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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历史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国内部对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这一主题的讨论主要

体现为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争论。有些人称，必须对这一词语进行准确定义，并

将其与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行为明显区别开来，以便准确界定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同

因素。有人进一步主张，在对其根本原因进行研究之前不能采取消除国际恐怖主义

的执法措施。但是，也有些人认为，鉴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政治分歧，预先对恐

怖主义进行定义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而且对根本原因的研究也不应拖延在采取法律

措施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迫切需求。 

 

尽管存在着定义争论以及之后针对此问题的两分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社会在制定法律规范以解决打击恐怖主义问题时采取了现在所指的“局部性做法”

。这一务实做法的特点是通过一系列专门公约，每项公约都针对某一具体犯罪行为

，包括恐怖分子最有可能实施的滥用暴力的犯罪行为，并规定各国有义务引渡或起

诉罪犯。 

 

继早期打击空中劫持的公约之后，通过了多项专门公约来应对新的、不同形

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比如劫持人质、针对机场和民航设施的非法行为以及针对海

上航行安全的非法行为。 

 

局部性做法着眼于通过建立最广泛的条约义务网络，促使各国毫无例外地引

渡或起诉恐怖分子，从而排除恐怖分子可能采取的各种办法。 

 

谈判历史上的重大发展和关键条款总结 
 

20 世纪 90 年代，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很多地区迅速扩大和蔓延。恐怖组织和

其他参与贩毒、偷运人口、非法武器交易、洗钱、走私核材料和其他潜在危险材料

等有组织犯罪的犯罪集团之间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危险联系，必须以加强国际合作的

方式做出协调一致的应对。 

 

一些新问题需要立刻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例如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包

括通过利用领土实施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行为、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滥用政治庇护

和难民地位实施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行为。缔结新的局部性条约还需要获得成员国

的广泛认同。在此背景下，首选的备选方案是协商并通过一个全面的《原则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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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因此，1994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第 49/60 号决议通

过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以下称《宣言》）。 

 

《宣言》序言第 8 段反映了审议过程中对必须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的关注。 

 

“又深信未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做的一项工作是制止国际恐怖主

义行为，包括国家直接或间接介入的此种行为，” 

 

《宣言》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国家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这已成为最近

公约谈判中的一个有争议问题。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国家间依〈联

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声明》，在这一部分纳入了不得利用

国家领土实施针对另一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原则。 

 

“各国必须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

不要组织、怂恿、协助或参与其他国家境内的恐怖主义行为，或默许或鼓

励在其境内从事以干出此种行为为目的的活动；”（第 4 段） 

 

与不得利用国家领土实施针对另一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概念相关的一个方

面是可能滥用庇护或难民地位实施针对另一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因此，第 5（f）

段要求各国采取适当措施，在给予庇护之前确保请求庇护者未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并在给予庇护之后确保难民身份不被与第 5(a)段的规定相违的方式利用。 

 

这一规定的谈判涉及到竞争原则间的微妙平衡，即一方面必须维护一般国际

法，尤其是可适用的国际公约所承认的领土庇护和难民地位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

，必须防止滥用这种地位在另一国家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在滥用难民地位方

面，《宣言》第 5 段敦促各国采取“有效而坚决的措施”，并清楚地阐明这些措施

必须“按照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标准的有关规定”。 

 

与《宣言》相关的折衷在《补充 1994 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

（1996 年《补充宣言》）以及其他随后的法律举措中再次出现。 

 

另一重要发展是在《宣言》中承认政治和其他相关的因素不能作为恐怖主义

活动的理由。因此，《宣言》第 3 段规定： 

 

“为了政治目的而故意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某些人之中引起恐

怖状态的犯罪行为，不论引用何种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人种、

宗教或其他性质的考虑作为借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正当理由可言的；

” 

 

该领域随后将要进行谈判的法律文书将更清楚地强调政治因素或动机不能作

为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理由。 

 

该《宣言》还设想在成员国间开展实际合作措施，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预防

性措施，如《宣言》第 5(d)段和第 6 段所述，其中包括： 

 

（a ）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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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效执行相关国际公约，包括使国内立法与这些公约相一致；以及 

 

（c）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基础上缔结司法互助和引渡协定。 

 

此外，授权秘书长通过采取具体的实际措施加强国际合作，从而协助《宣言

》的执行，包括通过收集现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现状和执行情况数

据，编制关于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法律和规定简编，编制一份与国际恐

怖主义相关的现行国际法律文书的分析审查，以协助各国确定这些文书中没有涉及

但可以解决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一个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公约法律框架

。 

 

法律文书对后续法律发展的影响 
 

《宣言》有助于将某些标准具体化，以便在以后作为条约原则纳入之后的法

律文书中。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各种措施中，《宣言》重申不得利用国家领土实施针对另

一国家的敌对行动表明了其特殊重要性，并确定了其纳入之后法律文书的途径，如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 年）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

案。 

 

《宣言》率先纳入了不滥用庇护或难民地位的原则，1996 年《补充宣言》和

随后的《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做出了进一步详细阐述。  

 

《宣言》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或许就是阐述了政治目的或相关因素不得作为故

意或蓄意在一般公众之中引起恐怖状态的正当理由这一原则。该原则为之后提出的

另一原则奠定了基础，即在引渡中恐怖主义罪行视为不属于“政治犯罪”，如之后

的局部性公约所述。 

 

最后，呼吁对与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现行国际法律文书进行分析审查，以协

助各国确定这些文书中没有涉及但可以解决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一个综合性公

约法律框架，由此，《宣言》为之后的“新一代”公约铺平了道路。《制止恐怖主

义爆炸的国际公约》以及目前正在谈判中的《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就

是开端。事实上，联合国秘书长在 1996 年关于消除恐怖主义措施的报告中就已确定

了多个尚未制定条约的恐怖活动领域，包括恐怖爆炸事件、恐怖分子筹款和以恐怖

主义为目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在这些领域制订国际法律

文书（A/51/336 和 Add.1 ）。 

 

1996 年补充 1994 年《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 

 

谈判历史上的重大发展和关键条款总结 
 

1996 年 12 月 17 日大会第 51/210 号决议通过的 1996 年《补充宣言》的首要

重点是滥用难民地位以实施针对第三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越来

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难民安置国。在此问题上的谈判表明有必要在两方

面求得谨慎平衡，即一方面必须制止以恐怖主义为目的滥用难民地位，另一方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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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适当考虑人权因素。1996 年《补充宣言》的序言和执行规定体现出在这一方面所

取得的微妙平衡。 

 

序言第 6 段指出《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年）（以下称《难民公约》

）并未提供向恐怖活动的罪犯提供保护的依据。在此背景下，它还指出《难民公约

》第 1、2、32 和 33 条特别述及此公约不适用的依据，如申请难民地位的人犯下了

严重罪行。 

 

这一规定在序言第 7 段中得到平衡，其中强调各国必须充分遵守其在《难民

公约》和 1967 年《议定书》下的义务，包括不驱回原则，即不将难民遣返至他们的

生命或自由可能由于其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

而受到威胁的地方。1996 年《补充宣言》申明“本宣言不影响该公约和《议定书》

及其他国际法规定所提供的保护。” 

 

1996 年《补充宣言》的执行部分保持了在这些对立因素之间所要达成的平衡

并在序言部分有所体现。因此，1996 年《补充宣言》第 3 段所阐述的措施必须“根

据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根据国际人权标准……”    

 

按照上述规定，各国在提供难民地位前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寻求庇护人未

参与恐怖行动。在这一方面，应考虑相关的信息，包括寻求庇护者是否受到调查，

或被指控或已被判决犯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在给予难民地位后，各国也同样

有义务考虑相关信息，以确认不会利用难民地位来准备或组织针对其他国家或其公

民的恐怖活动。 

 

1996 年《补充宣言》第 4 段强调，寻求庇护人在申请庇护期间不能免于对恐

怖活动的起诉。这符合国际社会对防止向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这一问题的关注。 

 

与防止滥用庇护地位相关的规定对随后的法律文书产生了显著影响，正如《

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的条款所体现的。该草案基本上是以 1996 年《补

充宣言》的规定为模本，同时还考虑到必须以人权法和人权标准来平衡防止滥用庇

护地位的义务。 

 

1996 年《补充宣言》在第 5 段中重申必须确保成员国开展有效合作，以便将

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绳之以法。在这一方面，特别强调各成员国承诺根据国内法

律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将恐怖分子加以引渡，或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进行起诉

。 

 

1996 年《补充宣言》对后续法律发展的影响 
 

1996 年《补充宣言》第 6 段对“恐怖主义犯罪视为不属于政治犯罪” 从而不

形成一种引渡例外情形的原则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延续了从 1994 年《宣言》开始

的趋势。1996 年《补充宣言》通过鼓励各国在签订或使用引渡协议时“不要将与危

及人身安全或对人身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视为不属于引渡协定

范围的政治罪行,不论是引用何种动机来为这种罪行辩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此原则

的发展。从《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7 年）开始，通过纳入“新一代

”局部性公约，这一重要原则成为了一项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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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国际法的发展，另一重大贡献是附载 1996 年《补充宣

言》之决议。该决议为更多反恐法律文书的谈判提供了一个框架，填补了秘书长报

告中确定的空白。该决议第 9 段规定了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拟订一项制止恐

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并随后拟订一项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以

补充现有的国际文书；接着再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一个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

公约法律框架”。在该委员会框架内商讨“新一代”局部性公约：《制止恐怖主义

爆炸的国际公约》（1997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

）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 年）。特设委员会目前正在就《制止

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截至 2008 年 9 月）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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