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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在 1949 年第一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选定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这一
主题作为一个编纂专题，但未将其列入给予优先的专题清单。在 1977 年第二十
九届会议上，委员会建议在不久的将来选择“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进
行积极审议，同时考虑到其日常实际意义以及是否适合编纂和逐渐发展。
大会在 1977 年 12 月 19 日第 32/151 号决议中邀请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并根据
在其议程上的其他专题上取得的进展，开始就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开展
工作。
在 1978 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委员会今后
关于该专题的工作问题，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报告。该工作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
份报告(A/CN.4/L.279/Rev.1)，其中除其他外处理该专题的一般方面，并载有一些
建议。委员会注意到该工作组的报告，并根据其中所载建议，决定开始审议“国
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委员会还任命颂蓬·素差伊库先生担任该专题的
特别报告员，并请他在早期阶段编写一份初步报告，供委员会审议。委员会还请
秘书长邀请会员国政府提交关于此专题的相关材料，包括国家立法、国家法庭的
裁决及外交和正式信函，并请秘书处在需要时并按委员会或特别报告员的要求编
写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文件和材料(A/CN.4/SER.A/1978/Add.l(Part 2)，第 179、180
和 188 至 190 段)。
在其 1979 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素差伊库先生提
交的关于这一专题的初步报告(A/CN.4/323)。在委员会讨论期间，形成了一种共
识，即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报告员应继续开展研究，将重点放在一般原则上，从
而将初步关注的领域限制在国家管辖豁免一般规则的实质内容和构成要素上。在
处理这一专题过程中将给予的优先方面，委员会还商定，特别报告员应继续就国
家管辖豁免开展工作，目前暂且搁置执行判决方面的豁免问题。
委员会在 1980 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对条款草案进行一读，并在 1986 年
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完成了一读。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按照其《章程》第
16 和 21 条的规定，通过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转递了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以征求
评论和意见。第六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六届(1981 年)、第三十七届(1982 年)、第三
十八届(1983 年)、第三十九届(1984 年)、第四十届(1985 年)和第四十一届(1986 年)
会议上讨论了条款草案。
在 1986 年 12 月 3 日第 41/81 号和 1987 年 12 月 7 日第 42/156 号决议中，大
会除其他外，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委员会的要求，即对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
草案提出评论和意见。
在其 1989 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开始在新任特别报告员小木曾本雄
先生提出的三份报告的基础上，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在其初步报告(A/CN.4/415)
中，特别报告员分析了各国政府提出的一些评论和意见，并提议根据这些评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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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或合并一些条款草案。在其第二次报告(A/CN.4/422)中，特别报告员根据各国
政府提出的书面评论和意见以及他对相关条约、法律和国家实践的分析，进一步
审议了一些条款草案，并提议作某些修订、增补或删减，以补充其初步报告所载
的修订、增补和删减。针对委员会一些成员提出的一项请求，特别报告员还列入
了对国家豁免方面的一般国家实践近期发展情况的简要审查。在其第三次报告
(A/CN.4/431)中，特别报告员再次审查了整套条款草案，并建议进行某些重新表
述，同时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在其 1989 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表达的看法，以及各
国政府在其书面评论中以及在大会第六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表达的看法。在
其 1990 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成员对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所载条
款草案作了进一步评论。
在其 1989 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委员会同意特别报
告员的看法，即它应该避免再次陷入一场关于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的理论辩论，
已在委员会对这些原则进行了广泛辩论，委员会对这些原则的看法仍存在分歧；
相反，委员会应集中讨论个别条款，以便就哪种国家活动应该或不应该享有另一
国管辖豁免达成共识。委员会认为，这是拟订一项公约的唯一务实方法，需要国
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委员会还注意到，国家管辖豁免法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
为有些国家正在修订或最近已经修订其基本法，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条款草案
应该有机会反映这类政府实践，此外，还应为国家管辖豁免法的进一步发展留出
余地(A/CN.4/SER.A/1989/Add.l(Part 2)，第 406 和 407 段)。
在 1991 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的 22 条条款草案最后案文和评注(A/CN.4/SER.A/1991/Add.l(Part 2)，第 23 和 28
段)。在第六委员会四十六届会议上(1991 年)，各国表示普遍支持条款草案。根据
《章程》第 23 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条款草案，并建议大会召开一次国际全
权代表会议来审查条款草案，并缔结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公约(A/CN.4/SER.A/
1991/Add.l (Part 2)，第 25 段)。
至于解决争端问题，委员会认为，如果拟召开的国际会议认为应提供解决与
条款草案有关的争端的法律机制，则应由该会议处理这一问题(A/CN.4/SER.A/
1991/Add.l(Part2)，第 26 段)。
大会在其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46/55 号决议中，邀请各国就条款草案提交书
面评论和意见，并决定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以参照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以及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辩论中表达的观
点，审查：(a) 条款草案引起的实质问题，通过促进普遍协议便利公约的成功缔
结；(b) 将于 1994 年或以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缔结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公约的问题。
工作组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开始工作(A/C.6/47/L.10)，并根据大会 1992
年 11 月 25 日第 47/414 号决定，在第四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工作(A/C.6/48/L.4)。在
第六委员会第四十七届和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讨论了该工作组的报告。大会在其
1993 年 12 月 9 日第 48/413 号决定中，决定应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在第六委员
会框架内进行协商，以继续审议适宜确定和减轻分歧的实质性问题，从而通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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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协议，促进成功缔结一项公约。大会还决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参照迄
今所取得的进展和预期的协商结果，它将充分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召开一次
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的建议，以审议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并就
此主题缔结一项公约。
在 1994 年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48/413 号决定，
决定举行非正式协商。在 1994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举行的六次会议上举行
了协商。在同届会议上，非正式协商主席介绍了一份文件(A/C.6/49/L.2)，其中载
有他从此类协商中得出的结论(第六委员会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报
告，A/49/744，第 3 至 7 段)。
大会在 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61 号决议中接受了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建
议，请各国就按照大会第 48/413 号决定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主席的结论，并就大会
第 46/55 号决议和第 47/414 号决定所设工作组的报告，向秘书长提交其评论；并
决定在 1997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根据上述报告和各国就此提交的评论，继续
审议实质问题，并在其第五十二届或第五十三届会议上确定会议安排，包括日期
和地点，并要适当考虑到确保会议尽可能最广泛地达成协议。大会还决定将题为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项目列入其第五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分别在 1997 年第五十二届和 1998 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在第六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1997 年)上，各国就是否适合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发
表了评论意见。大会在其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51 号决议中，除其他外决定
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再次审议该项目，以期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一个工作
组，同时考虑到各国根据第 49/61 号决议提交的评论。在 1998 年第六委员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上，各国就拟订一项关于该专题的国际公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建
议设立一个工作组(A/53/629)。大会在 1998 年 12 月 8 日第 53/98 号决议中，根据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行事，决定在 1999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审议条款草案所涉及的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并除其
他外考虑到国家实践和立法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各国就这一专题提交的评
论。大会还请国际法委员会参照第六委员会于 1994 年根据大会第 48/413 号决定
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结果，就条款草案所涉及的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提出它可
以作出的任何初步评论。
在其 1999 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53/98 号决议的规定，设
立了一个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集中就在 1994 年第
六委员会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主席所得结论中确定的五个主要问题开展工作，即：
(1) 为豁免目的的国家概念；(2) 判断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的标准；(3) 与商业
交易有关的国家企业或其他国家实体的概念；(4) 雇用合同；(5) 对国家财产的强
制措施。该工作组还审议了关于国家违反国际法强行法规范的案件中存在或不存
在豁免的问题，已确定这是一个可能根据最新国家实践审议的问题。在其提交委
员会的报告(A/CN.4/SER.A/1999/Add.l(Part 2)，附件)中，该工作组就解决这五个
问题的可能方式提出了若干建议。委员会注意到该工作组的报告，并通过了其中
所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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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9 年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大会第 53/98 号决议所设第六委员会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了同样的五个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关于这一专题
的工作成果可能采取的形式。该工作组还审议了委员会工作组确定的关于国家违
反强行法规范的案件中存在或不存在豁免的问题(A/C.6/54/L.12)。根据大会 1999
年 12 月 9 日第 54/101 号决议(A/C.6/55/L.12)，第六委员会工作组在大会第五十
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条款草案今后的形式以及条款草案所涉及的尚未解决的实
质性问题。这些讨论的结果是，主席编写了关于五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若干案文，
作为就这一专题进一步进行讨论的可能基础(A/C.6/55/L.12)。
大会在其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0 号决议中审议了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
报告，并随后决定设立一个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向联合国
全体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国开放，其任务是进一步推展已完成的工作，巩
固意见一致的方面和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期根据条款草案并根据第六委员会
工作组的讨论及其成果拟订一份可获普遍接受的文书。大会在其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78 号决议中决定，特设委员会应在 2002 年 2 月开会，并应向大会第五十
七届会议报告其工作成果。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继续分两个阶段在全体工作组开
展工作，首先讨论五个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然后讨论剩余条款草案，以便查
明并解决案文进一步引起的任何问题(A/57/22)。全体工作组通过减少尚未解决的
事项数目，以及缩小在剩余事项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在五个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了
重大进展。全体工作组决定在其报告所载条款草案订正案文中反映在某些条款草
案上存在的其余意见分歧。特设委员会强调必须及时拟订一份可获普遍接受的文
书，并敦促各国尽一切努力解决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利于达成协议(A/57/22，
第 8 至 13 段)。
大会在其 2002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随后通过了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16 号决议，其中注意到只有几项问题悬而未决，强调适
用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法律应统一明确，决定特设委员会应在 2003 年
2 月再次开会，并请特设委员会就其工作结果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2003 年，特设委员会继续就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全体工作组进行实质性讨论。
全体工作组设立了两个非正式协商小组。该工作组讨论并解决了所有尚未解决的
问题。特设委员会通过了其报告(A/58/22)，其中载有条款草案案文(A/58/22，附件
一)，对第 10(商业交易)、11(雇用合同)、13(财产的所有、占有和使用)、14(知识
产权和工业产权)、17(仲裁协定的效果)和 19(已重新编号，原为第 18 条)(免于判
决后的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条草案的理解，以及关于条款草案不涉及刑事诉讼
程序的一般性谅解(A/58/22，附件二)。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就条款草案的形式作
一决定，并指出，如果大会决定通过该条款草案，使之成为一项公约，则该条款
草案需有一个序言和最后条款，包括一个牵涉同一议题、关于这些条款与其他国
际协定关系的一般保障规定(A/58/22，
第 12 段)。在其第五十八届会议上(2003 年)，
第六委员会注意到广泛支持缔结一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公约，建议特
设委员会再次开会，以便完成这样一项公约(A/5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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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其 2003 年 12 月 9 日第 58/74 号决议中，决定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
免问题特设委员会应再次开会，其任务是拟订序言和最后条款，以便完成国家及
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2004 年 3 月 1 日至 5 日，特设委员会举行了其第三届会
议，并商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草案的序言和最后条款，以及对公约草
案的某些规定的理解起首部分。特设委员会还核可了全体工作组的建议，即关于
公约草案不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性谅解应在一项大会决议等适当地方反
映。因此，特设委员会通过了其报告，其中载有《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公约》草案案文，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A/59/22，第 13 至 14 段)。在其第五十九
届会议(2004 年)上，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公约》(A/59/508)，特设委员会主
席提议对草案略作更正(A/C.6/59/SR.13，第 34 段)。
大会在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38 号决议中，同意在特设委员会达成的一般
性谅解，即《公约》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并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
豁免公约》
。
《公约》包括序言和 33 个条款，这些条款分为六个部分(导言；一般原则；
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杂项规定；
最后条款)。附件列出对《公约》具体规定的若干理解，是《公约》的组成部分。
这些理解是对大会第 59/38 号决议执行部分所反映的一般性谅解(即《公约》不涉
及刑事诉讼程序)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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