犯的义务。这一表述应被理解为包括国家限制人员与其国籍国代

表自由联络和接受这些代表探视的所有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要求被指控罪犯在

其管辖下的领土之内的国家立即联络下述国家的距离最近的适当代表：其国籍国

或有权保护其权利的其他国家或经其请求而愿意保护其权利的国家。此外，被指

控罪犯有权接受此类国家代表的探视。最后，被指控罪犯有权立即被告知这些权

利。此外，第 2 款对无国籍人也适用这些权利，要求这些人有权立即联络经其请

求而愿意保护其权利的国家的距离最近的适当代表，并接受该代表的探视。 

(8)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一款1224
 (将权利赋予被拘留

  

 
1221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十四条(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

正审判的权利)，《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62/40)，附件六，第 2

段；另见第 18-28 段。 

 
1222

 例如见《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1969 年 11 月 22 日，圣何塞)，联合

国，《条约汇编》，第 1144 卷，第 17955 号，第 123 页，第八条；《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

章》(1981 年 6 月 27 日，内罗毕)，同上，第 1520 卷，第 26363 号，第 217 页，第七条；《保

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1950 年 11 月 4 日，罗马)，同上，第 213 卷，第 2889 号，第 221

页，第六条。 

 
1223

 例如见《世界人权宣言》(上文脚注 1216)；第九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通过的《美洲关于人的权

利和义务宣言》(1948 年 5 月 2 日，波哥大)(见 www.oas.org/dil/1948%20American%2012 

laration% 20of%20the%20Rights%20and%20Duties%20 of%20Man.pdf)；《开罗伊斯兰人权宣

言》，伊斯兰合作组织第 49/19-P 号决议，附件，可查阅  www.oicoci.org/english/article/ 

human.htm；《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欧洲共同体公报》，C 364 号，2000 年 12 月 18

日，第 1 页。 

 
1224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3 年 4 月 24 日，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96 卷，

第 8638 号，第 261 页，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A/71/10 

GE.16-14345 275 

者和国籍国1225
 )和习惯国际法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权利。最近的针对罪行的

条约通常不会如此详细，而是与第 10 条草案第 2 款一样，仅重申被指控罪犯有

权联络其国籍国并接受其探视(对无国籍者而言，则有权联络其通常居住的国家

或其他愿意保护此人权利的国家)。1226
 

(9)  第 10 条草案第 3 款规定，第 2 款所述各项权利的行使应符合该人所在领土

管辖国的法律和规章，但这些法律和规章不得妨碍这些权利的预期目的得到充分

落实。这些国内法律和规章可涉及调查法官为保护受害者和证人而对联络施加限

制的能力以及探视被关押在拘留设施的人的标准条件等问题。《维也纳领事关系

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1227
 中存在一个类似条款，该条款还被列入了许多关于

犯罪的条约。1228
 委员会在后来成为《维也纳公约》的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对该条

款作了如下解释： 

“(5) 上述各项权利依照接收国的法律和规章行使。因此，依照刑事诉

讼法和监狱规章的规定，探视被羁押和监禁者是可允许的。作为一项一般规

则，为了探视正在受到刑事调查或刑事审判的被羁押者，刑事诉讼法要求得

到预审法官的许可，预审法官将根据调查要求作出决定。在这样的案件中，

领事官员必须向预审法官申请许可。在一人根据一项判决而被监禁的情况

下，关于探视囚犯的监狱规章也适用于领事官员对身为派遣国国民的犯人的

探视。 

…… 

“(7) 虽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接收国的法律和规章，但这

不意味着这些法律和规章可以宣布有关权利无效”。1229
 

  

 
1225

 拉格朗案(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200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66 页起，见第

492 页，第 74 段，(“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了一项旨在促进执行领事保护制度的互相关联的

制度”)，并见第 494 页，第 77 段(“基于这些规定的案文，法院认为，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确

立了个人权利”)。 

 
1226

 例如见《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六条；《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公

约》，第六条第三款；《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第六条第 2 款；《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六条第 3 款；《禁止酷刑公约》第 6

条第 3 款；《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十七条第二款；《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

件的国际公约》，第 7 条第 3 款；《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9 条第 3

款；《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第七条第 3 款；《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

际公约》，第十条第三款；《东盟反恐公约》，第八条第 4 款。 

 
1227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1228

 例如见，《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四条；《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 7

条第 4 款；《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9 条第 4 款；《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

恐怖主义公约》第七条第 4 款；《东盟反恐公约》，第八条第 5 款。 

 
1229

 《1961 年……年鉴》，第二卷，A/4843 号文件，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和评注，第 36 条

的评注第(5)和(7)段。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04/7736.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16/v13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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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拉格朗案中，国际法院裁定，《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所述

“权利”“必须被解读为不仅适用于派遣国的权利，而且也适用于被拘禁的个人

的权利”。1230
 

  

  

 
1230

 拉格朗案(见上文脚注 1225)，第 497 页，第 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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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保护大气层 

 A. 导言 

86.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 年)决定根据一项谅解将“保护大气层”专题

列入工作方案，并任命村濑信也先生为特别报告员。1231
 

87.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 年)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一次报

告，1232
 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 年)收到并审议了第二次报告。1233

 委员会在特别

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提出的指南草案的基础上，暂时通过了三条指南草案和四个序

言段落及其评注。1234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88.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A/CN.4/692)。特别

报告员在前两次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了与此专题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即国家防

止大气污染和减缓全球大气层退化的义务和尽职要求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员

还探讨了与可持续和公平利用大气层有关的问题以及对某些有意改变大气层的活

动的法律限制。相应地，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以下指南草案：国家保护大气层的义

务、环境影响评估、可持续利用大气层、公平利用大气层、地球工程。他还建议

在序言部分增加一段，作为第四段，并对委员会 2015 年暂时通过的关于国际合

作的指南草案重新编号。 

  

 
1231

 在 2013 年 8 月 9 日举行的第 3197 次会议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8/10)，第 168 段)。委员会将此专题列入工作方案时有以下谅解：“(a) 此专题工作的

进行方式不会影响有关的政治谈判，包括就气候变化、臭氧层消耗、远距离跨界空气污染进

行的政治谈判。此专题不会处理，但也不妨碍诸如下述问题：国家及其国民的赔偿责任、污

染者付费原则、谨慎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和技术，包括知识

产权；(b) 这一专题也不会处理具体物质，例如国家之间正在谈判的黑碳、对流层臭氧以及其

他双重影响物质。这一专题不会试图“弥补”条约制度存在的缺陷；(c) 与外层空间有关的问

题，包括外层空间的划界问题，不在此专题的范围之内；(d) 此专题的工作结果将是指南草

案，但这种指南草案不会试图给现行条约制度强加条约制度尚不具有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

则。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将以上述谅解为基础。”大会 2013 年 12 月 16 日第 68/112 号决议第 6

段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将此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2011 年)按照委员会报告

附件 B 所载建议(《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6/10)，第 365 段)，

将此专题列入长期工作方案。 

 
1232

 关于保护大气层的第一次报告(A/CN.4/667)。 

 
1233

 关于保护大气层的第二次报告(A/CN.4/681)。 

 
123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0/10)，第 53-54 段。 

http://undocs.org/ch/A/CN.4/692
http://undocs.org/A/68/10
http://undocs.org/A/66/10
http://undocs.org/A/CN.4/667
http://undocs.org/A/CN.4/681
http://undocs.org/A/6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