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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

某一个文件。 

提及《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时省略为前有年度和省略号的“年鉴”（如《2002年……

年鉴》）。

国际法委员会每届会议的年鉴由两卷组成：

第一卷：该届会议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第二卷（第一部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会议期间审议的其他文件；

第二卷（第二部分）：国际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发行的本年鉴各卷的最后

印刷文本。

*

*             *

本卷载有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A/CN. 4 /SR. 2751 -A/
CN. 4 /SR.2790），根据委员会委员的要求作了更正，并作了必要的编辑上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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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1次会议

2003年5月5日，星期一，下午3时5分

本届会议开幕   1

悼念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委员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1

通过议程   2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章程第11条）   2

国际组织的责任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2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5

第2752次会议

2003年5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5

第2753次会议

2003年5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的发言   7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7

第2754次会议

2003年5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7

第2755次会议

2003年5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23

第2756次会议

2003年5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选举委员会委员（续完）   34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完）   34

外交保护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36

第2757次会议

2003年5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39

第2758次会议

2003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49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49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54

第2759次会议

2003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54

第2760次会议

2003年5月21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65

对条约的保留

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准则草案   68

第2761次会议

2003年5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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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2762次会议

2003年5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83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 
失的国际责任）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88

第2763次会议

2003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91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工作组的报告   96

第2764次会议

2003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外交保护（续）

工作组的报告   98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98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00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美洲法律委员会观察员的声明   10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105

第2765次会议

2003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05

第2766次会议

2003年6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14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121

第2767次会议

2003年6月4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22

法律顾问的发言   122

第2768次会议

2003年6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外交保护（续）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30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36

第2769次会议

2003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

赞扬委员会即将卸任的委员罗伯特·罗森斯托克 
先生   138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 
国际责任）（续完）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完）   140

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 
困难   143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143

第2770次会议

2003年7月7日，星期一，下午3时5分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145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章程第11条）（续完）   145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145

第2771次会议

2003年7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   151

第2772次会议

2003年7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   157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2003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在日内瓦举行

 页次 页次



v

第2773次会议

2003年7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   163

第2774次会议

2003年7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完）   172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75

第2775次会议

2003年7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国际法院院长来访   178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83

第2776次会议

2003年7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完）   187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87

外交保护（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91

第2777次会议

2003年7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

外交保护（续完）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完）   197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欧洲委员会观察员的发言   202

第2778次会议

2003年7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共有的自然资源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206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完）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察员的发言   210

第2779次会议

2003年7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共有的自然资源（续完）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完）   214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 
困难（续完）

研究组的报告   221

第2780次会议

2003年7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时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222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222

第2781次会议

2003年7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续）   227

第2782次会议

2003年7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时

对条约的保留（续）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续）   236

第2783次会议

2003年7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对条约的保留（续完）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续完）   246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规划组的报告   252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完）

工作组的报告   253

第2784次会议

2003年8月4日，星期一，上午10时15分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254

第四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254

A．导言   254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54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际 
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   255

2．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55

第1条（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评注   255

第2条（用语）评注   256

第3条（一般原则）评注   259

第1条（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评注（续完）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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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交保护   260

A．导言   260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60

第2785次会议

2003年8月4日，星期一，下午3时5分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草稿（续）   261

第五章 外交保护（续完）   261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续）   261

C．委员会迄今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 
条款草案   263

1．条款草案案文   263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续完）   264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外交 
保护条款草案（续完）   265

2．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265

第8［10］条（用尽当地救济） 
评注   265

第9［11］条（要求的类别）评注   266

第10［14］条（救济规则的例外） 
评注   266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   268

A．导言   268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68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 
保留准则草案   268

1．准则草案案文   268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完）   268

第2786次会议

2003年8月5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草稿（续）   269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   269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 
保留准则草案（续）

2．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 
准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69

解释性说明的评注   269

准则草案2 .5（撤回和更改保留及 
解释性声明）评注   270

准则草案2 .5 .1（撤回保留） 
评注   270

准则草案2 .5 .2（撤回的形式） 
评注   271

准则草案2 .5 .3（定期审查保留的 
功用）评注   272

准则草案2 .5 .4［2 .5 .5］（在国际上 
提出撤回保留）评注   272

准则草案2 .5 .5［2 .5 .5之二，2 .5 .5之 
三］（违反与撤回保留有关的内部规 
则在国际上不产生影响）评注   272

准则草案2 .5 .6（撤回保留的告知） 
评注   272

准则草案2 .5 .7［2 .5 .7 ,2 .5 .8］（撤回 
保留的效力）评注   273

准则草案2 .5 .8［2 .5 .9］（撤回保留的 
生效日期）评注   273

示范条款 A（撤回保留生效日期推迟） 
评注   273

示范条款 B（撤回保留生效日期提前） 
评注   273

示范条款 C（自由确定撤回保留生效 
日期）评注   273

准则草案2 .5 .9［2 .5 .10］（提出保留 
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 
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评注   273

准则草案2 .5 .10［2 .5 .11］（部分撤回 
保留）评注   274

准则草案2 .5 .11［2 .5 .12］（部分撤回 
保留的效力）评注   275

第2787次会议

2003年8月5日，星期二，下午3时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草稿（续）  276

第六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 
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   276

A．导言   276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76

第2788次会议

2003年8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草稿（续）  284

第六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 
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续完）   284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284

第七章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288

A．导言   288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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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 
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289

A．导言   289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89

C．研究组的报告   290

第2789次会议

2003年8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10分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291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   291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   291

第九章 共有的自然资源（A/CN. 4 /L.641）   291

A．导言   291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291

第十一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294

A．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其 
文件   294

B．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96

C．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296

第2790次会议

2003年8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完）   297

第十一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续完）   297

D．出席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代表   297

E．国际法讲习会   298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完）   298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298

第二章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概况   298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299

A．国际组织的责任   299

B．外交保护   299

C．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 
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   299

D．单方面行为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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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共有的自然资源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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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闭幕   301

 页次 页次



viii

委员会委员

姓名 国籍

埃曼努尔·阿克韦·阿多先生 加纳

侯赛因·巴哈纳先生 巴林

阿里·穆赫辛·费塔伊斯·马
里先生

卡塔尔

若奥·克莱门特·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

巴西

伊恩·布朗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阿根廷

池桢日先生 大韩民国

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

莫桑比克

里亚德·达乌迪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

克里斯托弗·约翰·罗伯特·杜
加尔德先生

南非

康斯坦丁·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希腊

保拉·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葡萄牙

萨利富·丰巴先生 马里

乔治·加亚先生 意大利

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 波兰

彼得·卡巴齐先生 乌干达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姓名 国籍

詹姆斯·卢塔班齐布瓦·卡特
卡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法蒂·卡米沙先生 突尼斯

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
德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先生 芬兰

威廉·曼斯菲尔德先生 新西兰

迈克尔·马西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
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贾姆契德·蒙塔兹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贝恩德·尼豪斯先生 哥斯达黎加

迪迪耶·奥佩蒂·巴丹先生 乌拉圭

纪尧姆·庞布－齐文达先生 加蓬

阿兰·佩莱先生 法国

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

印度

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

委内瑞拉

罗伯特·罗森斯托克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尔纳多·塞普尔维达先生 墨西哥

薛捍勤女士 中国

山田中正先生 日本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本届会议。法律事务厅编纂

司司长瓦茨拉夫·米库尔卡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问未出席时代表秘书长。

主席团成员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第一副主席：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卡努先生

第二副主席：池桢日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卡特卡先生

报告员：威廉·曼斯菲尔德先生



ix

议 程

委员会在2003年5月5日第2751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议程：

1.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章程第 11 条）。

2.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3. 外交保护。

4. 对条约的保留。

5.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6.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
责任）。

7. 国际组织的责任。

8.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9. 共有的自然资源。

10.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11.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2. 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 其他事项。



x

简 称

清算银行（BIS） 国际清算银行

西非经共体（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欧洲银行（EBRD）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粮农组织（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民航组织（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法院（ICJ） 国际法院

红十字委员会（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国际法协会（ILA） 国际法协会

劳工组织（ILO） 国际劳工组织

基金组织（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海事组织（IMO） 国际海事组织

移民组织（IOM） 国际移民组织

海洋法法庭（ITLOS） 国际海洋法法庭

自然保护联盟（IUCN）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南共市（MERCOSUR） 南美洲共同市场

北约（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洲组织（OAS） 美洲国家组织

经合组织（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人权高专办（OHCHR）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欧佩克（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安组织（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南共体（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发会议（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开发署（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欧洲经委会（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环境署（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教科文组织（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贸组织（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xi

《美国国际法学报》（AJIL） 《美国国际法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英国国际法年鉴》（BYBIL） 《英国国际法年鉴》（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院汇编》（ICJ 
Reports）

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CJ,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国际法律资料》（ILM） 《国际法律资料》（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哥伦比亚

特区华盛顿）

《国际法报告》（ILR） 《国际法报告》（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海洋法法庭汇编》（ITLOS 
Reports）

海洋法法庭，《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TLOS,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
辑（PCIJ, Series A）

常设国际法院，《判决汇编》（PCIJ, Collection of Judgments）（第

1-24 号 : 截至 1930 年）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B
辑（PCIJ, Series A/B）

常设国际法院，《判决、命令和咨询意见汇编》（PCIJ, 
Judgments, Orders and Advisory Opinions）（第 40-80 号 : 始
于 1931 年）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UNRIAA）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

*           *

关于引文的说明

引文中，后接星号的楷体词句在原始文本中并非楷体或斜体。

除非另有说明，出自外文著作的引文均由秘书处翻译。

*

*           *

国际法委员会的互联网地址是：http://legal.un.org/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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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引用的案件

案件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初步反对意见，《国

际法院书状》，第二卷，第3页及以后各页。

1999年8月10日空中事件案 （巴基斯坦诉印度），管辖权，判决，《2000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12页。

申请复核1996年7月11日对《防止及惩

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案的判

决案，初步反对意见

（南斯拉夫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判决，《2003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7页。

申请复核1992年9月11日对陆地、岛屿

和海洋边界争端（萨尔瓦多 / 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参加）案的判决案

（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法庭组成，2002年11月27日的命

令，《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18页。

《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诉南斯拉夫），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96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595页。

西班牙国王1906年12月23日仲裁裁决

案

判决，《196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92页。

庇护权案 （哥伦比亚 / 秘鲁），判决，《195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266页。

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 （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临时措施，2003年2月5日的命

令，《2003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7页。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第二阶段，判决，

《197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贝利洛斯案 欧洲人权法院，《A 辑：判决和裁决》，第132卷，贝利洛斯

诉瑞士案，1988年4月29日的判决。

博帕尔案 1984年12月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公司天然气工厂灾难案，

意见和命令，1986年5月12日，美国地区法院，纽约。意

见转载于《国际法律资料》，第25卷，第4号（1986年7月），

第771页。

比卢恩案 比伦和海滨公路综合设施有限公司诉加纳投资中心和加纳政

府案，1989年10月27日关于管辖权和赔偿责任的裁决和

1990年6月30日关于损害赔偿和费用的裁决，《国际法报

告》，第95卷，第184页。

法国国内的若干刑事诉讼程序案 （刚果共和国诉法国），临时措施，2003年6月17日的命令，

《2003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2页。

波兰上西里西亚的某些德国权益案 案情，第7号判决，1926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 辑，第

7号。



xiii

案件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瑙鲁境内某些磷酸盐地案 （瑙鲁诉澳大利亚），1993年9月13日的命令，《1993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322页。

大陆架案 （突尼斯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判决，《1982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18页。

联合王国和法国大陆架划界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大陆架划界案，

1977年6月30日和1978年3月14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

决汇编》，第十八卷（出售品编号 E/F.80 .V.7），第130页
和第339页。

科孚海峡案 案情，判决，《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页。

德拉瓜湾铁路案 1900年3月29日的裁决 ,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第2辑，第30卷，第329页。

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案 判决，《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6页。

迪亚洛案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

和国），2002年11月7日的命令，《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607页。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

序豁免的争议案

咨询意见，《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2页。

东格陵兰案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判决，1933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A/B 辑，第53号，第22页。

特里温福公司案 1902年5月2日和5月8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十五卷（出售品编号1966 .V.3），第455页。

西电公司案 西西里电子公司（西电公司）案，判决，《1989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15页。

芬兰船舶仲裁案 芬兰船东就战时使用某些芬兰船舶向大不列颠求偿案，1934
年5月9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三卷（出售

品编号1949 .V.2），第1479页。

渔业案 （联合王国诉挪威），判决，《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16页。

渔业管辖权案 （联合王国诉冰岛），案情，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3页。

边界争端案（贝宁 / 尼日尔） 法庭组成，2002年11月27日的命令，《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613页。

边界争端案 （布基纳法索 /马里共和国），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554页。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 （匈牙利 / 斯洛伐克），判决，《199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7页。

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5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卡西基里 / 塞杜杜岛案 （博茨瓦纳 / 纳米比亚），判决，《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1045页。



xiv

案件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拉格朗案 （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2001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466页。

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 （喀麦隆诉尼日利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98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275页。

（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判决，《2002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303页。

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 （萨尔瓦多 /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判决，《1992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351页。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

性案

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

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案

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6页。

洛伊齐杜案 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欧洲人权法院，1995年3月23日的

判决（初步反对意见），《A 辑：判决和裁决》，第310卷，

及1996年12月18日的判决（案情），《判决和裁决汇编》，

1996 -VI。

麦克莱恩·沃森有限公司诉欧洲共同体

理事会和委员会案

C-241 /87号案件，欧洲法院，《欧洲法院和初审法院案例汇

编》，1990 - 5，第 I- 1797页。

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 案情，判决，《200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0页。

马夫罗马蒂斯案 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案，第2号判决，1924年，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 辑，第2号。

墨西哥鹰牌案 M. M. 怀特曼，《国际法文摘》，第8卷（1967年）。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

《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92页。

案情，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4页。

阿尔萨斯钾矿案 汉德尔斯奎克雷伊· G. J. 比耶私人有限公司诉阿尔萨斯钾矿

股份公司案（第21 /76号案），1976年11月30日的判决，

欧洲共同体法院，《法院案例汇编》，1976 -8，第1735页。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2号）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2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

内亚），判决，《1999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10页。

北海大陆架案 判决，《196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挪威公债案 挪威公债案（法国诉挪威），判决，《1957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9页。

诺特博姆案 第二阶段，判决，《1955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页。

核试验案 （澳大利亚诉法国），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253页。

（新西兰诉法国），同上，第457页。

石油平台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2001年8月28日的

命令，《200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568页。



xv

案件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奥克泰迪矿案 达吉、雷克斯等诉BHP有限公司和奥克泰迪矿业有限公司案，

维多利亚最高法院，1995年9月22日的判决。

奥里诺科轮船公司案 （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1910年10月25日的仲裁裁决，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出售品编号1961 .V.4），
第237页。

大贝尔特海峡通行权案 （芬兰诉丹麦），1992年9月10日的命令，《1992年国际法

院汇编》，第348页。

彼得·帕兹马尼大学案 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混合仲裁法庭一项裁决（彼得·帕

兹马尼大学案）的上诉案，1933年12月15日的判决，《常

设国际法院汇编》，A/B 辑，第61号，第208页。

皮诺切特案 女王诉博街都市受薪裁判官，皮诺切特·乌加特一方诉讼案

（第3号），英格兰，上议院，1999年3月24日，《国际法

报告》，第119卷。

“彩虹勇士号”案 关于新西兰和法国在解释和适用两国于1986年7月9日缔结

的有关“彩虹勇士号”事件所产生问题的两项协定方面的

分歧案，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7月6日的裁决，《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十九卷（出售品编号E/F.90.V.7），第197页。

1990年4月30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卷（出

售品编号：E/F.93 .V.3），第215页。

伤害赔偿案 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咨询意见，《1949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

请求解释1998年6月11日对喀麦隆与尼

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所作判决

案

（喀麦隆诉尼日利亚），初步反对意见（尼日利亚诉喀麦隆），

判决，《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1页。

印度领土通行权案 案情，判决，《196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萨巴蒂诺案 古巴国家银行诉收货人萨巴蒂诺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

报告》，第376卷，1964年），第398页。

西南非洲案 第二阶段，判决，《196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南方蓝鳍金枪鱼案 （新西兰诉日本；澳大利亚诉日本），临时措施，1999年8
月27日的命令，《1999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280页。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625页。

柏威夏寺案 案情，判决，《196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领土争端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乍
得）

判决，《199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特雷耳冶炼厂案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三卷（出售品编号1949 .V.2），第

1905页。



xvi

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源

友好关系与合作

《北大西洋公约》［英］（1949年4月4日，哥伦比亚特

区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4卷，第541号，

第243页。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互不侵犯与和解反战条约》［英］（1933年10月10日，

里约热内卢）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63卷，第3781
号，第393页。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欧洲公约》［英］（1957年4月29
日，斯特拉斯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20卷，第4646号，

第243页。

外交与领事关系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卷，第7310号，

第95页。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 同上，第596卷，第8638号，第261页。

《欧洲领事职权公约》［英］（1967年12月11日，巴黎） 同上，第48642号。

《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

权公约》［英］（1975年3月14日，维也纳）

联合国，《1975年法律年鉴》（出售品编号

E.77 .V.3），第87页。

人权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英］

（1950年11月4日，罗马）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3卷，第2889号，

第221页。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5年12月21日，

纽约）

同上，第660卷，第9464号，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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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1144卷，第17955号，第123页。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12月18日，

纽约）

同上，第1249卷，第20378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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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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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2171卷，第27531号，第227页。



xvii

来源

《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保护人权和人类尊严公约：人

权和生物医学公约》［英］（1997年4月4日，奥维

耶多）

同上，第2137卷，第37266号，第171页。

《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附加议

定书》［英］（2002年1月24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2466卷，第37266号，第132页。

国籍与无国籍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附则）［英］（1951年7月28日，

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9卷，第2545号，

第137页。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英］（1967年1月31日，

纽约）

同上，第606卷，第8791号，第267页。

《欧洲国籍公约》［英］（1997年11月6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2135卷，第37248号，第213页。

国际贸易和发展

《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英］

（1965年3月18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75卷，第8359号，

第159页。

《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公约》［英］（1994
年3月17日，墨西哥城）

美洲组织，《条约汇编》，第78号。

运输和通信

《路标和信号公约》（及各附件）（1968年11月8日，

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91卷，第16743
号，第3页。

《欧洲补充1968年11月8日于维也纳开放供签署的路

标和信号公约协定》（及各附件）［英］（1971年5
月1日，日内瓦）

同上，第1142卷，第17935号，第225页。

《附加在欧洲补充1968年11月8日于维也纳开放供

签署的路标和信号公约协定上的关于路面标示

的议定书》（及各附件和图示）［英］（1973年3
月1日，日内瓦）

同上，第1394卷，第23345号，第263页。

民用航空

《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法］（1929年
10月12日，华沙）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37卷，第3145
号，第11页。



xviii

来源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英］（1944年12月7日，芝加哥）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卷，第102号，

第295页。

《关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一项修正案（第3条之二）

的议定书》 ［英］（1984年5月10日，蒙特利尔）

同上，第2122卷，第36983号，第337页。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英］（1963年9月14日，东京）

同上，第704卷，第10106号，第219页。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英］（1970年12
月16日，海牙）

同上，第860卷，第12325号，第105页。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英］

（1971年9月23日，蒙特利尔）

同上，第974卷，第14118号，第177页。

《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

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

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英］（1988年2月24日，

蒙特利尔）

同上，第1589卷，第14118号，第474页。

杂项与刑事事务

《欧洲引渡公约》［英］（1957年12月13日，巴黎）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59卷，第5146号，

第273页。

《关于民商事司法管辖和判决执行的公约》［法］（1968
年9月27日，布鲁塞尔）

同上，第1262卷，第20747号，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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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14日，纽约）

同上，第1035卷，第15410号，第167页。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英］（1977年1月27日，

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1137卷，第17828号，第93页。

《修正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议定书》［英］（2003
年5月15日，斯特拉斯堡）

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190号。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年12月17日，纽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316卷，第21931
号，第205页。

《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及各附件）（1979年10月26日，维也纳，

并于1980年3月3日在维也纳和纽约开放供签署）

同上，第1456卷，第24631号，第101页。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年3月
10日，罗马）

同上，第1678卷，第29004号，第201页。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1988年3月10日，罗马）

同上。

《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的公

约》［英］（1990年11月8日，斯特拉斯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62卷，第31704
号，第69页。



xix

来源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英］

（1991年3月1日，蒙特利尔）

同上，第2122卷，第36984号，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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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年12月15
日，纽约）

同上，第2149卷，第37517号，第256页。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7月17日，罗马） 同上，第2187卷，第38544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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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犯罪公约》［英］（2001年11月23日，布达佩斯） 同上，第2296卷，第40916号，第167页。

《网络犯罪公约关于宣告利用计算机系统犯下的种

族主义或仇外行为为犯罪行为的附加议定书》

［英］（2003年1月28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2466卷，第40916号，第205页。

海洋法

《大陆礁层公约》（《大陆架公约》）（1958年4月29日，

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99卷，第7302号，

第311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12月10日，蒙特哥湾） 同上，第1833卷，第31363号，第397页。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

《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匈牙利和约》（《特里亚农条约》）

［英］（1920年6月4日，特里亚农）

《英国和外国文件》，1920年，第113号 ( 伦
敦，皇家印务局，1923年 )，第486页。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英］（1949
年8月12日，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0至
973号。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英］ 同上，第973号，第287页。

条约法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第18232
号，第331页。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1978年
8月23日，维也纳）

同上，第1946卷，第33356号，第3页。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

也纳公约》（1986年3月21日，维也纳）

A/CONF.129 /15。



xx

来源

赔偿责任

《核能方面第三者责任公约》［英］（1960年7月29日，

巴黎）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56卷，第13706号，

第251页。

《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1972年3月
29日，伦敦、莫斯科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同上，第961卷，第13810号，第187页。

《关于近海经营中因勘探和开采海床矿物资源而造成油

污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英］（1977年5月1日，

伦敦）

《国际法律资料》（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第16卷，第6号（1977年11月），第

1450页。

《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英］

（1993年6月21日，卢加诺）

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150号。

《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所造成损害的责任及赔偿

巴塞尔议定书》（1999年12月10日，巴塞尔）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8911号。

环境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英］（1969年11月29日，

布鲁塞尔）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73卷，第14097号，

第3页。

《关于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的国际公约》［英］

（1971年12月18日，布鲁塞尔）

同上，第1110卷，第17146号，第57页。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年9
月16日，蒙特利尔）

同上，第1522卷，第26369号，第3页。

《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

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约》［英］（1991年1月
30日，巴马科）

同上，第2101卷，第36508号，第177页。

《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英］（1991年2月25日，

埃斯波）

同上，第1989卷，第34028号，第309页。

《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的战略环境评估议定书》

［英］（2003年5月21日，基辅）

同上，第34028号。

《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的公约》［英］（1992年3月17
日，赫尔辛基）

同上，第2105卷，第36605号，第457页。

《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造成损害的民

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书》［英］（2003年5月21日，

基辅）

ECE/MP.WAT/11 .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6月5日，里约热内卢）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760卷，第30619
号，第79页。



xxi

来源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2000年1月29日，蒙特利尔）

同上，第2226卷，第30619号，第208页。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1997年5月21日，纽

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9号》（A/54 /49），第三卷，第51 /229
号决议，附件。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1997年9月12日，维也纳） 原子能机构，GOV/INF/ 822 -GC（41）/
INF/ 13和Corr. （N5-52 Circ. ［Depositary 
Notification］）号文件。另见《国际法律

资料》（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第36卷，

第6号（1997年11月），第1473页。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

公约》［英］（1998年6月25日，奥胡斯）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61卷，第37770
号，第447页。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

律的公约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议定书》［英］

（2003年5月21日，基辅）

同上，第37770号。

外层空间

《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空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之活动

所应遵守原则之条约》（《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

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1967年1月27日，莫斯科、伦敦和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10卷，第8843号，

第205页。

杂项

《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英］（1933年12月26日，

蒙得维的亚）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65卷，第3802
号，第19页。

《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及各附件和有关西班牙的议定

书）［英］（1947年10月11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7卷，第998号，

第143页。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英］（1948年4月30日，波哥大） 同上，第119卷，第1609号，第3页。

《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法］（1957年3月25日，罗马），

经《欧洲联盟条约》修正

欧洲联盟，《条约文书选编》，第一册，第

一卷（卢森堡，欧洲共同体官方出版物

办公室，1995年），第101页。

《世界旅游组织章程》［英］（1970年9月27日，墨西

哥城）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85卷，第14403号，

第339页。



xxii

来源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英］（1985年10月11日，

首尔）

同上，第1508卷，第26012号，第99页；

另见《国际法律资料》（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第24卷，第6号（1985年11月），

第1598页。

《修正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条约和若

干有关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英］（1997年10
月2日，阿姆斯特丹）

同上，第47936号。

《反腐败刑法公约》［英］（1999年1月27日，斯特拉

斯堡）

同上，第2216卷，第39391号，第225页。

《反腐败刑法公约附加议定书》［英］（2003年5月
15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2466卷，第39391号，第168页。

《反腐败民法公约》［英］（1999年11月4日，斯特拉

斯堡）

同上，第2246卷，第39988号，第3页。

《美洲民主宪章》［英］（2001年9月11日，利马） 《国际法律资料》（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第40卷，第5号（2001年9月），第

1289页。

《儿童接触公约》［英］（2003年5月15日，斯特拉斯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464卷，第44266
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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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文件一览表

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 4 /527和 Add.1 -3 填补委员会的临时空缺（章程第11
条）：秘书处的说明

A/CN. 4 /527和 Add. 2转
载于《2002年……年

鉴》，第二卷（第一

部分）。A/CN. 4 /527
和 Add.1及3为油印

件。

A/CN.4 /528 临时议程 油印件。关于通过的议

程，见上文第 ix 页。

A/CN. 4 /529 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大会第五十七届

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专题

摘要

油印件。

A/CN. 4 /530和 Add. 1 特别报告员约翰· R. 杜加尔德先生

关于外交保护的第四次报告

转载于《2003年……年

鉴》，第二卷（第一

部分）。

A/CN. 4 /531 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关于危险活动引起

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分担的法律

制度的第一次报告

同上。

A/CN. 4 /532 特别报告员乔治·加亚先生关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的第一次报告

同上。

A/CN. 4 /533和 Add. 1 特别报告员山田中正先生关于共有

的自然资源的第一次报告

同上。

A/CN.4 /534 特别报告员维克托·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关于国家的单

方面行为的第六次报告

同上。

A/CN. 4 /535和 Add. 1 特别报告员阿兰·佩莱先生关于对

条约的保留的第八次报告

同上。

A/CN. 4 /L.630［和 Corr. 2］ 对条约的保留。起草委员会通过的

准则草案的标题和案文

见第2760次会议简要记

录（第34段）。

A/CN.4 /L.631 外交保护。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条款

草案第8 ［10］、第9 ［11］和第

10 ［14］条的标题和案文

见第2768次会议简要记

录（第3段）。

A/CN. 4 /L.632 国际组织的责任。起草委员会通过

的条款草案第1、第2和第3条的

标题和案文

见第2776次会议简要记

录（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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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 4 /L.633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

报告草稿：第一章（本届会议的工

作安排）

油印件。关于通过的

案文，见《大会正式

记录，第五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10号
（A/58 /10）》。最后案

文见《2003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

A/CN. 4 /L.634 同上：第二章（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工作摘要）

同上。

A/CN. 4 /L.635 同上：第三章（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

见的具体问题） 
同上。

A/CN. 4 /L.636和 Add. 1 同上：第四章（国际组织的责任） 同上。

A/CN.4 /L.637和 Add. 1 -4 同上：第五章（外交保护） 同上。

A/CN.4 /L.638 同上：第六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

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

的国际责任））

同上。

A/CN. 4 /L.639和 Add. 1 同上：第七章（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同上。 

A/CN. 4 /L.640和 Add. 1 -3 同上：第八章（对条约的保留） 同上。

A/CN.4 /L.641 同上：第九章（共有的自然资源） 同上。

A/CN. 4 /L.642 同上：第十章（国际法不成体系问

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

困难）

同上。

A/CN. 4 /L.643 同上：第十一章（委员会的其他决定

和结论）

同上。

A/CN. 4 /L.644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

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研究组的

报告

油印件。转载于《2003
年……年鉴》，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

十章，C 节。

A/CN. 4 /L.645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

其文件。规划组的报告

油印件。

A/CN. 4 /L.646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的报告 同上。

A/CN. 4 /SR.2751–A/CN. 4 /SR.2790 第2751次至第2790次会议临时简要

记录

同上。最后案文见本

卷。



第 2751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5 分

离任主席：罗伯特·罗森斯托克先生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

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

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

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开幕

1．离任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开幕，并向全体委员表示热烈欢迎。

悼念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委员

2．离任主席说，忆及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先

生去年逝世，令人悲痛。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先生

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法系主任和常

设仲裁庭成员，并且在数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任

职。他集国际法实践者的才干与广博的学识于一

身。他于2002年被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曾担

任过报告员。

3． 离任主席将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向瓦列

里·库兹涅佐夫先生的家属致信哀悼。

应离任主席请求，全体委员默哀一分钟。

4．离任主席说，秘书处编写的大会第六委员

会在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讨论

情况的专题摘要载于 A/CN. 4 / 529号文件。第六委

员会的各国代表团表示有意加强第六委员会与国际

法委员会之间的交流。杜加尔德先生代表国际法委

员会回答了一些关于外交保护专题的问题。讨论是

在十分积极的气氛中进行的。

选举主席团成员

鼓掌选出坎迪奥蒂先生为主席。

坎迪奥蒂先生主持会议。

5．主席感谢全体委员授予他的荣誉，并表示

将尽一切努力回报大家的信任，保证本届会议的成

功。

6．由于第一副主席应由来自东欧国家的委员

担任，第一副主席的选举也许应当推迟到填补临时

空缺的选举之后。

7．加利茨基先生赞成这项建议。目前，他是

唯一一个来自东欧国家的委员，还有两个属于东欧

国家的委员空缺需要填补。

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2003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在日内瓦举行

––––––––––––––––––––––––––––––––––––––––––––––––––––––––––––––––––––––––––––––––––

1



2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就这样决定。

鼓掌选出池先生为第二副主席。

鼓掌选出卡特卡先生为起草委员会主席。

鼓掌选出曼斯菲尔德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A/CN.4/528）

8．杜加尔德先生说，目前正在磋商是否可以

提出一项新的议程项目。他问道，临时议程的通过

是否会排除提出新的议程项目的可能。

9．主席说，可以在议程项目13“其他事项”之

下审议新的议题，但是有关提议必须首先经过主席

团和规划组的审议。

临时议程通过。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议程项目 2］

10．主席提请注意拟议的委员会本届会议头两

周的工作方案。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决定通

过拟议的方案。

就这样决定。

11．主席邀请委员们加入起草委员会和规划组。

起草委员会将于次日下午讨论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因

此，他敦促起草委员会主席尽快确定其成员。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章程第11条）

（A/CN. 4 /527和 Add. 1 -3）

［议程项目 1］

12．主席宣布，因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先生去

世，布鲁诺·辛马先生和彼得·通卡先生当选为国

际法院法官，委员会需要填补三个临时空缺。五名

候选人的简历载于A/CN. 4/527/Add. 1号文件。他将

暂时休会，让委员们进行非正式磋商。

下午 4 时 10 分休会，4 时 45 分复会。

13．主席宣布，委员会已经选举罗曼·科洛

德金先生、特奥多尔·梅莱斯卡努先生和康斯坦

丁·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填补所产生的临时空缺。他

将代表委员会通知新当选的委员，并邀请他们尽快

加入委员会。

国际组织的责任

（A/CN. 4 /529 , E 节；A/CN. 4 /532；1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14．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他的关于国

际组织责任的第一次报告（A/CN. 4 / 532）。他说，

他的报告的基础是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国

际组织责任专题工作组的报告， 2其报告试图将委员

会的工作向前推进几步。在回顾过去的工作之后，

报告论述了国际组织责任专题的工作范围，以及相

关的国际组织定义问题。

15．报告然后论述了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3 所称的

“一般原则”。仿效这些条款草案的框架，接着要处

理的将是行为归属问题。在2002年，他曾表示他打

算在第一次报告中纳入国际组织的行为归属问题。

但是由于各国际组织的有关答复过慢，他未能够实

现这一部分计划。根据委员会提交大会的第五十四

届会议工作报告第488段的建议， 4秘书处请求各国

际组织提供它们实践方面的资料。秘书处于 2002
年 9月发出请求，但是直到最近才收到一些答复。

由于委员会已经请求各国际组织协助提供资料，它

必须重视这些国际组织的答复，即使这个过程将耗

费更多的时间。所有关于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行为归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转载于《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八章，C 节，第92页。

3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6段。

4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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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问题——当存在任何难以确定的事项时——

都将在下次报告中述及。

16．由于推迟对行为归属问题的审议，现在只

剩下少数几个议题提交给委员会讨论。但是这些议

题决非次要。例如，确定工作范围的议题将表明哪

一个组织的实践必须予以重视，因此它对起草关于

实质议题的条款尤其重要。

17．工作组的报告已经包含了许多关于工作范

围的内容，但是委员会在上一届会议的最后一刻才

通过那份报告，所以未能有机会进行充分讨论。另

外，工作组只是初步审议了这些议题。当需要制订

一个能被作为规范性建议而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

时，经常产生一些难解问题，工作组当时尚无必要

对这类问题着手处理。虽然工作组的结论并不完全

反映他的观点，但是他真诚希望不要推翻这些结

论，尽管他认为仍可进一步完善或澄清这些结论。

18．他在报告中提到了委员会在研究国际组织

的国际法责任方面做出的具体贡献。委员会以前的

许多工作都无疑是相关的，但是在现阶段很难全面

衡量所有的资料。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视讨论的需

要而审议相关资料，但是现时似乎适宜仅仅审议那

些他称为委员会“具体”的贡献。据此，他在报告

中提到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 57
条中包含的保留条款以及相关评注。大部分的其

他“具体”资料涉及行为归属问题。报告稍为详细

地提到虽经一读通过、但是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出现

在最后案文中的两项条款草案。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对于这两项条款草案的评论，以及对委员会未来

工作中必然出现的有关问题的讨论。在过去的几年

中，国际法在行为归属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 
进展。

19．从其他机构的工作中，也可以发现许多相

关内容。例如，1995年国际法学会于里斯本通过了

一项决议，标题是“国际组织不履行对第三方义务

而对成员国造成的法律后果”。5 有关的准备工作，

5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6-II卷 ( 1996年 )，第444页。

特别是罗莎琳·希京斯女士的报告以及有关的辩论 6 
非常重要。

20．特别应当提到国际法协会现在所进行的与

本委员会并行的工作。国际法协会下设一个国际组

织问责专题委员会。该专题由于包括了例如善治

问题，无疑比委员会的专题涵盖更广。由弗兰克

林·伯曼爵士担任主席的这个专题委员会已经于

2002年在新德里提交了第三次报告 。7 报告中含有

许多关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责任的建议。虽然已经

起草了一系列条款，但是工作尚未完成。专题委员

会主席在他的一封信中通知他，专题委员会计划与

一些国际组织举行一系列非公开的研讨会，并指出

对于国际法委员会请求各国际组织提供关于它们内

部实践的资料，举办研讨会的活动也许会构成一项

有益的重合性工作。当然，应当从一个更广阔的角

度——也许在规划组范围内——去审议国际法委

员会与国际法协会之间的合作，而不应当仅限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问题。然而，目前的情况似乎确实提

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借此机会与那些非政府性的

学术机构具体讨论合作事项。

21．谈论国际组织的责任等于预先推断国际组

织具有法律人格。否则，它的行为将必须归属于其

他实体——最可能的是它的各成员国。国际法学

会在里斯本通过的决议第1条申明：“本决议处理因

国际组织具备有别于其成员的国际法律人格而产生

的问题。”8

22．传统上认为，许多组织并没有满足关于法

律人格的要求。这一要求由此将有关研究工作的范

围局限于少数几个组织：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联

合国，然后扩展到更大范围的联合国系统组织以及

某些区域组织。鉴于承认个人法律人格的趋势，传

统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国际法院在拉格朗案中

的裁决和本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

款草案的评注已经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个人具有法

律人格，将很难否认组织的法律人格，无论后者的

成员是国家或个人，或者同时包括国家和个人。唯

6 同上，第233 -320页。

7 国际法协会，《第七十届会议报告》( 2002年，伦敦 )， 
第772 -806页，

8 见上文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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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限制条件是，组织应以本身的资格，而非作为

另一实体的工具行事。

23．剩下的需要是探索国际组织定义的其他要

素，以开展国际责任问题的讨论。很难同时论述全

球性的政府组织和只有少数个人组成的组织。很明

显，对不同的组织应适用不同的规则，而委员会则

应侧重于那些更明显地构成国际法一部分的组织。

有许多编纂国际法的文书论及国际组织，最开始

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称“1969年《维也纳公

约》”），它仅仅将国际组织定义为政府间组织。有

人也许会问这是否算得上一项定义。这项定义传达

的一个观点是：有些成员必须是国家。然而这项定

义并非宣称国际组织必须通过条约来建立，也没有

区分那些虽经一些国家建立，但可能仅处理商业或

私法事宜的组织。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

草案第 57条的评注中，委员会认可了——尽管有

些简短——将国际组织定义为政府间组织。一个

变通办法将是，委员会重述一些编纂国际法的公约

所含的定义，然后在评注中对“政府间组织”作更

详细的界定。如报告第14段所指出的，定义的含义

乍看起来很明显，其实没有那样明显，特别是鉴于

现存的一些组织的成员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可能

是个人、领土或国际组织在内的主体。

24．他的报告探讨了现行定义的替代办法。委

员会应努力制定一项职能性定义，涵盖一类具有相

对共同特性的组织。这样，委员会就可以制订一套

只含有少数区别的规则，而不必基于有关组织的类

型制订大量的不同规则。无论如何，有了一项更确

切的新定义，就没有必要在评注中去详解细说了。

25．他阐述意见的前提是，委员会目前的工作

是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一个后续行动。委员会应当

努力界定那些行使近似国家职能的一类组织。在

英语中，这种职能可被称为是“governmental”（政

府的）。他意识到，使用这个词汇可能会给其他语

文的起草工作带来麻烦。如果在定义中提到政府职

能，将排除通常不行使政府职能的非政府组织。有

少数例外情况，例如红十字委员会在笼统的意义上

行使一些政府职能。委员会可以讨论如何处理这些

例外情况。他决定排除非政府组织，这符合第六委

员会中许多代表团应本委员会请求而提供评论时所

表达的意见。拟议的定义也将排除那些行为不大可

能引起国际法责任问题的政府组织。国际人权规则

与所有政府的或非政府的组织都有关系，但是许多

国际法规则仅仅牵涉那些行使政府职能的实体。对

于条款草案将涵盖的组织，定义可专门指明其部分

成员必须是国家，然而成员中存在其他主体——

其他国际组织、领土或个人——并不构成将其排

除在条款草案之外的理由。

26．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拟议的条款草案第

2条中的定义包含三项要素：(a) 组织成员中包括

国家；(b) 它以本身资格，而非作为其他主体的工

具，行使职能；并且 (c) 这些职能可被视为政府性

的。“组织”的定义关系到条款草案的范围。可能较

好的做法是：遵循报告第28段所提到的先例，将定

义放在条款草案第 2条，而以第 1条确定草案的总

范围。在开头便说明本条款草案所涉事项，即国际

组织的国际法责任问题，似乎恰当一些。这将排除

那些有时与之牵连的国际组织的民事责任问题。一

个原因是，现时几乎没有关于国际组织民事责任的

一般国际法规则。因此，处理民事责任将仅仅是一

项逐渐发展法律的工作，难以在总体层面上进行。

排除国际组织民事责任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

问题的性质各不相同。在开办核电厂国家的民事责

任方面，已经制定了国际法规则。但是这并非意味

着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类同于国际法上的责任。

提及国际法上的责任也将表明本条款草案不包括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

任，即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作为特别报告员所负

责的专题。他建议不将这类责任包括在当前的条款

草案中，同样是遵循了第六委员会许多代表在应国

际法委员会请求而提供评论时所表达的观点。对于

涉及国际组织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问题，他并

不想怀疑开展研究工作的益处，但他也不愿增加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的工作负担。委员会也许应当

认定，可能涉及国际组织的这类问题，其实与涉及

国家的问题更相类似；应当作为现行研究工作的下

一步行动去处理，或者也许应当在关于赔偿责任的

工作范围之内去处理。

27．在引言条款中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点。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 57条不仅明确排

除“国际组织依国际法承担的……责任的任何问

题”，而且排除了“任何国家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

所负的任何责任问题。如果不争取填补这一空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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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任何入国家作为成员或非成员对组织的行为所负

责任问题，当前的研究工作将有失恰当。关于本条

款草案范围的第1条应明确提到这个问题。

28．他希望推迟介绍关于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

第 3条，因为第 3条力图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条款草案第1至第3条的实质内容包括进去。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29．经过磋商，主席宣布了对条约的保留专题

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卡特卡先生（主席）、佩莱先

生（特别报告员）、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卡姆托先

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和山田先生（成员）以及当然成员曼斯菲尔德先生

（报告员）。成员资格对委员会其他委员继续开放。

下午 5 时 50 分散会。

  –––––––

第 2752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

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

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

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

生、山田先生。

  –––––––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A/CN. 4 /529 , E 节；A/CN. 4 /532；1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介绍的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一次报告（A/CN. 4 / 532）
所载的条款草案第1和第2条。

2．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赞扬特别报告员对该专

题的来龙去脉作出的阐述。和他一样，她也认为，

只要没有不这样做的特别理由，委员会就应该以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2 作为国际组织的

责任条款草案的样板。关于研究的范围和“国际组

织”一词的定义，最好能借用以前的各项公约中对

国际组织的提法。国际组织不只仅仅由国家组成，

它们的组织章程也并不一律是国际条约，因此，特

别报告员建议从职能的角度处理国际组织的定义问

题，并以这样的前提为起点：为了使这种组织承担

责任，它们必须要有国际人格。虽然她认识到组织

本身并不同于该组织所有成员的简单组合，但她仍

然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用这种组织行使的政府职

能作为定义标准的建议。政府职能实际上很难确

定。国际组织可以行使与国家较有关系的职能，例

如，司法或立法职能，但它们也可以为人权或环境

保护行使游说的职能。那样，国际组织是否只应当

为它的司法或立法职能所产生的行为负责，而不必

为其他职能所产生的行为负责？

3． 她完全同意第 1条界定的条款草案范围，

即国际法下的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她还同意委

员会应暂时局限于国际法下的不法行为，并应处理

国家责任的难题，这里的国家指在某种程度上促成

了某一组织的不法行为的国家，或者其本身是实施

不法行为的某一组织的成员，组织本身的责任则是

另外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她不同意第2条的措辞，

特别是“而又以其本身的身份行使某些政府职能”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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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这段话似乎将不行使政府职能的组织排除在

外，可能是因为这种组织会涉及民事责任问题，但

是，这可能会产生不容易与政府职能联系起来的行

为的国际责任问题。这就产生了何为政府职能的核

心问题。较稳妥的做法也许是回到组织成员和组织

章程的传统标准上来，并说明后者不必是国际条

约，组织的成员可以是任何一种以领土为基础的实

体，换言之，领地以及国家。她认为这次的研究不

适用于成员为非领地实体的组织，如个人或非政府

组织所组成的组织。

4．庞布－齐文达先生说，英文本所用的“政

府职能”一词可能会误导读者。不用说，政府的概

念与国家有关，但当前审议的专题不涉及国家，而

涉及国际组织。因此，“政府职能”的意义是毫无

疑义的，特别报告员似乎是在听任这种混乱状态发

展。

5． 佩莱先生回顾说， 审议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责任条款草案期间， 委员会已经对如何把

“Prérogatives de puissance publique”（公共权力的特

权）的概念译成英语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这个

概念为法国法学家所熟知，并被最终使用。但是，

适用于国家责任的，并不完全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

任。英语的该术语产生了实际问题，虽然法语完全

能接受，这也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翻译问题。无

论怎样，他保留他的立场，因为他不能肯定国际组

织的定义是否应以政府职能为根据。许多国际组织

没有这种职能；它们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国际公共

服务。

6．杜加尔德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强调了第 2
条中国际组织的成员和职能要素，这样做是明智

的。只强调政府职能，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有些组

织似乎行使这种职能，而另一些组织则不行使这种

职能。例如，许多人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国际

法人资格，可行使政府职能。对许多非政府组织也

可以这样说，它们在越来越多地履行通常保留给国

家的职能。甚至可以公平地说，今天，它们对国际

法的发展，乃至对习惯法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

用，这也许可被称为是一种政府职能。但是，这只

是表明不能将政府职能用作唯一的标准。还必须有

其他标准，特别报告员既强调组织的职能，也强调

成员必须是国家的事实，他这样做是明智的。组

织，要具备政府间性质，就必须要有某些国家参

加。复杂的情况总是有的，这就是必须同时强调这

两项标准的原因。

7．布朗利先生说，想界定政府的职能，并不

是一个好主意。政府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们可以

修铁路，甚至建私人企业。从纯粹务实的角度看，

他不明白为什么标准可以用作一种区别的因素。

8．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在翻译

上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即对起草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责任条款草案期间产生的一个名词进行回译的问

题。“政府职能”一词可以有多种理解。正如佩莱

先生提到的那样，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公共服务”。

制定这种标准的一个基本理由是，委员会应该仿照

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的框架制定规则。合理的做法

是考虑那些开展类似于国家活动的实体，即使这些

活动只是该实体活动的很小一部分，因为国际组织

的部分职能就是通常预计应该由国家行使的那些职

能。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组织在国际法下没有

义务。同样，个人在国际法下不仅有权利，也有义

务。我们不处理个人的责任或由个人组成的非政府

组织的责任，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否认存在这种实体

的责任问题。

9．罗森斯托克先生指出，第 2条中与委员会

惯用的语言和方法相适应的一个要素是，它谈到了

行使某些职能，即机构有时以某种方式在政府层面

上或者像政府那样行使职能。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

政府，而是意味着它们从事政府所从事的某些工

作。它们的活动不必是具体的政府活动才能使所考

虑的某些行为产生责任，而这一点似乎支持第 2条
所采取的一般性方法。可以认为，这种措辞并不理

想，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措辞之前，如果要实行国

家责任的法律，则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应该涵盖的问

题所作的还算明智的定义。

10．布朗利先生说，实际上，最好的概念是

“类似于政府活动的活动”，词藻虽美，但毫无用

处，可这恰恰是我们所需的。该条指的不是政府职

能，而是类似于政府活动的国际组织职能。

上午 10 时 30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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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53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

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

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

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

生、山田先生。

  –––––––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的发言

1．奥尔忠尼基泽先生（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总干事）欢迎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来到日内瓦，

并说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几乎所有会议都是在日内

瓦举行的。委员会肩负着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

任务，在其成立至今的55年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成就：条约法、海洋法、国家责任、外交关系

和人道主义法，以及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这些只不

过是委员会编纂工作中取得成就的若干领域而已。

对如此众多不同的国际法领域加以澄清和规范化，

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过去半个世纪中之所以能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遍地编纂国际法，在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

2．国际法为确保各国之间的行为公正、人道、

合理奠定了基础，并确立了任何文明社会所必须依

赖的基本规则。21世纪初，全球社会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和危机，因此，国家行为的有序变得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3．曾有人断言，忽视或蔑视法治者大有人在。

对于这一说法，他深表不以为然：那些受短视动机

的驱动而对国际法表示轻蔑者，最终往往发觉不得

不尽量避免这种表示。

4．从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议程的范围上可

以看出，还有大量的法律领域仍需在国际上加以规

范。委员会研究外交保护、对条约的保留、国家的

单方面行为和国际组织的责任等专题，就证明还有

许多根本问题仍需加以界定，才能最终制定出能得

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准则。他相信，委员会将继续发

挥其关键作用，为在国际关系中确立法治作出贡

献，这一点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随时愿为帮助创建有利于委员会顺利履行

职责的环境提供一切便利。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A/CN. 4 /529 , E 节；A/CN. 4 /532；1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5．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在特别报

告员第一次报告（A/CN. 4 / 532）拟议的国际组织的

责任条款草案中，第 1条将草案的范围限定于两个

不同的领域，但对于这两个领域，却必须要整体来

看待；这两个领域分别是：国际组织对国际法所指

的不法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以及国家对国际组织

的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因此，根据报告第29和第

30段中列出的正当理由，第1条将民事责任排除在

外：在委员会过去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

题所开展的工作中，从未涉及民事责任的问题；此

外，将这一责任排除在外，也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

倾向性意见。所以，第 1条第一句目前的措辞是令

人满意的。草案还涉及另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

问题，以及因该组织所参加的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

行为而可能产生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正如条款

草案中措辞已得到人们广泛认可的第二部分所反映

的，不法行为也可能是由非该组织本身所从事的行

为引起的。该条在形式上也许还可加以改进，可以

分两款来对所设想的两种情况分别论述。当然，这

一问题应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

6． 对“国际组织”这一术语作出定义的第 2
条，届时将需要扩展，以涵盖其他条款草案中拟采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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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其他术语。必须要从组织对不法行为所承担的

国际责任这一更广泛的角度，来对这一术语作出定

义。除其他外，《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

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和《关于国家在条约方

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下称“1978年《维也纳公

约》”）采用了将“国际组织”界定为“政府间组织”

的定义，这一定义过于宽泛，不适合当前条款草案

的情况，只能作为将拟定的能涵盖更多组织的新定

义中的一项内容予以保留。

7．务必明确地把组织相对于国家的国内法而

言所具有的法律行为能力这一方面，与组织作为国

际法的主体而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这另一方面区分开

来。在实践当中，这些术语很容易混淆。因此，《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有一条规定，明确将国际

刑事法院界定为既是一个国际组织，又是一个刑事

管辖机构。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8段中所

指出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互不相同，也未必能相

互补充。

8．要在正在审议的条款草案中作出适当的定

义，应当遵循两条基本准则。一、该组织必须是由

多个国家所设立的，无论是通过条约或协定之类的

正式文书，还是通过能反映其成立之惯常依据的其

他一些手段设立。二、该组织必须是一个政府间组

织，不仅从该组织的构成方面，从其创建方面而言

也是如此。换言之，这一组织必须是由多个国家设

立的，但它也可以包括国家以外的其他实体——

这一准则自动地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外，非政府组

织不属于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9．特别报告员还提出了另一条更为复杂的准

则——政府职能——一个令人们为难的问题。姑

且无论翻译上的潜在问题，正如布朗利先生指出

的，这些职能类似于政府职能，但涉及的是国家授

予组织的各项权限——包括默许的权限——和权

力。它们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职能”，但这

些组织可根据其组织法、内部规则、条例与决定以

及惯例，来行使这些职能。

10．简言之，在定义或关于定义的评注中，应

具体规定，某一组织无论其构成情况如何，都必须

是由多个国家设立的，必须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并且

必须能根据其自身的相关规则和惯例，行使其职能。

11．佩莱先生对加亚先生加入“特别报告员俱

乐部”表示欢迎，并说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既

引人深思，又值得商榷。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往往费

力不讨好，要求其既能全力奉献，而且更重要的

是，能善于利用同事们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同时又

能不受影响地稳步开展工作。特别报告员在所有这

些素质方面，都显得游刃有余，只是也许不具备以

牙还牙地反击严厉批评的能力。不过，这一素质也

许是深藏不露的。

12．虽然总的说来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做法，

但对一些方面他有严肃的理由表示不同意见。在此

方面，他回顾说，刚被选入委员会时，看到委员们

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先是大夸特夸，然后却严厉谴

责，他感到十分吃惊。对于他的吃惊，一位经验老

到的委员解释说，委员们之于特别报告员的作用就

像是一名外科医生，先麻醉病人，然后施以痛苦的

手术。

13．第一步，麻醉。报告内容丰富、言简意赅、

充满智慧、引人入胜，大致可以接受。尤其是，特

别报告员在界定其专题时恰当地联系到国家责任这

一专题，并建议对委员会当时审议国家责任时——

正确地或错误地——搁置在一旁的与国际组织的

责任相关的问题加以处理。举例而言，正如特别报

告员自己在报告第 8和第 9段中隐隐约约地，并在

第33段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的，如果不是在当前的这

些条款草案中，而是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

款草案 2 中处理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为应承担的责

任问题，也许会更符合逻辑一些。然而，当时并没

有这样做。尽管如此，假如存在这种责任，当然必

须要在某些地方加以处理，而新的专题便是处理这

一问题的自然处所，虽然不是最符合逻辑的地方。

14．然而，有两个“但是”。第一，该专题的

标题有些让人产生误解。最好将题目定为“因国

际组织的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因为否则会让人

得出国际组织的行为可能引发国家责任这一结论。

虽然对标题加以正式修正并非必不可少，但对于

特别报告员提请大家注意的这一歧义，我们应时

刻牢记在心。

2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9第 2753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7 日

15．他提出的第二条保留意见却并非如此。特

别报告员在起草第 1条时所表现出的大胆有些过

分；他似乎在表明可以要求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为

负责——关于这一点，他将在“麻醉”完后开始做

“手术”时再回过头来讨论。

16．尽管如此，他毫无保留地赞成报告第 30
段中所述的决定，即此处不应包括国际组织对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承担责任的问题。他同特别

报告员一样认为，这些问题应在关于赔偿责任的

专题中处理，因此应在讨论该专题时审议。他认

为毫无疑问，在赔偿责任的问题上，国际组织与

国家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即使前者缺乏资源而可

能面临严重问题，因此需要发挥想象力加以切实

解决，亦是如此。

17．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第三点是其所采用的

方法。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委员会并不是从头

开展工作，而是已经提出过采用若干办法的主张，

只不过正如报告第3段至第11段所明确但略显简单

地说明的，所提出的是一些相反的办法。他还对尤

其在第 11段中同样是隐隐约约地提出的主张表示

赞同，即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应成为

一个参考工具，但对于相似性甚至可比性，不得有

任何预先的假定。问题与问题之间，甚至组织与组

织之间，都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某些情况

下，国际组织就像国家那样“行事”，没有理由对

它们加以区别对待。一体化组织的情况尤其如此，

这些组织都倾向于代替国家行使其传统的职能和特

权。但在其他方面，国际组织却又有其自身的具体

问题，应在此着重提出，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不应套用适用于国家的规则。总而言之，这就是他

对特别报告员有时以略带预言式的词语所表达的意

图作出的诠释。

18．最后，他毫不犹豫地赞同特别报告员对关

于范围、定义（也许用复数更适当）以及一般原则

的条款草案第1至第3条所采取的形式。

19．既然病人已完全处于麻醉状态——希望

如此，他现在想发表一些更具批评性的意见，但同

时强调，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中所处理的问

题，对国际法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因此不可避免

地会引起人们热烈和充满激情的辩论。

20． 第 1条在其所言和所未言方面都引人注

目。就第一句而言，他同意应将范围仅限于对国际

不法行为承担的责任，因此，必须要使之与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保持一致。他唯一反对

的是如下字眼：“国际法所指的不法行为”。似乎没

有任何理由将已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使用的术语

弃而不用，这些术语从 1970年代起就始终没有变

过，而且已牢牢成为学说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国际

法院的判例中也是如此。因此，应使用“国际不法

行为”这一说法。

21．他对第二句的非议更大，对此他曾间接提

到。该句草案中暗含了国家可能要对一国际组织的

行为承担责任这层意思。这是可能的，但并非确定

无疑；未经事先证明甚至辩论就将之纳入条款草案

中，显得有些轻率。

22．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不很

雅观但却简单，就是把这句话置于方括号中，以待

进一步审议。第二种是他本人倾向的办法，就是删

除第二句话，并改写第一句话，以不排除这一可能

性，可采用类似下文的措辞：“本条款草案适用于

一国际组织所引起的或因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

为而产生的［国际］责任。”准确的措辞可留给起

草委员会处理。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表明，本条涉及

的是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但对责

任的归属或后果或内容不作预先判断，这些问题届

时也需要加以审议。

23．的确，他提案中的第一部分可能会引起

人们反对，因为国际组织所引起的责任未必会排

除应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负的赔偿责任，

这一点是特别报告员希望先搁置一旁的。 然而，

让他本人和特别报告员都满意的措辞是肯定能找

到的。再者，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中，没有任何一条正式将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排除在外，因此，他想知道在本草案中是否有绝

对的必要这样做，尽管特别报告员已在报告中作

出了略带预言式的解释。从随后的各条中，足以

清楚地看出，这些行为已被排除在外；甚至连标

题都可以改变，就像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最后一刻

改变标题那样。报告第 31段似乎表明，特别报告

员愿意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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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至于条款草案第 1条第一句所未言部分，

他指出，特别报告员在第29段中讨论了报告中最重

要的一项内容，即民事责任，但在第1条中却未提

及。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将特别报告员

用以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进行对照的民事责任搁置

一旁的建议。他对该建议有两点疑问。第一，他不

能确信民事责任与国际责任之间可以通过这一方式

进行对照。国际责任既不是民事的，也不是刑事的，

它只是国际的；民事责任的对立面不是国际责任，

而是刑事责任。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与罗德

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不一样，他认为不应将民事

责任排除在外。特别报告员对排除民事责任所给出

的理由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不曾

涉及民事责任的问题，他认为对民事责任作出规定，

属于逐渐发展国际法而不是编纂国际法的工作范围，

而委员会并不是最恰当的研究这些问题的机构。

25．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有几个方面

的原因。首先，根据章程，委员会负责的是逐渐发

展国际法和编纂国际法这两方面的工作。其次，他

不能完全肯定特别报告员在民事责任问题上所持立

场依据的前提实际上是否正确。有一点似乎很明

显，那就是特别报告员所称的“国际法规定的责任”

与他所称的“民事责任”相比，前者依据的实践要

可靠的多。第三，民事责任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与国

际责任的传统概念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同样重要（如

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因此需要加以解决。报告

第 29段脚注所举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第四，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很容易分

开，对此他完全不能信服。如果国际组织引起了特

别报告员所采用的严格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就会产

生一个问题，即由谁来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义务，即

赔偿义务。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特别报告员认为

属于民事责任问题而建议搁置一旁的具体问题。最

后，他不明白委员会为何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恰当

机构。所以，他不同意在第39段措辞中将民事责任

问题排除在外，并认为委员会可以而且必须处理这

些问题。此外，特别报告员完全有能力引导委员会

开展这项工作。

26．如果正如他所非常希望的，委员会同意审

议民事责任问题，而特别报告员自己不愿这样做，

那样可能意味着需要改写第 1条。如果委员会赞成

特别报告员对国际责任这一概念的限制性解释，那

样必须要删除第一句中“责任”前的“国际”二字。

就他本人而言，他并不是如此狭义地解释这一概念

的，并认为民事责任与国际责任事实上是分不开

的。如果委员会也这样认为，那样明智的解决办法

将是保留“国际”二字。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已在

国际锡业理事会案中（麦克莱恩·沃森有限公司诉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和委员会）出现的这类问题。在

该案件中，英国法院设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它们

是作为或本应作为国际法的执行机构行事的。

27．条款草案第 2条中有几个难点，对此，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上次会议的发言以及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已进行过讨论。特别报告员试图

对“国际组织”的概念加以定义，这已不是第一次。

在 1956年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杰拉尔德·菲茨

莫里斯爵士在其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中，已将

国际组织定义为“……由条约所设立的国家集体，

该集体订有组织法并设有共同机关，拥有与其成员

国明显不同的人格……”。3 该定义的部分内容可

以说已经过时。例如，并非所有的国际组织都一定

是由条约设立的，最明显的例外便是欧安组织。此

外，虽然“国家集体”一词并未明确排除非国家成

员，但国际组织也未必仅由成员国组成。在他看

来，对 1956年的定义可以提出的唯一真正的反对

意见，就是该定义没有预见到国际组织可以纯粹由

组织组成这一情况。他所了解的这种组织只有一

个，即1994年根据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协定成立的

维也纳联合研究所，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然而

总的说来，1956年的定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关于

由组织组成的组织，虽然并非真正具有关键意义，

但将来也许可以讨论应如何予以提及。

28．菲茨莫里斯的定义是在讨论条约法时提出

的，而委员会当前处理的是国际责任问题。但并不

能因为这一点就一定要作出完全不同的定义。无论

问题是组织缔结条约的能力，还是其履行国际责任

的能力，除非组织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否则两者都

是不可想象的。关于这一点，他很难接受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第 15段至第 19段中用较大篇幅讨论的办

法。他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段落中的意见，并坚信所

3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
第108页。



11第 2753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7 日

有国际组织均有客观的国际法律人格——并不是由

于报告第19段一个脚注提及的国际法院在伤害赔偿

案的咨询意见中援引的否定理由，而是由于克里洛

夫法官在同一案件的反对意见中所援引的否定理由。

特别报告员如此重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令人惊

讶，因为这一意见与正在处理的问题似乎关系不大，

而且特别报告员也没有从他的推理中得出任何结论。

必须要着重指出的是，国际组织之所以要承担国际

责任，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而是由于它们所具

有的国际法律人格——一把椅子或一条狗，不能因

其存在而赋予责任。他不明白，为什么特别报告员

在试图为国际责任的目的而对国际组织作出定义时，

没有指出这一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表明，国际

组织具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人格，这就足以使它们承

担责任。从第15段中可以看出，特别报告员是赞成

这一立场的，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第2条的定义中

没有包括这一重要内容，他建议予以恢复。

29．特别报告员认为，定义中不应提及“由条

约所设立”这一内容。他个人倾向于保留这一提

法——但在评注中说明可能有例外——因为大多

数国际组织都是由条约设立的。更中肯地说，他希

望纠正第 14段中的一个小错误。作为世界旅游组

织的法律顾问，他希望指出，与《荷兰国际法评论》

1971年一篇文章 4 中的主张相反，该组织不是由不

具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书设立，而是由一项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文书（《世界旅游组织章程》）设立，该文

书于 1970年 9月 27日在墨西哥城签订，于 1975年
1月2日生效，并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事实上，该

组织可能会在2003年期间成为联合国的第16个专门

机构。该《组织章程》第1条明确将自身定义为“政

府间”组织，而事实上其成员却是由成员国（正式成

员）、非自治领土（准成员）和私营公司、个人、大

学、非政府组织及其他（附属成员）构成的。

30．据此，正如报告第 12、第 13和第 23段中

所提到的，第 2条可以简单地规定，定义所指的是

“政府间”组织，或如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定义

所指的是包括国家成员的组织，抑或如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在试图避免提及条约时所建议

4 D. R. Gilmour,“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 with a difference”, 《荷兰国际法
评论》，第 18卷 ( 1971年 )，第275页。

的，所指的是由国家设立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

可在评注中说明，这些组织既可由条约，也可由不

具约束力的文书设立。所有这些方案都可以接受，

但以第一个方案最为简单。他不同意使用“政府间”

一词便是错误地将政府等同于国家这一观点。无论

选择这三种方案的哪一种，评注中都要重申，还可

能存在由组织组成的组织。

31．在他看来，由组织组成的组织提出了不同

的问题，希望这是由于它们缺乏国家为其撑腰这张

安全网所致。这些问题需要在处理国际组织的成员

对成员中包括国家的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行

为可能负有的责任时讨论。不得把这一问题排除在

条款草案之外，特别报告员肯定也没有建议这样做。

32．因此，定义中应包括如下要素：政府间、

可能由条约设立及拥有法律人格。然而，特别报告

员并未提及由条约设立或国际法律人格的问题。反

之，他是围绕一组织以自己的身份行使若干政府职

能这一中心来作出定义的。正如他在上次会议上所

指出的，用英文术语“governmental functions”来翻

译法文“prérogatives de puissance publique”， 用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也许可以接受，

但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则不可接受。尽管

如此，正如罗森斯托克先生所说，普遍而言这可能

是一种合理的译法，但在目前情况下很成问题。在

这方面，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意见，即一组织必须

行使类似于政府职能的职能；但不同意他对这些职

能包括旅游管理和促进所表示的疑虑。“政府职能”

的翻译只是对英文本成问题，但无论如何，他非常

怀疑特别报告员为本草案的目的而使用的标准的有

效性。在内部管理法这个他有一定了解而且援引

了“当局的权力”这一概念的制度中，这一概念似

乎总是涉及普通法的“过度的”特权，反映国家及

其机关的行为不同于私人个人这一思想。但是，如

果凡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政府性质的活动均被排除

在条款草案范围之外，那样除了对使用武力、缔结

条约和通过具有约束力的立法的责任以外，便所剩

无几。与他在讨论民事责任时所援引的许多理由相

同，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

33．此外，法国行政法中使用“service public”
来对行政法所规定的活动与私法所规定的活动加以

区分，换言之，对为普遍利益而开展的活动与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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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所开展的活动加以区分。如果让他在这两

个术语之间选择，他倾向于使用“service public”。

这样一来， 法文本的第 2条内容如下：“...dans la 
mesure où elle assume une activité de service public”。

然而，由于若干原因，他更倾向于一个都不用。第

一个原因是，在国际法律文书中提及国内法的概

念，即使暗指，也是不可取的。这一点从他间接提

到的翻译问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法既不属于

民法、刑法、罗马－日耳曼法，也不属于习惯法，

因此，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在条款草案中提及国内

法的概念。第 2条中的重要问题不是国际组织行使

若干政府职能，而是它“以自己的身份”行使这种

职能。一旦组织以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代表其成员

国行事，它便负有国际责任。事实上，甚至连提及

“以自己的身份”可能都是多余的，因为具有法律

人格的组织是自动以自己的身份行事的。

34．归纳起来，在第2条中，他的倾向意见是，

只要表明“国际组织”这一术语是指具有国际法律

人格的政府间组织即可。然而，他不希望病人是在

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完手术的，而且缺手缺脚；因

此，如果特别报告员坚持，他愿意保留“以自己的

身份”这一术语，可在最后加上“如果它以自己的

身份行事”一语。眼下，他还表示同意保留“成员

中包括国家”的措辞，或者增加提及组织系由国家

或由条约设立的这一内容，尽管事实上这并未增加

任何内容。他建议将菲茨莫里斯和特别报告员的措

辞结合起来，这样似乎是合适的。

35．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发起这场定会引人入胜

的辩论。

36．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将在晚些

时候再回答佩莱先生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

为了澄清是非，他希望立即就一个问题作出说明。

他从来就无意否认国际法律人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要素这一点。然而，由于许多国际组织都具有这种

人格，他认为没有必要在报告中用很长的篇幅来加

以讨论，或明确将其写入条款草案第 2条。第 2条
中的“身份”一词即暗含了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

这层意思。虽然措辞上可加以改进，但没有必要再

就法律人格问题进行讨论；法律人格是一项基本要

素，他认为佩莱先生提出的其他方面的建设性批评

意见，在这条理由上不见得完全成立。

37．杜加尔德先生说，他记得，国际锡业理事

会符合第 2条中的定义，因为该理事会不但成员中

有国家，而且行使若干政府职能。这一点对后面的

阶段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特别报告员似乎

在报告中暗示，国际锡业理事会案（麦克莱恩·沃

森有限公司诉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和委员会）涉及国

际不法行为，只不过原告选择向国内法院起诉，而

没有提起国际诉讼。果真如此的话，将很难援引这

一案件来为区分国际责任与民事责任说明理由。他

与佩莱先生一样关切地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应分开，

但表示如果有人能澄清国际锡业理事会的诉讼经

过，他将非常感激。

38．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没有必要提

及国际法律人格这一问题。实际上，鉴于目前正在

就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如果

提及这一点的话，也许会很危险。第2条的宗旨是，

通过强调国家和行使政府职能等内容，将非政府组

织排除在草案范围之外，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在这方

面的处理办法。

39．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涉及国际锡

业理事会的诉讼无疑将得出十分有用的资料，由国

家法院，尤其是英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特别有意义。

问题是，虽然国家法院所处理的一些问题与国际法

有关，但这些问题主要属于国内法问题，实际上是

民事责任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与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中处理的问题不同，他建议只处

理属于国际法范围之内的问题。

40．卡姆托先生提及佩莱先生所说的话，即一

把椅子或一条狗是不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承担

国际责任的——换言之，不能说因为某物存在，它

就具有客观的国际人格，并表示，对于这一问题，

更应从法律人格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组织之所以能

获得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是因为国家是其成员。国

家作为组织的成员，为组织带来了若干特权和国际

法律人格的组成要素。国际法院在伤害赔偿案中的

咨询意见在此方面不够清楚，但他也不能接受佩莱

先生的主张，即克里洛夫法官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

41．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提出了一个很

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创立，而不仅仅是

控制要素。自然保护联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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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由条约设立；这一组织可否因为国家参与其事

而被视为国际组织呢？他认为不可以。为此目的，

参与其事的国家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数目，才能被视

为对该组织有控制权。最近法国的一些法律著作正

在就同个人签订合同的企业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的

问题进行争论。他认为不能：企业缺乏让国家转变

为国际法主体的要素——主权要素。

42．布朗利先生说，他曾一度就如何采取行动

的问题为国际锡业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国提供咨询意

见，最后，这些成员国由于缺乏任何其他求助办法，

开展了大量的外交活动。一些国家告到国内法院，

这为律师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但却使形势变得极

其复杂，因而延误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

时机。特别报告员十分准确地指出，英国法院的判

决虽然很有意思，但所涉及的并不是国际法，而是

英国法院对国际组织的承认。在这方面以及佩莱先

生提及的其他方面，委员会也许可探讨什么是可适

用的法律这一问题，这样做往往可以找到答案。

43．佩莱先生答复卡姆托先生的评论意见时表

示，卡姆托先生的推理正好倒了过来：出发点应当

是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这一命题，这正是国际法

院在伤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所做的。国际法院当

时审查了法律人格是否客观的问题。克里洛夫法官

的论点仅涉及第二个问题。一把椅子从来就不可能

具有客观的人格，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格可

言。国际组织具有人格，而且在他看来，这人格必

须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同卡姆托先生一样，他也

认为应当对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提出的提案

加以审议，即应在国际组织的定义中提及国际组织

系由国家所设立这一事实。

44．他坚决反对杜加尔德先生的最后一点意

见：草案中只字不提国际法律人格，并不意味着将

非政府组织排除在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都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只是与前者相

比，后者的这一人格确立得更加牢固。主要区别在

于除其他外，政府间组织是由国家设立的。但是，

如果不存在法律人格，就没有责任，而本草案本来

就是关于责任问题的。

45．国际锡业理事会是一个纯粹的政府间组

织，其成员不包括任何个人，只有国家和欧洲共同

体。该组织有没有行使政府职能呢？可以说有，也

可以说没有：它从事锡买卖活动，根据特别报告员

极其宽泛的政府职能概念，这可以构成对政府职能

的行使，不过，开展旅游业也可以构成对这一职能

的行使。

46．最后，他同意布朗利先生刚才所说的：问

题不在于是哪个国内法院作出了判决，而在于所涉

及的是哪类问题。英国法院同法国法院一样，对国

际法的问题并不是非常关注，尽管国际法也属于国

内法的一部分，这些法院适用的是英国法律。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议题没有带来委员会所

应当关注的国际责任问题。

47．主席以委员会委员身份发言指出，报告中

很少提到应当成为国际组织定义一部分的一个重要

特征：根据国际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如

果出现违背国际法所规定义务的行为，便会触发责

任问题。无论国际组织是如何设立的，也无论其构

成如何，主要问题在于国际组织能根据国际法的规

定承担义务。

48．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国际组织

定义中有两项完全不相联系的标准：一是该组织必

须由国家设立，二是该组织必须具有国际法律人

格。这种人格通常在组成文书中已经明确规定，或

者是根据该组织所开展的活动而获得的。正如主席

所指出的，这意味着组织具有在国际上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的能力。并不是国家设立的所有组织或实

体都一定是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尽管属

于公共实体，国家也可以设立私营企业。

49．丰巴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称赞报告的质

量很高，并说委员会曾就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开展

过工作，但只是属于附带性质的。特别报告员对这

一工作进行的审查十分有益，而且得出了必须采取

与国家责任类似的办法来处理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

结论。就他个人而言，他想补充的意见是，必须要

采取比照适用的方式来开展这一工作。在这方面，

他提到了佩莱先生关于相似性和可比性的意见。

50．特别报告员恰当地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

实，即该专题提出了复杂而又有争议的学说问题。

委员会必须相应地发挥想象力且慎重地向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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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对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比较并得出适当结论

方面，更是如此。

51．条款草案第 1条涉及本项研究在“就事而

言”和“就人而言”方面的范围，似乎并没有造成

任何困难，特别是由于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

即本项研究的范围不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所

引起的国际责任。他对是否应包括民事责任这一点

有些疑问，赞成佩莱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但他与

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一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

际组织的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一国际组织对其

所参加的另一组织的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应该属于

这项研究的范围。这些问题以及佩莱先生提出的相

关意见，都值得进一步审议，而且应以一定的方式

加以反映；不过对于是否应在条款草案本身或是评

注中反映，他还没有形成肯定的意见。佩莱先生提

出的修改该条的标题以便考虑这些问题的建议，同

样值得审议。他也认为，涉及国家责任以及与国际

组织的不法行为相关的事项，亦应包括在本项研究

的范围之内。

52．在条款草案第 2条中，特别报告员为国际

组织的定义提出了两项标准。第一项标准是，其成

员必须包括国家，这反映了与维也纳定义相一致的

意愿，但同时也考虑到国际组织生活中的一些最新

进展，有些国际组织现在包括了国家以外的实体。

第二项标准是，它具有行使“若干政府职能”的自

主权。法文的现有措辞是“certaines prérogatives de 
puissance publique”，已引起人们进行广泛的讨论：

依据法国法律，显然没有几个组织具有行使此种职

能的能力。因此，类似布朗利先生和佩莱先生所建

议的替代表述方式是可取的。国际法律人格标准已

被充分证明具有相关性，但也许行使若干政府职能

的标准将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微妙的问

题，委员会应加以进一步审查。

53．庞布－齐文达先生说，关于国际组织责任

的第一次报告，尽管有些主题受到强调，而另一些

主题却未予开展，但仍然合适、平实。他对第 11
段所述做法表示赞成，即该专题的处理方式将借鉴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方面已开展的工作。然

而，应当牢记在心的是，将一个主题的处理方式建

立在另一主题所用处理方式的基础之上，存在着一

些固有的限制，这些限制在就国家的单方面行为所

开展的工作中已经突显出来。因此，国际组织的责

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以平行方式开展该专题和国家

责任专题的工作时，应顾及国际组织的具体特点。

54．在实质方面，他询问有无必要提出在本项

研究中应采用什么标准对国际组织下定义的问题。

当然，文献及报告第 28段中所引述的编纂公约已

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有无任何理由偏离这些公约

中的定义呢？他认为没有。行为或不行为有可能引

起国际责任的国际组织显然就是政府间组织。他认

为，按委员会过去的做法，坚持对国际组织的这种

描述是谨慎而适当的。

55．通过提及可能引起国际组织责任的行为或

不行为问题，他已经间接提到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

根源所在。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意见，即对国际组织作出职能性定义较为妥当，报

告第25段已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意见：“看来对我们的

目的而言，重要的，首先是这一组织所行使的职能，

其次才是为设立组织而通过的文书的法律性质。”

56．之所以强调职能方面，理由是，在追求国

际组织为自身确立的宗旨和目标时，要通过行为或

不行为的形式来行使具体的职能，而这些职能正是

可能对其他国际法主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

造成任何偏见的根源。职能的概念非常关键，它来

自于国际法律人格这一概念。正是这一属性使得国

际组织虽然没有主权，但却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因

为国际组织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却具有法律人格，

这种人格是设立国际组织的国家暗中授予国际组织

的，从而使得国际组织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但

是，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也要对其他国际法主体承

担义务，其中包括它应该对藉以行使职能的行为可

能具有的偏见负责这一义务。佩莱先生正确地指出，

将责任与国际法律人格挂钩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必

须在条款草案的某一条对这些关键概念加以定义。

57．拉格朗案之后，特别报告员请委员会对法

律人格标准的范围加以审议。但也许可以争辩的

是，国际法院在某些情况下有些过分。任何委员可

能都不会仅仅由于在拉格朗案中，国际法院认定某

一个人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就将国际组织视为个

人。同样，在伤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

想到了将国家与联合国，并继而与国际组织等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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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一思路。大家都知道国际法院是在什么条件下

提出这一咨询意见的：它这样做是认为联合国既不

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超国家。委员会是否应该

根据拉格朗案而认为，联合国或一国际组织既不是

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连个人资格都不具备的东西

呢？这将是一种侮辱，如果不是对设立国际组织的

国家的一种侮辱，起码也是对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

际组织的一种侮辱。当然，现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发生。巴格达刚刚发生的情况，也许会让一些人得

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没有用处，一些国家可以为所

欲为。

58．国际组织的设立无论是为了合作，还是为

了一体化，都是设立者以及赋予宗旨、目标及其权

力者的杰作。这正是他与佩莱先生意见相左之处。

即使对于区域一体化组织而言，也是由组成文书来

确定一组织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试图过多

地加以区分，是不可取的。

59．条款草案第 1条侧重于归属问题。然而，

按其行文，该条似乎是在答复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条款草案第57条。第1条提出了两点，而这两

点本应该分开来表述。把因国际组织自身行为所产

生的责任归于国际组织，应成为单独一款的内容，

因为按目前的措辞，该条给人的印象是，两句话都

涉及同一个问题。鉴于这一方面的关注，应另外增

加一款，来处理国家责任草案中未涉及的一个问

题。此外，第一句结尾“对国际法所指的不法行为”

这一措辞应改为“对由于该组织的行为而根据国际

法属于不法的行为”：在定义国际组织的责任时，

必须参照委员会已经编纂的国际责任法。

60．至于条款草案第 2条，提出定义的问题是

否就已足够了呢？既然已对法律人格和根据组织的

宗旨和目标行使职能的问题予以考虑，那样在第 2
条的标题中最好包括主题的范围。为简洁起见，应

将第2条改写如下：“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国际

组织 ’ 一词系指因其具有的国际法律人格，为实现

其组成文书所规定的目标和宗旨，行使必要职能的

政府间组织。”这一措辞将能涵盖就政府职能概念

所进行的全部讨论。

61．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报告中的条款草

案第3条，内容如下：

“第3条 一般原则

1．一国际组织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际组织的国

际责任。

2．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a) 由行为或不行为构成的行为依国际法归于该国际组织

的行为；并且

(b) 该行为构成对该国际组织国际义务的违背。”

62．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将第3条与另外

两条分列的主要原因是第1条和第2条审议的是专题的

范围，第3条却涉及规则的实质内容，而且所提出的问

题类型也不同。

63．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中，第一部分载有一个篇幅不长

的章节，该章由三条导言性质的条款组成。根据第1
条，一国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均会引起该国的国际责

任。对于“责任”的含义，没有作出定义，但出现在条

文的第二部分。第2条列举了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其

中包括将行为归于国家，以及对国际义务的违背。第

2条以暗示的方式提及第一部分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他将在晚些时候再回过头来讨论关于国家责任条文的

第3条。

64．就国家责任问题通过的那种具有导言性质的

条款草案，也许将被证明对国际组织十分有用。在目

前的各条中，这些规定并不那样突出，因为它们将被

置于关于范围的条文之后，而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条款草案中，它们是放在开头的。

65．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1和第2
条中所载的提案不太可能引起争议，可以照搬过来用

于国际组织。但这引起了若干问题。第一，有关行为归

属的说法是否妥当，因为国际组织有可能并非因为自

己的行为，而是因为国家或另一组织的行为，承担责

任。由于这些情况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一般原

则也没有排除在若干情况下以其他方式引起责任的情

况，关于行为归属的说法也许是有正当理由的。

66．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的问

题目前载于条款草案第 1条第二句，如果接受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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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纳入本条款草案的范围，就会引起第二个问

题。关于范围的规定提到了国家责任的问题，而关

于一般原则的条款却仅提及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二

者之间似乎并不统一。当然，可以说一般原则并未

排除国家责任的情况，可在草案下文的其他规定中

论述国家责任问题。

67．在起草方面，有无必要像关于国家责任的

条文那样，在不同的条款中分别说明各项一般原

则？由于这些原则相互之间密切相关，也许最好将

它们合并在单独的一条当中。从逻辑上讲，先有不

法行为，然后才引起国际责任。然而，正如在处理

国家责任时所做的那样，也许可以认为在关于国际

责任的条款草案中，重点应放在责任上。因此，可

以采用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相同次序，即开始是

关于责任的条款，然后解释何时发生不法行为，接

下来提及行为的归属和对国际义务的违背问题。

68．另一个问题是，草案中是否应包括一条类

似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3条的

条文。正如委员会在关于该条的评注中所指出的，

第 3条中所表达的意思，即将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

际不法行为的问题应受国际法的制约，已暗含于第

2条中：如果有违背某项义务的情况，所违背的应

是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只要说明国际不法行为构成

对国际义务的违背，似乎就几乎没有必要再说这种

定性取决于国际法。

69．有些人希望严格遵守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条款草案的先例，并将可能引起争议的隐含内

容予以重复。但经过权衡，似乎最好还是不要这样

做，主要理由是，关于国家责任的第 3条是因为一

条附加条款而写入草案的，对于国际组织而言，该

附加条款带来了许多问题。第 3条接下来表示，国

内法将某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并不影响受国际

法制约的定性。就国际组织作出类似表述将会引起

争议，因为根本无法确定何为一组织的内部法。在

上次会议上，起草委员会简要讨论了组成文书是否

构成组织的内部法的问题。可以说是，但接下来也

不能忽视组成文书也属于国际法的一部分这一事

实。如果涉及的是一部组织条约（多数情况下是这

样的），那样该条约怎么可能不属于国际法的一部

分呢？连1969年《维也纳公约》都认为组织条约属

于国际法的一部分。

70．国际组织的情况还在另一个方面有所不

同。显而易见，就国家而言，其国内法由于是单方

面选择的结果，因此不可能超越国际法。这也是第

3条试图表达的思想。一个国家是不能用国内法来

减损国际法的。这种情况未必适用于国际组织，因

为国际组织的内部法律文件可能是成员国集体选择

的结果，而且甚至可能会对成员国之间正在生效的

条约产生影响。我们不能假定，由于国与国彼此之

间受条约的约束，一国际组织的法律将无法对它们

产生任何影响。国际法和组织的内部法之间的层次

问题，现阶段也许没有必要加以论述，因为我们还

不能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关性。

71．必须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所载的各项内

容进行审议，而且他也同意必须要采取平行的做

法。不过，委员会不一定要对国际组织作出与国家

完全相同的规定。这种做法将使条文冗长，而且并

不总是正当的。委员会应力求条文简短，仅涵盖那

些必须专门处理的问题。因此，他个人的建议是，

不要力求作出完全平行的规定。条款草案第 1和第

2条中没有平行规定，第 3条可以包含所有的一般

原则，并述及国家责任条款中第 1和第 2条目前所

载的规定。可在评注中述及若干问题。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54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

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

米沙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

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

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山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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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 A/CN. 4 /529 , E 节；A/CN.4 /532；1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作为一位新委员，他

看到委员们的法律背景影响他们对议题的着手方

式，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文化冲击在昨日讨

论法律人格是否应该成为界定国际组织的准则时，

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法律人

格是权利、义务和权力的结果，而不是来源。这就

是国际法院对伤害赔偿案咨询意见的经验教训，国

际法院在这项咨询意见中说，国际组织的性质、权

利和义务各不相同。这等于是说，没有任何法律人

格的先验概念存在，一切只取决于各种法律渊源赋

予某一组织的责任。

2．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并且祝贺他提交了发人

深省的报告。在三条条款草案中，需要提出反对意

见的地方很少。

3．条款草案第 1条第二句是有问题的，佩莱

先生在昨天已经指出这一点。虽然在国家责任条款

草案范围内，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有可能引起国家

责任，2 但在国际组织责任的第1条中提到这个问题

却是不寻常的。较可取的做法可能是，稍后才在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的最后条款或题为“杂项”一节中

处理这个问题。

4．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一个国际组

织不一定要以条约建立，才能够获得认可，但是，

他要质疑的是，“不能认为仅仅在书面上存在的组

织是国际法的主体”（报告第 19段）。许多法律工

作者参与建立一些书面组织，如果这些组织要发挥

作用，就必须实际存在；这种操作不一定要暗中进

行，而是光明正大地进行。总之，根据条约建立的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准则，如果有的话，就必须充足。可以说，它或许

不是必要条件，却是充分条件。

5．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条款草案第 2条中讨

论的实质准则，即：该组织应该包括它的成员国，

但是至少需要考虑到某一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

被视为一个组织的成员国。在某些组织中，国家并

不直接参与，而是通过政府机构参与。是否应该把

它们排除在条款草案之外呢？职能准则，即政府职

能的运作，包含了令人感到遗憾的含糊：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予以理解，类似于各国政府的职能之运作

或者国际管理的一种参与形式。此外，职能准则受

到太多的限制，因为它排除了只是专门从事科学研

究的一些组织，例如把总部设在芬兰的欧洲森林研

究所，没有人会对它作为国际组织的地位提出异

议。较可取的做法是把它称为发挥“类似于各国政

府职能或国际管理职能”。

6．为了划定条款草案的范围，最好不要受限

于一个单纯的定义，而是建立一种包括尽可能多国

际组织的类型学。或许，特别报告员可以在下一份

报告中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7．他完全同意条款草案第 3条的内容。他只

是要促请委员们注意特别报告员昨日提出的一个重

要问题，即：一个组织的内部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

系，稍后应该详尽地处理这个问题。就欧洲联盟来

说，不难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该组织的某一行为，

根据欧洲法律，完全合法，但是根据国际法，却不

合法。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更加复杂：世贸组织很

可能做出根据“世贸组织法”完全合法，但根据国

际法却不合法的决定。这就形成了国际法委员会已

经在讨论的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世贸组织法”能

否被视为特殊法律制度呢？它在特殊情况下偏离国

际法的性质，不能构成合法性。最后，委员会应该

研讨国际法范围内标准化的等级状况。尽管制约它

的原则相当含糊，但是普遍性义务或强制法规范等

原则却是举世公认的。

8．杜加尔德先生说，无论如何难以捉摸，也

必须按照定义划定条款草案的范围。但是，他对在

定义中区分国际职能与各国政府职能的提议持反对

意见。作为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们可能愿意接

受：有一种称为国际政府职能的东西存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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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政府仍然反对有任何国际管理形式存在的看

法，这将使第六委员会的骏马们感到惊恐。令他感

到惊奇的是，科斯肯涅米先生会把只是专门从事研

究的组织列为一种特例，当然啦，科学研究是一种

政府职能。

9．丰巴先生认为科斯肯涅米先生提交的报告

很好， 要求就一个他不明白的论点做详尽澄清，

即：为了界定适用条款草案的国际组织的类型，根

据条约建立组织并不是必要条件，而是充分条件。

从逻辑上说，较可取的说法应该是，虽然从法律观

点来说比较正式和健全，根据条约建立组织并不是

绝对或必要的准则。科斯肯涅米先生是否认为“充

分”的含义是说，那是唯一充分的准则或诸多准则

中的一项充分准则呢？

10．池先生说，国际法院在对伤害赔偿案中所

用的措辞是“国际人格”而不是“国际法律人格”。

在评估关于赔偿的决定时，应该铭记这一点。他

说，所有非政府组织都是根据其职权范围开展业务

活动的，因而要问明：这些组织的内部行为应该根

据国际法定性为合法还是非法。

11．科斯肯涅米先生答复杜加尔德先生说，如

果科学研究是一种“政府的”职能，那样，属于这

一类型的其他活动的清单就会很长。如果开列出一

份这样的清单，“政府职能”的根本概念将失去所有

的意义。

12．关于丰巴先生的评论，他说，他选择用

“条约”一词，认为它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

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意味着，如果根据条约

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无须询问它是否为国际组织：

它自然会是。有些国际组织也有可能不是根据条约

建立的，但是，根据条约予以建立，也就足够了。

13．池先生对非政府组织内部章程在国际法中

合法性问题的评论引发了一些棘手问题，并打开了

潘多拉的盒子。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国际法不成体系

现象，较可取的做法是，在稍后阶段才予以处理。

14．布朗利先生说，正在研讨的议题引发了一

些棘手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该组织在报告第 27和
第 33段中提到的涉及国家责任的情形下，作为一

个或多个国家的机关行事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

不应予以搁置，而至少应该提出说明。他本人对国

际组织责任专题与国家责任专题之间的一般关系感

到有点不安。应该把后者视为施工者的货仓，一旦

有需要，就可以从中提取材料。但是，关于国家责

任与国际组织的责任有些相同的假设——这可能

是、也有可能不是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假设——引起

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如果他本人认为较可取的做法

是使用很含糊的“类似于”一词，那是因为他认为有

问题，国际组织以国家名义承担的任务问题应该作

为一个特殊类别分别处理。不应该容许对委员会关

于这个专题的一般处理方式造成太大的冲击。

15．关于政府职能问题，问题在于：选择这项

标准的基本原理是什么？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20
段中提到必须只处理近似、同类的国际组织。他本

人认为该论点没有说服力，他深信委员会必须面对

国际组织，即使包括全部或部分国家的国际组织，

都是千变万化、很难摆脱类型多样性的事实。罗森

斯托克先生认为，国际组织应该基本上采取与国家

一样的行为方式，也许可以接受这种说法作为有标

准类型的国际组织存在的一种工作假设。但是，看

来在第2条中列入明确的限制没有助益。

16．报告第 29段中提到的国际法中的责任与

民事责任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历来是佩莱先生批

评的主题。困难或许在于如何确定可适用的法律：

不同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可能为了不同的目的而援

用若干可适用的法律。例如，与核风险有关的一些

欧洲多边公约用民事责任作为分摊损失的手段。委

员会应该审理与可适用的法律之鉴定有关的问题，

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民事责任的作用。基

本问题似乎是国际组织的个性。每一个国际组织有

它自己的内部适用法。当然，各国也有它们自己的

适用法，但是，各国的内部法与外部法之间的相互

关系辨认起来容易得多，这种关系的建立也比国际

组织的外部关系与其“内部法”之间的关系明确得

多。因此，委员会处理的是：每一个事项都具有特

别法含义的议题，也就引起为什么国际组织受到国

际法拘束的问题。可能的理由也许是，它们像一些

新国家一样，深受实际情况与原则的拘束。

17．另一个论点无疑应该进一步予以考虑。有

时，众所周知、广受公认的国家间国际组织突然自



19第 2754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8 日

动改变自己的特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

逐渐改变其制度的情况。老欧洲联盟把经济问题分

离出来，以便在制度的改变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北

约也脱离了其组成条约《北大西洋公约》中所述宗

旨的羁绊。在非洲西部，西非共同体也改变了它的

功能。或许，应该只把这些情况作为政治动荡处

理，但是或许它们也提出了应该予以思考的原则 
问题。

18．佩莱先生说，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看法：

可适用的法律是据以行事的一个健全的基础，如果

特别报告员提议排除民事责任的做法，则意味着委

员会不应该处理内部法，看来他只说出显而易见的

部分。但是，务必不要因噎废食，以有关问题也能

够在内部法律秩序中解决作为借口，而忽视了可能

引起组织责任的国际锡业理事会破产等情况。

19．蒙塔兹先生说，在国际组织作为一国或多

国的一个机关行事的情况中，人们起码可以引证一

个国际组织应一国的要求监督选举的事例。特别报

告员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国际组织的行为应该归

于该国（报告第27段）。换言之，国际组织作为一

国的机关行事。这正是关于国际法不法行为的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第 4条和第 5条中所提供的事例。如

果他对布朗利先生的观点理解得正确的话，他在那

种情形下提到了国际组织的一个特别类型。因此，

问题在于：以该国名义行事的该组织所履行的行为

是否不归于该国，而归于该组织。

20．布朗利先生说，困难在于：在建立一组织

的时候，所作的安排并不总是为了分摊危险。例

如，欧洲空间组织（前欧洲运载火箭研制组织和欧

洲空间研究组织）似乎不曾为它的活动可能引起的

损失做出明确的安排。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人

们并不总是容易事先知道一个组织是否不只是一个

有风险的组织，它也是一个把那些危险内部化了的

组织。换言之，很难知道，如果它的非成员或甚至

成员受到损害，它是否能够承担代价。国际组织个

性的终极问题在于：国际组织可能基于不同的目而

被一国雇用，就像私人组织被选择和使用一样，因

此可能基于不同目的，在一段期间内成为一个国家

实体。很难事先获知这种情况，因为务实主义的内

容发挥了作用，并且因为国际组织经常愿意改变它

们自己的目标或者应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要求，

接受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已经建立的特定关系。

21．山田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

采取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不同的处理方式是不合理

的，除非有明确的理由需要这样做，无论是大纲、

还是新案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措辞，都应该依循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的范本。此外，国

际组织与国家之间有一些差异，应该在某些方面采

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22．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5段中，似乎暗

示他的研究将处理次级规则，而非初级规则。因此

可能需要询问一下，在初级规则的层面上，国际组

织的责任是否也像国家责任专题那样，累积了足够

的法律和实践；那些初级规则是否差异巨大以致于

委员会必须忽略它们，而集中处理次级规则；尽量

研究和编纂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初级规则的最重要领

域难道不是更有意义，更有助于这些规则的逐渐发

展和编纂。

23．他虽然完全同意将研究的范围限定于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问题，但却认为，国际组织

有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极为罕见，就国家有不法行

为之情况的次数来说，两者是无从比较的。比较可

能发生的情况是，国际组织实行了国际法不加禁止

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例如，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

计划与合法行为常常蕴藏着造成损害的危险。但

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一些组织在与接受国缔结

的协定中增添“认为无害”条款而获得豁免，因此，

需要承受的负担落在了发展中世界各国的身上。他

从来不曾认为，责任方面的问题应该在稍后阶段处

理，反之，它应该是一个单独的专题。但是，委员

会至少应该对国际组织的责任和赔偿义务的相对重

要性有一个概略的认识。

24．谈到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他说，除

了已经对第1条第一句提出的意见以外，他不再评

论。对于第二句，他认为需要在条款草案的范围内列

入国家对国际组织行为的国际责任问题。他认为，这

个问题将于稍后阶段在随后的条款中做更加详尽的

阐述。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二章和第

四章中已经妥善地包括了国际不法行为这个问题。必

须仔细研究一组织对其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



20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25．关于条款草案第 2条，研究国际组织的定

义为时尚早，这样做应该只是出于实际需要，为研

究建立一个出发点。在研究之后应该重新审查这个

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原则上，提出一个简明扼要

的定义是可取的。但作为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定

义应准确、无任何歧义。

26．特别报告员在他提议的定义中所界定的最

重要的三个主要特征是，该组织必须包括国家成

员；该组织必须以它自己的名义行使若干职能；这

些职能能必须与政府职能有可比性，并且应该更加

精确地予以阐述。第一个特征可能需要更加确切，

因为一个组织对各国开放的事实还不够充分。该组

织也必须是由国家、而不是由非国家实体创立或建

立的。国家成员甚至需要在其成员构成中占绝大多

数。第二个特征涉及该组织是否国际法主体。还应

当考虑到“以它自己的名义”这一用语是否恰当。

第三、必须明确地规定该组织的职能。这些职能必

须与政府职能有可比性，但是，一个国际组织并不

是政府，他不知道国际组织的职能能否称为“政府

的”职能。国际组织行使其成员国授予它的政府职

能，必须为这一概念找到适用的术语。抽象地讨论

定义相当难办。也许，如同科斯肯涅米先生所说，

特别报告员应该编列他希望列入其研究范围的一份

主要国际组织清单，介绍它们的基本资料，例如成

员和主要职能。这种资料肯定有助于委员会界定条

款草案所适用的国际组织。

27．他对第3条没意见。

28．他谈到另一个事项说，特别报告员与他自

己和杜加尔德先生一样，都同国际法协会的成员有

私人的联系。该协会与国际法委员会有共同的任

务，即：就国际法现况及其适宜的发展提出有权威

的声明。增进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安排是互利

的。委员会也许应该审议以哪种形式同国际法协会

以及诸如国际法学会等其他机构在今后进行合作。

应该早日在全体会议或在规划组讨论这个问题。

29．主席说，将就这个议题举行磋商。

30．佩莱先生说，他个人认为，急剧改变着手

方式，不在目前阶段审议次级规则，而开始审议初

级规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举措。基于同样的精

神，他完全反对科斯肯涅米先生提出以后得到山田

先生接受的、关于拟定一份组织清单的意见。务必

制定一套与审议国家条款草案时使用的大致相似的

办法。山田先生为了表明国际组织由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活动引起的责任问题比由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

责任问题更为频繁，所使用的技术援助事例似乎

是所能找到的最坏的一个事例。虽然在技术援助情

况下，可能发生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些责任可能由

某一不法行为引起，却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会由不受

禁止的活动引起。但是，山田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指

明：委员会迟早必须处理国际组织的豁免问题，它

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履行是相互矛盾的。国家豁免

问题与国际组织责任问题具有共同点，但是，委员

会务必不要混淆了两者。

31．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认为按照完全根据

经验进行的研究，特别报告员应该阐明委员会可能

据以进行审议的国际组织的一些类型。他支持山田

先生的提议，即：应该与国际法协会和其他协会建

立合作关系。

32．布朗利先生说，他赞同科斯肯涅米先生的

意见，着重指出不要为国际组织编制一份完全的目

录，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但是要列出一些国际组织

的类型，尽管做不到高度完善，却可能对委员会的

审议工作有所帮助。

33．卡米沙先生说，特别报告员采取的办法符

合委员会早先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的着手方式，看来得到普遍赞同。

关于条款草案第1条，他赞成起草上的改善建议，虽

然在目前阶段看来，似乎不够成熟。关于条款草案

第2条中所列的定义，他说所有委员似乎都认为，案

文应该只适用于政府间组织、而不适用于非政府组

织，但是，他认为，有一位委员提议的用语：“委员

会建立的组织”比较可取。“以它自己的名义……若

干政府职能”的措辞方式也引起困难，国际法律人

格的准则似乎是国际组织责任概念的适当基础。他

在目前阶段对条款草案第3条没有批评性意见。

34．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

告员采取的办法和将条款草案的范围限定于“国际

组织对国际法上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的

决定。回溯到特别报告员对委员会早先工作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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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着重指出就准则来说，鉴于在这段期间所发

生的变化，必须完全以后者为准绳。

35．谈到条款草案第 1条，他说该条设想到也

许应该区分对待两种不同情况。那是由起草委员会

处理的事项。关于条款草案第 2条，他强调需要议

定一个随后可予以修改的初步定义。委员们普遍认

为，条款草案必须适用于政府间组织，可以保留一

些建议的内容来予以界定，例如政府间组织以自己

的名义行使类似于政府的若干职能。一些委员提

出，对国家建立的组织这一标准必须消除任何歧

义。可以具体规定，国际组织必须具有组成文书，

其中规定其目标、组织结构和职能。

36．他强调，为了使条款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案文的拟定必须明确而客观。最后，关于编列若干

国际组织类型的提议似乎是个谨慎的做法。

37．塞普尔维达先生说，国际组织的性质和职

能已经在 40年里经过剧烈的演变，著名的法律专

家们认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不要审议国家以外的

国际法主体。从那以后，研究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在法律上成为必要事项，因为目前已确认国际组织

为国际法主体。为了确定条款草案的范围，首先应

该指明国际组织的责任如何产生。以国家责任条款

草案作为范本，可以说，国际组织的任何国际不法

行为都引起国际责任，特别报告员的确在条款草案

第 3条中作了这样的规定。但是，这项原则没有在

条款草案第 1条中明确规定，必须引入行为的归属

概念和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与存在某一国际不法

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第 1条第一句应该与

第 3条第一句结合，以便在条款草案开头阐明一般

原则并且规定条款草案的范围，第 3条将规定国际

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的特性。对于第 1条中所提到

的、一国对国际组织行为的国际责任问题，应该在

案文中明确规定，一国只对一组织的不法行为负有

责任。条款草案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如同特别

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8段中指出的，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中忽略了这个问题。但是，第 1
条的确不曾提到任何可能发生的法律情况，即：一

国际组织对其所在的另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

38．谈到国际组织的定义，如同特别报告员所

说，鉴于各种多边公约中规定的定义都很简明，但

又必须精确，他建议在其中增添一些内容。一、组

织必须是政府间组织，换言之，它是由国家建立

的，并且有国家作为它的成员，这是一个把非政府

组织排除在外的定义。可能会有一些例外，例如，

其成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组织，但是可以通

过一个特定条款来涵盖这些特殊情况，重要的问题

是规定一条适用于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通则。二、

组织的组成文书必须是一项条约，不过，也会有一

些例外。三、为了引起国际组织的责任，该组织必

须是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的国际法主体。四、该组

织必须行使类似于政府的职能。在这一点上，他认

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在西班牙文本的条款草

案第 2条中使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第 5、第 6、第 7和第 9条中所使用的“ejercicio de 
atribuciones del poder público（公权力之归属的行

使）”，而不要使用“ciertas funciones de gobierno（若

干政府职能）”。把这一切内容纳入定义中，就有可

能得出一套公分母，为了责任之归属的目的而建立

一个比较均匀的国际组织的类别。

39．最后，虽然本条款草案处理国际组织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委员会应该在稍后阶段审议国

际组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责任。这样一

来，委员会将制定一套规范，其内容包含：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家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

为的赔偿责任；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以

及国际组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赔偿责任。

40．卡巴齐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采取的

密切依循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范本的

做法。虽然他认为目前的条款草案标题是可以接受

的，但有人建议修改标题，他并不感到为难。但

是，若要改变标题，应该改为：“国际组织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

41．谈到关于条款草案范围的第1条，他支持

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即：条款草案的范围应该限于

国际法禁止的行为的责任，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的赔偿责任和民事责任则应予搁置。关于这个专题

是否应该包括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的问题

很可能取决于这样的事实：这个问题在关于国家责

任专题的工作期间不曾得到充分的审议。事实上，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 57条已

假定了这样的责任，而条款草案第 16、第 17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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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条也都适用于国际组织。除此之外，在目前阶

段，他认为，把范围限定于国际组织的责任可能更

为明确一些。

42．在第2条中，国际组织的定义应该重新拟

定，以便强调：草案处理的是由国家建立的、行使

类似于国家功能的国际组织。当然，国际组织也应

该有它自己的法律人格，它与缔约国的法律人格分

开。因此，定义应该明确：国际组织是由国家建立

的、行使若干政府职能的政府间组织。当然，这个

定义并没有解决被称为国际组织的一些实体的问题，

虽然它们不是由国家建立的，例如国际红十字会委

员会。这种组织构成例外，也许会赋予特别待遇。

43．最后，他支持特别报告员使用的、拟定一

般原则的着手方式，即：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条款草案第 1条和第 2条内容合并为单一的第 
3条。

44．关于国际法的地位高于国内法安排的问

题，他说，这两个法律秩序可能冲突。但是，当国

际组织的内部规则抵触国际法条款的时候，就会发

生这种情况，可能需要赋予类似于国家所获得的那

种待遇。

45．蒙塔兹先生说，他认为，对审议中的专题

所采取的着手方式应该与对国家责任专题的审议方

式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发生同样的

问题，即使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总是相同。在这种

情况下，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草案必须至少作

为参考。因此，委员会不应该审理初级规则，而应

该把重点放在国际组织违反次级规则的问题。他认

为委员会不应该按照山田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开列

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初级规则，因为他认为，尽管各

国际组织具有自己的特征，但它们都与国家一样，

必须尊重国际法。也没有必要探讨国际组织对国际

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责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应该

在国际组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赔偿责任中予以研究。

46．关于从本专题的研究范围中排除民事责任

问题，他说，他与佩莱先生一样想知道：难道特别

报告员不该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吗。他自己的意见

是，应该把这个问题包括在内。

47．至于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他说，他认

为第 1条的参考点确实是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第57条所载的免责条款，因此，这应当反映在第1
条的措辞中。

48．关于国际组织的定义，他很难理解为什

么特别报告员放弃了关于政府间组织明确的传统

术语， 反而根据功能的准则拟定了一项新定义。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4段所说的理由看来没有足

够的说服力。虽然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没有

理由不将非国家实体视为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

但他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间组织”可以

被视为不包括那种新型的国际组织。他认为，《关

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

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1986年《维也纳公约》”）

的作者选择使用这个措辞方式是经过考虑的。他

担心，报告第 20段中所讨论的功能准则可能不适

当地限制了条款草案的范围。由于提到政府的职

能，减少了实际行使可被称为政府职能的国际组

织的数目。此外，该标准的使用可能引起解读问

题，从而引起对草案的适用问题。因此，国际组

织定义中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法律人格。正因为

它们具有法律人格，国际组织才有获得权利和必

须尊重国际法的地位。总之，依照国际法承担义

务的所有国际组织，在这种义务受到违背的情形

下，它们的责任就会起作用。与特别报告员在其

报告第 26段中所说的情况相反，他认为无需把没

有任何国际义务的国际组织列入这个专题的范围

内，因为它们的责任问题永远不会发生。

49．池先生说，为了国际组织的定性，特别报

告员提到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项（壬）

款中所述：称“国际组织”者，谓“政府间之组织”。

他赞成这项定义，即使它把非政府组织置于本研究

的范围之外，这项定义也用于其他国际公约中。他

认为，如果将国际组织的概念分为非政府组织和政

府间组织两种，对本专题的审议就会比较容易着

手。如果国际组织被定性为政府间组织，就意味着

它是根据条约建立的机构，而与非政府的国际组织

截然不同。

50．特别报告员没有审理民事责任问题是明智

的，因为它通常属于国内法领域，就此而论，从来

不曾被实际列入国际公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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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谈到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他说，

第 1条引起了责任的二元性，国际组织的责任和作

为国际组织成员的国家的责任。这不是一个妥善的

办法，应该拟定一个一致的法律制度。

52．应该避免使用条款草案第 2条中的“政府

职能”的措辞方式，因为它引起问题。他认为，国

际组织的定义应该符合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

条第一项（壬）款中的传统定义。一方面，明确地

说，国际组织是政府间组织，另一方面，又提到某

些非政府组织也可能行使的政府职能，这种措辞方

式是相互矛盾的。

53．他接受特别报告员对第3条的提案。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55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

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

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

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

生、山田先生。

  –––––––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 A/CN. 4 /529 , E 节；A/CN.4 /532；1 A/
CN. 4 /L.632）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议程项目 7］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 卡姆托先生说， 他完全赞成报告（A/
CN. 4/532）第11段中所说明的着手方式。但是，只

要研究的范围包括国家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国际

责任，他就认为，标题应该重新拟定为：“国际组

织的责任，以及国家对由于国际组织的行为引起的

责任”。

2．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是组成文书的性质，

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文书不仅有可能是一项条约，

也有可能是不具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书或受国内法制

约的一份文书（该报告第14段）。就第一种情况来

说，该报告引述了世界旅游组织的组成文书，不

过，委员会已经认识到该文书不是个好例子。报告

中没有提到关于第二种情况的事例，但是提到了

Seidl-Hohenveldern2的著作。虽然提到国际红十字委

员会，特别报告员若能引述一些事例使委员会看清

它究竟是一个单独的事例或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应

该就更有帮助了。由于第一种情况不相干，说明第

二种情况的事例又很少，他认定，一项条约——

以书面形式拟定的一项国际法律文书——仍然是

最适于建立国际组织的文书。他所说的“条约”指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第一项（甲）

款的含义，即：“无论其具体形式或名称为何”，都

与大会关于条约和国际协定的登记与出版的《实施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条例》第1条的措辞

方式类似。3 应该指出，在1968年至1969年的维也

纳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曾经对该公约第二条提出

修正，以便将“条约”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缔结的国际协定”。4 因此，

一旦实体可以被定性为国际法主体，就没有理由不

让它们建立某一国际组织。

2 Seidl-Hohenveldern 和 G. Loibl, Das Recht der Interna-
tionalen Organisationen, einschliesslich der Supranationalen 
Gemeinschaften, 第7版 (科隆，海曼出版社，2000年 )。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859 /860卷，第12页。

4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
维也纳，1968年3月26日 - 5月24日，会议文件》（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 E.70 .V.5），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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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社会在一个世纪以来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一个纯粹国家间的社会中，严格说来，国际组织

是“政府间的”。但是，50年来，出现了许多非国家

实体，其中有一些与国家同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目

前，有一些国际组织拥有混合的成员，不过，它们

是由国家建立的。基于这个理由，他同意这样的论

点：委员会不应该为了研究的目的考虑到严格意义

上的有关组织的“政府间”特性。但是，必须保留

由国家建立的准则：根据条约，将国家或其他国际

法主体聚集在一起。这种准则比第 6段提到的控制

准则更为可取。

4．第三个实质论点涉及组织的人格和作为国际

法主体的特性。他认为，“国际人格”和“国际法律人

格”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词，1949年国际法对伤害赔偿

案的咨询意见和一些政府向国际法院提交的意见，尤

其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菲利普·尼

古拉斯先生的意见，都这样认为。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看来也是这样，因为他在报告第15到第20段中交互

使用了这两个术语。问题不在于特别报告员未能处理

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问题，而在于他这样做的方

式。起初，他说国际法不能将义务强加于某一实体，

除非该实体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人格，“反过来说，一

个实体必须被视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即使根据国际法

强加于它的只有一项单一的义务”（第15段）。这是据

以定性为国际法主体的第一项准则。第二项准则载于

第19段，其中特别报告员说，“不能认定仅仅在书面上

存在的组织为国际法的主体”。实体需要获得不受其

成员支配的充分的独立性，人们才不会认为它是作为

各成员的共有机关行事。

5．这一点根本不明确。事实上，国际组织是

国际法主体，因为它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它是根据

条约建立以后才获得国际法律人格的，无论条约的

具体形式或名称为何，它都是国际法主体拟定的法

律文书。换言之，它是国家，即原先的国际法主

体，通过建立的行为授予它的。国际组织，即：新

的法律存在，是一种职能的国际人格，无论这种人

格是否“客观”。另一方面，人格必须是法律的，并

且是国际的。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国际法主体。国际

法院在 1996年关于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

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第19段中说，“［国际组织组成

文书］的目的是要创立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新的法律

主体，缔约方委托它履行实现共同目标的任务”。

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7段中）所说的，

法院在拉格朗案中指出，个人也是国际法的主体；

法院只是认定，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6条第1(b)款规定了接受国对某一被逮捕的人员的

义务，并且规定该国应毫不延迟地告知该人员应有

哪些权利。宣称该人员应有哪些权利的不是法院；

法院只是注意到国家在条约文书方面为该人员规定

了哪些权利。因此，不能推断，法院已确认将上述

人员定性为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何况，特别报告员

提议要求：一个实体必须至少具有一项义务，才能

够成为国际法主体，而目前的事例并没有符合这项

要求。

6．政府职能准则，初看之下，虽然诱人，作

为国际组织的定义，却不适当且显得多余，不是因

为它会限制有关组织或其活动的范围，而是因为即

使是在作为其渊源的行政法中，政府职能准则具有

区别若干国家行为的作用，但是，不能用于辨别所

有这些行为。对这种准则应该不予考虑，因为很难

予以适用，即使是在国内法中也不例外，主要因为

没有这个必要，一个实体只要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使它成为一个国际组织——其国际不法行为会引

起责任的国际组织，也就够了。

7．特别报告员恰当地说过，基于报告第 37段
中所引述的理由，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 3条中所

规定的第三项一般原则对于国际组织责任专题并

不合适。5

8．条款草案第 1条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它假

定委员会认为，这个议题的范围应该扩大到包括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所不包括的国家责任的一些方面。

但是，第一句中的措辞需要重新拟定，以便更加密

切地以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为范本，第 1条必须分为

两款，因为它处理两个不同的问题。

9．条款草案第 2条必须重新审议，以便考虑

到下列内容：由国家和（或）其他国际法主体建立

组织；根据条约，即国际协定建立，而无论其具体

形式或名称为何；国际法律人格的存在；同时向国

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开放成员资格。

5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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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款草案第 3条不仅应该设想到适用于国

际组织责任的一般原则，也要设想到适用于国家对

国际组织之行为的责任，除非特别报告员愿意将报

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载述国际组织的责任，第

二部分载述国家的责任，但是，这种方针将是可疑

的。因此，应该添加一个第3款，其措辞如下：

“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也］可引起一国

的国际责任：

(a) 由于该国助长了该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或者

(b) 由于该国际组织作为一个国家机关行事。”

11．加利茨基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写得很好的

第一份报告中所载述的条款草案头三条对于制约国

际组织之责任的法律规则的编纂是不可缺少的。

12．他赞成在第1条中规定草案范围，并且将它

的适用限定于国际组织对国际法中不法行为的国际责

任问题的着手方式。特别报告员也提议，条款草案应

该包括一国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国际责任问题，但

是，不改变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中已经

规定的对于责任问题的基本着手方式，其中第57条明

显忽略一个国际组织根据国际法承担的责任问题和任

何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问题。

13．但是，这并没有削弱制约国家责任与制约

国际组织责任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家

或国际组织的情形下，根据国际不法行为的概念使

这些规则一体化，将明显地加强它们在当代国际法

和国家实践中的地位。第 1条和第 3条中所载述的

第一个一般原则都恰当地强调了违背国际法之行为

的不正当性。

14．限制未来条款的范围并不是意味着委员会

忽视国际组织应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负责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委员会于

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认定：国际组织责任问题

常常伴随着它们根据国际法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问

题。6例如，《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

6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68段。

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和《外空物体

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都规定了国际组织对违

反国际法行为的国际责任以及它们对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活动所引起的损害的赔偿责任。

15．委员会应该利用早先的决定将责任和赔偿

责任这两个专题分开，并在国际组织的情形下采取

同样的着手方式。这意味着在议程中列入一个关于

国际组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国际赔偿责任

的新专题，采取与国家对此类行为的赔偿责任类比

的办法。但是，编纂这个专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并不明确。无论如何，委员会在谈到国际组织的责

任时，不应该使用“民事责任”一词，并且应该避

免以这个术语指涉责任，因为这种责任既不是民事

责任，也不是刑事责任，而只是国际责任。

16．基本上，关于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第3条，

遵循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

第一章的模式。但是，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37段
中提到的、省略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

案第 3条为样版的第三原则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因

为这一省略可能意味着有两个非常不同的系统，一

个是国家，另一个是国际组织。会产生误导的“内

部法”一词或许可以改为“该组织成员国的国内法”

来澄清其含义。有人认为，“内部法”指国际组织

的内部法，这种看法不符合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条款草案第 3条中关于区别国际与国内两个法律

系统的初衷。如果条款意指“国际组织的内部法”，

委员会将实际上停留在国际法的同一领域。光是

在本条款草案中列入被削弱的第 3条文本， 是不 
够的。

17．争议最大的问题涉及第2条中如何为“国际

组织”下定义。虽然1969年、1978年和1986年《维也

纳公约》和《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已经拟定了定义，将该术语

简单规定为“政府间组织”，但是许多委员认为这一

定义不符合责任条款草案的宗旨。特别报告员提议

添加如下字句，来充实国际组织的这个定义：“包括

其成员国”和“以它自己的名义行使若干政府职能”。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样一来，就不再需要指明该组

织应该是“政府间”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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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主要问题在于：有一些准则也可能用于定

义中，但到底是哪些准则并不明确。一般认为，传

统的定义或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定义都不适当。可采

用许多准则，包括：建立该组织的主体，即国家；

组成文书，即国际条约；成员——通常指（但是实

践表明，不仅是指）国家；以它自己的名义进行的

活动（而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法律人格，即：

根据国际法获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必须区别

国际法律人格和国家法律人格，后者是几乎所有组

织都能够根据其成员国的国内法获得的）；行使若

干政府职能的能力。特别报告员暗示后者，但是国

际组织行使“政府职能”的概念并不明确。

19．谈到“政府职能”可能引起一种幻觉，以

为是类似于、或取代国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分配给

国际组织。但是，目前，这样的组织很少拥有可与

国家政府的权力相比拟的所谓超国家权力。特别报

告员提议的行使“一定”此种职能就足以使它构成

本条款草案所指的国际组织，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

复杂。由于成员国国内法所规定的上述职能具有

极为广泛和不同的性质，就第 2条来说，该准则似

乎并不适当。比较有指望的准则是国际法律人格准

则，主要由于这项准则可以轻易地结合作为国际法

主体的国际组织概念，以及由这些组织提出国际求

偿或成为国际求偿对象的可能性。在 1996年联合

国关于编列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的行政和预算

问题报告中，也有一段支持这样的看法：

“［一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是其国际法律人格

的属性和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能力。它也是一般公

认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国家责任原则的反映，即：可归

于国家（或组织）的违反国际义务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引起国家（或组织）的国际责任……”。7

这个意见虽然不是由法院或某位法学家提出，

而是由一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提出的，但是当委员

会意图以适当方式最后确定“国际组织”一词的定

义的时候，必须将其牢记在心。

20．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关于是否应该把国

际组织——即“国际”的含义——列入本条款草案

范围的辩论，由于曾经努力将国际组织的概念纳入

7 A/51 /389，第6段。

国家的概念发生误导作用，因而变得更加难以进

行。因此，辩论采取了适用于国家而非适用于组织

的术语、法律概念和制度，这方面的事例包括：国

内法与国际法相对的概念和政府职能的概念。例

如，后一概念并不适当，因为国际组织事实上履行

与政府职能非常不同的职能。虽然特别报告员恰当

地以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作为指导方针，但必须确

认，本草案包含了极为不同的领域，因为国际组织

由这些国家创建的过程不同，特点非常多元化。

21．这个草案的基本问题是决定委员会希望国

际组织覆盖的范围。正如科斯肯涅米先生曾指出的，

人们可以继续审视国际非政府实体想解决的问题和起

草一份国际组织类型的清单。另一个着手方式是决定

一个国际实体必须具备哪些本草案所涵盖的特征；特

别报告员就选择了这种更为形式主义的方式。

22 关于拟定组织清单示意表的提议，强调的

是它们的职能，看来是最有吸引力的做法，虽然这

条涉及许多研究工作。尽管如此，特别报告员编制

一份关于国际组织类型的清单，列出模棱两可的情

况将很有助益。但是，这样做只是推迟了是否决定

根据组织的组成文书和组成通过一项正式准则、或

者根据职能、可适用的法律、以及权利与义务的行

使实质准则的问题，因为把国际组织界定为政府间

组织的传统定义对目前的目的来说并不适当。最简

单的办法可能不是决定哪些组织属于本条款草案的

范围，而是决定哪些组织不属于这个范围。

23．山田先生提出的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问题

也值得进一步审议。虽然民事责任问题或许会在大

部分有关情况下发生，她对把民事责任列入本条款

草案中的可行性感到怀疑。但是，通过不合法手段

建立国际组织——容易引起国际责任的那类国际

组织——的情况也应该得到处理。

24．对于条款草案第 3条，她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观点：国内法应该排除在外，因为它除了可能引

起等级问题以外，术语本身的范围也不明确。

25．总之，应该编制一份可据以对定义的准

则做出决定的组织类型的清单。基于实用性的理

由，一份正式的准则可能比基于职能的实质准则

更好使用。



27第 2755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9 日

26．最后，她支持山田先生的建议，即：国际

法协会和国际法学会都应该参加这项工作。

27．阿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一份报告叙

述清晰、论点有力、内容全面，下了很大功夫。就

目前这份报告而言，它的标题无可指摘，应予保

留。必须一开始就下好定义，而这正是特别报告员

着手进行的事项。不能否认的是，就广泛的含义来

说，“国际组织”可以包括的组织不仅包含政府间组

织，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也许国际社会中最显著的

特征是各种国际组织的急剧扩展。但是，就目前的

情况来说，委员会必须关心国际公共组织。

28．作为出发点， 必须确定， 根据国际法，

各种国际组织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理论与实践

都显示，国际组织必须是有别于其创建者的实体

或人格。理论和实践还显示，国际组织在国际法

中可能具有的任何“人格”必须是由国家、或者

是已经由国家明白确认为法人的其他国际组织所

赋予的。从实际上看来，只有国家所建立的国际

组织才会被视为在国际法上具有权利和义务。诚

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战俘的若干职能可能

几乎意味着这一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但

是，这种人格没有明白地载于组成文书中，因此

必须暂时搁置。国际组织根据国际法产生权利与

义务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据以建立该组织的组成

文件——通常采取多边条约形式，以及围绕着每

一组织产生的实践。在每一个情况下需要提出的

问题是，该组织作为与其创建国分开的、有别于

这些国家的实体，履行国际关系的范围和程度如

何。作为一个起步，必须确定，该组织具有国际

人格，因为正是国际人格使它具有权利和一旦受

到侵犯便会引起国际责任的义务。

29．再者，这种国际人格的拥有总是涉及与其

他国际法主体缔结协定的权力的归属。的确，特别

报告员谈到了所有此类情况，他说，就本专题而

言，国际组织必须是国际法主体，为了这种组织有

可能担负责任，它应该具有法律人格和它自己根据

国际法承担的一些义务。

30．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认为应该划定

本研究的范围，以便明确本条款草案是要审议对不

法行为的国际责任问题。此外，他完全同意：在处

理为了本草案的目的下定义的问题时，不能忽视先

例的重要性。先例必须起到指南的作用，并且提供

了一个简明的良好定义，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定

义工作不够细致。但是，如果进一步探讨，可能只

会使得问题复杂化，并且引起争论。他个人主张坚

持之前提供的定义。但是，为了明确所包括的组织

是由国家政府建立的，他主张把条款草案第 2条中

的定义改为∶“……指政府间和国家间组织”。目

的是要确保，这个定义包含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司

法和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及其机构。他提议添

加“ex abundanti cautela（为格外谨慎起见）”等字

句，但是，如果“政府间”一词随后被认为包括所

有国家机关，他就不坚持这一点。最后，条款草案

第3条只载述了明显的含义。

31．曼斯菲尔德先生说，对委员会以前关于

这个专题的工作的考查是有益的，从报告第 11段
中得出的结论大约是无法改变的。公正地说，委

员会不应该假设在这个专题范围内审议的问题应

该导致类似于国家责任方面所达成的结论，但是，

历来的经验的确使人想起： 在委员会的工作的

确产生了类似结论的情形下，它应该密切地跟随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案文所提供的 
模式。

32．显然，研究的范围和国际组织的定义密切

地纠缠在一起。特别报告员以非常文雅和精简的文

字在报告第 12至第 28段中指出，如果通过国际组

织为一政府间组织的传统定义，委员会将发现其适

用范围所包括的组织比按照最初定义所包括的组织

要多出许多。这只是目前被认为根据国际法承担了

义务的国际组织范围迅速扩展的缘故。

33．这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从长期着眼，可能

不碍事。但是，特别报告员说，如果委员会关于本

专题的工作要遵循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模式——

而委员会已经采取这样的方针，就必须设法把工作

范围（乃至国际组织的定义）限定于运用方式大致

类似于国家运作方式的组织。因此，他大致同意特

别报告员的看法。令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特别报

告员从那一个论点转向一个新定义的过程——虽

然他并不是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分析或该分析所得

出的结论，甚至在目前这个时候，他也不致拒绝接

受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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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是的，从运作上说，国际组织必须包括国

家成员。但是，其定义的范围至少必须大到包括一

些拥有非国家实体成员的组织。他曾经在上届会议

说过，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民间团体以及私营部门参

加国际生活的许多方面，这种趋势可能延续下去，

甚至会加速。因此，在国际层级上以类似于国家的

运作方式运作的组织越来越多，它们的职能可能具

有混合的特征。

35．还有，所包含的组织的确必须在国际法上

具有法律人格。但是，特别报告员自己说过，这项

要求并不真正有助于恰当地缩小工作的范围，科斯

肯涅米先生也说过，所审议的问题应该是产生国际

法律人格的有关权力、职能、权利和义务。

36．顺便说一句：在一个层面上，草案应该包

括可以说赋有国际法律义务的所有国际组织，这几

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它的助

益确实可能小得多。国际法上的一些高级别义务在

原则上可能恰切地适用于国家所建立的组织，该等

组织的成员中至少有一两个国家或国家机构。但

是，在这一类的一些组织中，其权力和职能意味

着，其运作方式可能与政府不同，在实践中，它们

不太可能、或不可能违背在理论上适用于这些组织

的高级别义务。在目前的研究中，是否需要包括这

些组织呢？可能不需要。

37．基本上，被认为适宜包括在内的各类组织

的确有可能在业务活动上具有类似于国家的职能，

这些组织能够履行不以其成员为转移的职能。

38．但是，达成上述结论的过程过于抽象，无

法使人对它们产生信心。这可能是有些委员认为条

款草案第2条中的准则，即：“以自己的名义［行使］

若干政府职能”的措辞方式，过于宽松或漫无限制

的原因之一。在那个抽象讨论的层面上，似乎无法

明确哪一类的组织属于该准则所界定的范围。像他

这样的人，在不适当的实际办法中，往往会搞错，

而特别报告员对定义、乃至必要的探讨范围所作的

抽象分析，似乎是违反直觉的。

39．相比较而言，比较有利的方法可能是由工

作组将国际组织分为三类：根据共识列入研究范围

的组织；根据共识应予排除的组织；以及受到质疑

或引起不同意见的组织。这种分类方式很快就能够

彰显在这三类组织中联系着每一组织的共同因素。

这种分类方式的目标当然不是要明确一系列国际组

织的各种类型，更不是要明确一份属于每一类型的

国际组织清单。无论如何，总会有人怀疑：上述类

型是否已经穷尽无遗，各种类型之间的界限是否严

密或粗疏。但是，这种分类方式将为定义的讨论提

供合理的健全基础，使人们认清：根据各种准则，

哪类组织应予列入，哪些组织应予排除在外。

40．他本人乐意接受特别报告员的新定义作为

一种工作假设，但是，在认清可以实际包括在内的

组织以前，他不可能感到放心。

41．关于报告第29至第33段中所提出的与范围

有关的其他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一般性结论至少在

目前阶段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佩莱先生质疑委员

会是否可以完全避免探讨民事责任中某些方面的问

题；并且从长期来看，山田先生很可能正确地推测

与国家相对的国际组织发生国际不法行为的事例可

能比较少，会产生不法行为后果之责任问题的情况

却多得多。也许有必要按照加利茨基先生的意见，

在适当时候，另立一个新专题，来研究这些问题。

42．将国际组织分类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能

有助于澄清委员会致力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和因素，

即：人们认为哪类组织会有哪种不法行为，以及发

生不法行为的可能性。总之，它对于特别报告员从

各组织收到的、关于其实践情况的陈述资料可能是

一种有用的补充。

43．促使特别报告员提议条款草案第3条中一

般性原则的详细案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国

家责任条款模式的原因是引人注目的。两项一般性

原则似乎相对简单，但是，特别报告员是否会认

为需要详细研究报告第 37段中所提到的棘手问题，

则令人关注。

44．最后，他表示愿意支持山田先生关于由国

际法协会参加本项研究的建议。

45．佩莱先生注意到，曼斯菲尔德先生祝贺特

别报告员做出这种表示，即将国际组织界定为“政

府间”组织的传统定义不应该保留于本条款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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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说曼斯菲尔德先生或特别报告员所说的观点

都远远不能令他信服。事实上，由于试图添加传统

定义的内容，已经使得一些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他

根本无法接受报告第 12段起所述的关于对草案所

包括的国际组织施加限制的理由。他对委员会想要

排除哪些组织感到好奇。显然，非政府组织需要排

除，但是，保留“政府间”三字，就可能自动实现

这个目标。可以按照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建议，以

“国家间”这几个字代替“政府间”这一措辞，但是，

意思还是一样的。

46．对于委员会可能想要排除的国际组织，他

只想听取一个事例。他的意见是不排除而是要包括

一切组织，但是如果哪位委员能够找到某一个组织

并提出应予排除的理由，他就愿意考虑分类办法，

以确定哪一些组织应该排除。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不同意特别报告员采取抽象着手方式的委员们无人

提出一个示例来说明哪些国际组织可能在国际组织

的责任方面引起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也就

没有必要予以分类，也没有必要编制科斯肯涅米先

生所建议的组织清单了。基于其他理由，分类可能

有用，因为不同的规则可能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组

织：例如，一体化的组织很可能引起与传统的合作

组织不同的问题。但是，他不明白如果没有任何组

织需要排除，为什么还要为了排除的目的而进行分

类呢？

47．他自己的着手方式是完全根据经验。大体

说来，委员们知道国际组织是什么——“我知道因

为我看得到它”——定义的唯一目的是要确保没有

任何“被遗忘或无名的”国际组织被排除在外。毕

竟，国际组织必须知道什么责任规则适用于它们。

48．基本上，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对于条款草案第

3条的看法。而且，必须原文不动地抄录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1条和第2条。这两条极为

简明，并且是罗伯托·阿戈先生的基本贡献，也是委

员会的贡献，它明智地遵循二十世纪的一位卓越法律

专家的指导，在国际法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事实上，

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在目前的辩论中，居然没有人、

甚至特别报告员也不曾对阿戈先生表示赞扬。

49．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37段中以其惯有的

简洁方式分析过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3条中的原则，即：一种

行为被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纯粹是国际法问题，是

否必须挪到本条款草案中。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

法，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强烈的感觉。

50．如果他理解特别报告员典型的密集推理方

式，它基本上是，由于国际组织本身是国际法的产

物，像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 3条中

所提到的那样，国际组织的内部法不能与一般国际

法抵触，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不是法律体系的问

题。内部法对一国的国际责任或任何其他责任无

从置喙： 那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第3条的根本内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委员会

的任务并不是辨别国内法和国际法，而是要在国际

法律体系中建立一个规范的等级结构。关于国际组

织的行为，问题在于：这个行为是否与该组织的义

务一致，它可能是：该组织的组成文书，规定一般

国际法与该组织内部法之间的联系；例如，较高的

准则、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从该组织必须遵守

的条约衍生出来的规则；或在、并且只在该组织在

其组成文书不受减损的情形下必须遵守的国际法普

通规范。有一项理解是，在国际组织及其成员的

关系中，可能暂不适用上述国际法一般规则，因

为其组成文书的范围可能极为广泛，例如《联合国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或《欧洲联盟条约》第 306条
和第307条，甚至新的第292条（原第219条）案文

（根据《修正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各

项条约和若干有关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修改的 
编号）。

51．他认为，上述考虑因素是不将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 3条挪到本条款草案的充

足理由。一个组织的法律是以一般国际法为支撑

点，同一般国际法的关系非常复杂，以致于委员会

不能够在本条款草案中合理地说：将一行为定性为

国际不法行为的事项，在内部法将该行为定性为合

法的情形下，不会不受到影响。但是，在某些方

面，委员会必须处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如果受

到违背就会引起该组织的责任的义务的性质和存在

的问题，委员会不能避免对适用法律规范的交互作

用的复杂情况进行彻底的讨论。虽然由于这个问题

没有引起很严重的困难而被分派在国家责任条款草

案第12条中，但在目前情况下，却无法轻易地予以

处理。当委员会处理目前条款草案的对应案文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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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特别报告员将必须很仔细地思考被违背的义务

的性质和存在的难题。

52．第二，如果从一般国际法的观点处理这个

问题，特别报告员对一般国际法与一个国际组织内

部法之间关系的问题采取的解决方法（不予讨论）

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但是，若基于该组织内部法的

立场，任何组织，不只是欧洲联盟，都建立了它自

己的法律体系，那是特定种类的国际法。在该体系

范围内，发生了责任问题，往往包括该组织对其工

作人员的责任，而较不经常地包括工作人员对该组

织的责任。如何处理该自己法律体系中的上述问

题，例如国际公务员制度法呢？他认为，应该搁置

这些问题，但是，委员会必须就是否将它们排除在

外和这样做的理由做出决定。如果它这样做，它应

该在条款草案第 1条中，而不只是在评注中说，根

据一个组织的内部法，责任问题不在本草案中处

理。如果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讨论国际公务员制度

法，它就走错了方向。

53．他建议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讨论这个问

题，如果办得到，就在委员会本届会议处理条款草

案第1条和草案范围的时候加以解决。

54．卡姆托先生说，他认为，“政府间”已经不

再是与界定国际组织有关的准则，因为国家以外的

法律主体可以成为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文书的缔约

方。许多组织的成员中除了国家成员以外，还有非

国家实体。另一方面，“条约”准则是根本性的，因

为条约向国家以外的其他国际法主体开放。

55．卡特卡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表示赞

扬，他说，条款草案第 2条应该按照传统的定义，

首先界定国际组织是“政府间”组织。如同特别报

告员所述，在为国际组织找到令人满意的定义方面

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现有组织的多样性。具有不确

定性的内容使得成员的标准——无论仅是国家或

其他实体——以及组成文书产生困难。委员会应

该首先树立国际组织必须拥有国家成员和由条约建

立的准则。控制也是可以利用的一项准则，因为只

要大多数成员是国家，便形成了安全网。

56．因为国际组织数目很多，而且多种多样，

他有意按照科斯肯涅米先生的建议编制国际组织

的清单，并按照曼斯菲尔德先生的建议对国际组

织进行分类。委员会的确应该将各组织分类为它

愿意包括的组织、它打算排除的组织以及属于两

者之间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数目实在太多，不能

全部列入草案中。

57． 国际人格是另一项标准。 有些委员认

为，有些国际组织比另一些国际组织具有更多的

人格；后者大概是指一些非政府组织。如果确立

这种定性，就会引起困难。在对伤害赔偿案中，

国际法院已经指出，联合国的法律人格与国家不

同，它比国家少。但是，固然国际组织的法律人

格可以在与国家对照的情形下加以定性，委员会

却不能对国际组织之间的相对法律人格进行分

类。

58．他有些怀疑引入对国际组织采用国际管理

这一概念的做法。如果那意味着联合国在纳米比亚

或东帝汶建立过渡管理当局的情况，那就不是问

题。否则，这个概念就会引起困难。事实上有些国

际组织已经拥有比一些国家更强大的权力，对其产

生相当大的影响。跨国公司、甚至一些非政府组织

的情况也是这样。

59．近年来由于国际组织数量日益增加使得对

国际责任专题的审议工作错综复杂，因此需要对它

们进行分类，使其合理化。布朗利先生在上届会议

上曾经建议委员会调查有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改

变其原先目标的现象，例如欧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另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也有这种现

象。可能由于联合国建立的安全系统不能或者没有

妥善发挥其职能，才促使一些区域组织出面填补真

空。但是，至于欧洲联盟，早在1960年代，欧洲法

院在涉及一个荷兰公司的案件中详尽论述《欧经共

同体条约》以后，接着就提及其预见未来出现的法

律共同体一类的伟大愿景，超越了经济一体化的原

先意图。

60．他与一些委员一样，对“一定政府职能”

的准则感到关切。而且，应该把民事责任问题排除

在外，因为这个专题已经够复杂了。最后，他同意

在条款草案第 1条第二句提到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

为的责任中添加一些文字，不过，将其列为单独的

一句可能更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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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编

写了极佳的报告表示赞扬，他同意国际组织的定义

很重要，因为它涉及条款草案的范围。但是，在目

前的情况下，采用新定义的后果不甚明显。他理解

有必要使定义更加具有包容性，但是不同意牺牲在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以及其他许多条约

中使用的传统定义。没有任何单一的定义能够成功

地包含国际组织的多样性。

62．特别报告员可能审议把定义问题同法律人

格概念联系起来的可行性，说明与法律人格最有关

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为此查明与国际组织的法律

人格有关的一些最关键的事实和法律，但是，它最

终将容许列入尽可能多的国际组织。那将是这种着

手方式的另一个优点。国际锡业理事会凸显出的极

其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曾得到适当处理，委员会应该

对其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国际组织与其成员或

第三方，包括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

对国际组织的责任和豁免作出明确的区分。在国际

锡业理事会案中，所通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

英国的法律，但是总体情况已经表明在国际法上所

涉及的一些问题。

63．条款草案第 1条的内容看来符合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57条。他不反对这点，

但是希望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上。第 2条应该包括

两款，第一款规定国际组织的传统定义，第二款包

括在性质和组成上具有混合特征的新型组织。第 3
条应该分为两款，将第一款变成新的第 1条，第二

款成为现在的第3条。

64．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30和第 31段中采

取的立场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国际法不加禁止

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赔偿责任应该被

排除在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外。但是，必须谨慎对

待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严格赔偿责任制度被纳入

法律文书中，并且适用于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与外

空有关的一些条约制度。或许应该拟定一项条款来

确认这种情况。

65．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编

写了一份学识广博、发人深省的报告。在对专题的

背景作了一些有用的陈述以后，他打算小心地通过

一系列的建议划定专题的范围。必须牢记在心的

是，已经在国家责任专题的工作确定下来的建议，

就不要重新审议了。

66．显然，国际组织必须是政府间组织：这一

点已经在 1978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和《维

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

权公约》中得到确认。但是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

法，即：需要有一个不太简要但是更加精确的定

义，这样做至少是为了确定本专题的研究范围。虽

然对应该列入的组织类型可能有不同的意见，非政

府组织无疑应该被排除在外。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恰当地指出，国际组织通常应该是由国家建

立的组织。是否应该根据国际文书建立，如果应该

根据国际文书建立，那样，国际文书是否应该具有

拘束力，这就另当别论了。

67．他与佩莱先生一样，认为专题的范围不应

受到过分限制。而且，建立一个组织的文书到底是

建议性的、不具有拘束力的、或者只是与国内法有

关的并列行为，都没有关系。也有可能包括国际组

织的契约义务引起的问题和行政管理事项，例如工

作人员的服务问题。佩莱先生提出了由一个国际组

织集团建立了一些组织的情况，也可以在具有缔结

条约能力的一些组织的背景中设想这种情况。凡是

有总部协定的所有组织自然会有、并且会展示这种

缔结的能力，按照惯例，就其特权和豁免问题同国

家缔结协定的国际组织也是这样。

68．联合国的两位前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

德和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都曾经说过议会外

交和维护和平的职能。这些职能包括联合国与其他

国际组织为了履行各种特定职能在彼此之间进行安

排的网络，从供应粮食、医药和衣物、经营难民营

和维持法律和秩序，到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在近

期，由联合国负责的对某一领土的大规模行政管理

已经移交给民选政府，东帝汶的情况便是国际组织

所能够履行的职能的另一事例。

69．不结盟国家于 1989年设立的科学及技术

中心等由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是履行与本研究

有关之职能的另一个例子。该组织从未成形的事

实是另外一个问题：的确，某一组织有可能在建

立以后未能切实履行其职能。根据他对报告第 19
段的理解，特别报告员认为，尽管缔结了组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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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但却从来没有成立的组织，不应该被列入条

款草案的范围。

70．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建议查明同类作为研究

的来源。按照布朗利先生的建议执行下列行动，更

加关注组织而非建立组织的组成文书。他自己所开

列的国际组织职能的简要清单并没有使得委员会更

加容易鉴别同类的组织。或许，可以按照条款草案

第 1条的方式，把一些职能按照例证的方式开列清

单或者大体归类为“政府间职能”，或者可以把两

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71．还必须考虑到其他重要问题。组织必须与

其成员分开，以独立和个别的方式，作为具有自己

权利和承担自己义务的法律实体行使职能，以便能

够将其义务和任何受到非议行为的不法性归属于

它。如果符合这项准则，那样，国际组织是否由国

家和其他国际组织组成，也就无所谓了。如同报告

第24段中所指出的，应该说，适用本条款草案的国

际组织可以包括其他国际组织。第 32段中所提到

的问题当然应该属于本研究的范围。

72．再者，本研究应该排除民事责任问题。委

员会大可在国际责任专题取得足够的进展以后，回

头探讨这个专题。虽然一些涉及国际私法的问题最

好交由其他机构研究，委员会却可以处理国际组织

的活动引起的伤害或损害的损失分摊。国际组织，

与国家一样，对它们所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

而无论它们参加活动的法律地位如何，也无论它们

是否能够从国家法庭的司法程序享受豁免，除非同

意给予这种豁免的国家也同意承受在其领土范围内

进行的活动所引起的任何赔偿责任。

73．关于条款草案第1条，当一个国际组织与一

国缔结特权和豁免协定从而使该国对该国际组织的行

为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个事项应该属于本研究的范

围。于是，这种协定很多，所以应该保留第二句。

74．起草委员会无疑对许多有用的意见给予适

当的注意。在条款本身，应该以例证的方式指明一

些政府间职能，因为这样做了，就不必在条款草案

第 2条中提及“一定的”政府职能了。这个词似乎

意味着某种限制，大概没有这种意图。他不赞成指

明条款草案适用于哪些国际组织。委员会在其他专

题中已经尝试过这种方法了，但是没有成功。采取

更加注意各组织所履行的职能的比较概括的着手方

式，应该是划定范围的依据。他完全同意条款草案

第 3条中的总处理方式，赞成特别报告员的看法：

无论在国际层面或是在国家层面上，都没有必要对

不法行为定性。在国家层面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定

性，是因这种组织的地位和该组织的组成文书很少

受到国家法律制约的事实而有所不同。起草委员会

或许愿意研究这个问题。

75．马里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编写了有价值的

报告。试图区别国际组织或对它们进行分类都是不

切实际的，但是，必须拟定共同的准则，提出一般

的规范。条约准则可能是需要重新审议的问题，因

为它可以防止国际法主体承担将来可能证实重要的

职能。最后，他完全同意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和

佩莱先生提出的意见。

76．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言，称关于这

个专题的第一次报告写得好极了，已经激起辩论的

火花。

77．他完全赞成第1条第一句的措辞方式，但

认为第二句应该删除，或者在进一步审议本专题以

前，把它加上方括号。草案务必不要使人以为，除

了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中所载述的以外，还有一

种特别的标准化制度，其内容涵盖国家对国际组织

不法行为的责任。它可能引起责任或共同、残余或

共有赔偿责任的归属问题，应该在国际组织法的情

况下予以阐明。总之，没有任何情况可以从实质上

改变2001年制订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一般特征。

78．条款草案第 2条除了解释用语以外，试图

界定范围的根本方面，即：应该包括哪些国际组

织。鉴于各种国际组织的扩散，基于务实的理由和

在其他情况下采取的做法，委员会将必须把研究的

范围限定于对单一类别组织不法行为的责任，限定

于足够明显而且可以鉴别的那种责任。因此，他也

认为，这项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政府间组织的责

任。但是，为了逐渐发展并且鉴于国际舞台上正在

发生的事件，他可能同意按照特别报告员的提议，

使国际组织包括混合型的组织，其成员有国家和国

家以外的实体。也应该包括“不妨碍”条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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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妨碍对其他国际组织的适用的情形下，本条款

草案中所载规则适用于国际组织或混合组织。

79．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将职能方面列入定义

中的做法。与其他委员一样，他认为“一定的政府

职能”应该模糊，并不总是一项先决条件，而且难

于查明。他认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把重点放在另

一项必要先决条件，即根据其组成文书赋予国际组

织的能力或通过国际组织的职能发展出来的能力，

有关国际组织应该是国际法主体，能够行使权利，

并且，最重要的是，受到一些义务的拘束，一旦这

些义务被违背了，就会引起国际责任。

80．他完全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在条款草

案第 3条第一款中载述一组织的不法行为会引起国

际责任的原则，并且在第二款中纳入国际责任的两

项基本内容，即根据国际法把不法行为归于该组

织，以及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存在。另一方面，他

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法把一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这

种定性不因同一行为在其他法律体系中可能被视为

合法而受到影响，有人主张不要说明这一点，所以

他要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鉴于国家责任条款

草案的措辞方式，应该很明确地叙述这项原则，如

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人怀疑它是否适用于国际

组织的责任，虽然他本人对此没有任何怀疑。

81．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总结辩论情况，

感谢许多委员发表的赞美之词和经过深思熟虑的

意见。也有人提出批评，他不会轻视，但是，报

告的总体着手方式和提议的条款草案的结构已经

相当完整地浮现了。 即使是对于最有争议的论

点——国际组织的定义，大多数的批评涉及定义

的起草方式，而不是如何查明在实践上与本研究

有关的一些核心组织。

82．条款草案第 1条的主要目的是要尽可能精

确地界定本专题的范围，阐明本草案适用于国际不

法行为所引起的责任问题。几位委员已经表示：国

际组织由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赔偿责任问题，应该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与国

家有关的研究中处理或者呈现这项研究的结果。已

经有人提到空间组织或从事技术援助或裁军控制的

组织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害。如果造成的损害并

不意味着违背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赔偿责任问

题就不应该被视为本专题的一部分。如同已经在会

议过程中指出的，他注意到有一些条约制度似乎把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但也随即发生特殊规则的问

题。这个问题必须在条款草案中处理，但也必须在

国际法不成体系方面取得足够的进展，以便对特殊

规则的含义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

83．不考虑民事责任的提议也获得广泛支持，

有些委员表示不同意，虽然这种异议不涉及在民事

责任领域内将私法制约的事项或民法国家的行政法

排除在外。国际法通常不规定这些事项：上文已经

指出过几乎没有条约——他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几

乎没有任何国际法文书——对这方面作出具体的

规定。

84．有提议认为，本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到

包括影响成员国对国际组织不法行为之责任的国

际法规则，即使这种行为与合同有关，有关争议

已提交国家法院进行商业仲裁。虽然他在获知委

员会的意见以前不便评论，但他认为，的确可以

考虑一下是否存在有可能与私人诉讼有关的国际

法规则。这样做符合国际法协会 1995年在里斯本

会议上在类似情况下处理民事责任和国际法问题

时所采取的办法。

85．国家对国际组织之行为的国际责任是本项

研究的中心：关于国际组织责任和最知名的实践情

况的大量著述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不是把行为归于

国际组织的问题。无论委员会是否认定国家应该为

这些行为负责，委员会都不能够忽视这个中心问

题，它肯定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已经遗漏了这个问题，因此不曾审议援助或协助一

个组织实施一项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和第一部分第

四章中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在第 1条第 1款中，他

只是抄录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57条的内容。有

些委员建议挪动该款第二句，使它成为单独的一

款，他不反对这项建议，虽然所提到的问题互相类

似。有人批评第一句中“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语

没有反映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1条中的用语，即：

“国际不法行为”。如同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32
段中所说的，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定义要能够全

面和精确，就不能只提到一组织对它自己的行为的

责任，因为这种责任也有可能引起对另一组织之行

为的责任，因为前者组织是后者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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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在总结对条款草案第 1条的讨论情况时，

他认为对于专题范围的条款应该尽可能精确地叙述

所包括的问题。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似乎倾向于采取

不甚全面的叙述方式，把重点放在一些主要问题，

但是，这个事项连同他到目前为止提出的其他事

项，可能要由起草委员会做出决定。

87．主席说，山田先生的建议得到另一些委员

的支持，认为应该考虑就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与国

际法协会洽商，这项建议可以在成立了规划组以后

由该小组处理。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56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池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

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

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

尔维达先生、山田先生。

  –––––––

选举委员会委员（续完）* 

1．主席欢迎三位新当选的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科洛德金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

生。鉴于现在东欧国家集团代表齐全，它可以提出

第一副主席职务的一名候选人。

2．加利茨基先生提议由梅莱斯卡努先生代表

东欧国家集团担任第一副主席职务。

梅莱斯卡努先生以鼓掌方式当选为第一副 
主席。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 A/CN. 4 /529 , E 节；A/CN.4 /532；1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完）

3．主席请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加亚

先生继续总结该专题的讨论情况。

4．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在提到其报告中争

议较大的一部分时指出，科斯肯涅米先生在举例说

明“文化冲突”（第2754次会议，第1段）时曾提到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并提到两种对立的观点：

按照第一种观点，法律人格不言自明；按照另一种

观点，它由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所产生。他本人的观

点介乎两者之间。如果一个组织根据国际法享有某

种权利或义务，就不可避免地一定具有法律人格。

这并不是说，国际组织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受国际

法的制约。这一点首先取决于该组织的身份。例如

在订立一项合约时，组织可能就要依据某一国家的

法律来行事，它也可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机构来签约。

他还顺便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规定的某些

权利和义务也适用于个人，这一观点几乎没有新颖

之处。个人因此具有法律人格，尽管其能力有限。

5．按照条款草案第 2条所载国际组织的定义

很清楚，“以其本身的身份”一语意指法律人格。法

文和西班牙文译文（“en son nom propre”和“a su 
propio nombre”）均不如英文意思清楚。无论如何，

一个实体若本身不具有法律人格，奢谈其国际责任

就没有什么意义。对许多委员所建议的，在定义中

明确提到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他没有任何反对

意见。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 续自第275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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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多委员还建议，定义应当提到组织的组

成文书是条约或至少提到组织是由国家建立的。大

多数委员都承认非国家实体有时也参与建立组织，

并承认组成文书也可能不是一项条约。他举了欧安

组织和欧佩克为例。在世界旅游组织这类没有任何

明确订立的条约或暗含条约的情况下，委员会不妨

遵照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和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的

建议，提及一项国际文书，当然措辞也可能需要加

以限定。此外，如曼斯菲尔德先生所建议的，只提

到国家是某一国际组织的创建者或成员，这与实践

中的显著趋势不相吻合。普遍的观点似乎是条款草

案也应当涉及其成员中也有非国家实体的这类组

织。准确的定义应当反映这一点，不要像条款草案

第2条那样过于简洁。

7．条款草案第 2条提到“政府职能”，这招致

不少批评，部分原因在于将其译成法文和西班牙文

有困难。组织的职能通常在其组成文书中做出规

定。但是，如果组织实际上又被赋予新的职能，如

北约、西共体和欧洲联盟那样，就不能仅仅因为它

是在履行该组织的成立条约所未包括的职能时犯下

不法行为的，其国际责任就可以免除。例如，如果

一个组织采取了军事行动，而根据国际法该行动构

成不法行为，那就不能仅仅因为它履行的职能最初

未作规定，它就可以逃避责任。因此，定义应当考

虑到组织实际所履行的职能，而不是其组成文书中

所规定的那些职能。

8．提及政府职能原本是要包括那些拥有某些

立法（广义而言）、执行或司法职能的组织，而这

些职能也是国家核心活动的一部分。这一做法得到

某些委员的赞同，但也遭到另一些委员的批评，后

者强调“政府职能”的含义很难确定。无可否认，

这一标准不够明确，许多委员都倾向采用传统定

义，国际组织即为政府间组织。将条款草案的范围

局限于所界定的一类国际组织，原因有两个。其一

是，鉴于国际组织纷繁复杂，根据关于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的示范草案案文 2所制定的规则仅应

适用于与国家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实体。其二是，与

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有关的做法仅限于少数几个组

织，譬如联合国、北约和欧洲联盟。其他组织的做

2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法很可能范围有限，但这一点也很难确定。关于归

属和成员国责任等重要问题，困难在于不能肯定就

现有主要组织所制定的原则是否能同样适用于所有

现有组织。因此，如委员会部分委员所强调的，有

必要确立一种分类法。不过，为了在多种组织中做

出选择，需要有足够明确的标准，而目前并没有任

何此类标准。因此，他提议，如果职能定义不可接

受或者无法界定，还是采用国际组织的一般定义，

只是在拟订时需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和其他公

约中的有关传统定义加以修订。采用这一方法时也

必须根据要求提出至少适用于所有主要组织的确切

定义，澄清“政府间”一词的含义。

9．考虑到一些委员的意见，条款草案第 2条
显然需要重写。因此，他建议为此目的召开一个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并建议委员会在审议该小

组的工作成果之后再将该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10．对条款草案第 3条所提意见不多。对该条

案文内容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所讨论的唯一问

题涉及从现有案文中有意删除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第 3条中的一款。只有卡巴齐先生、加利茨基

先生和坎迪奥蒂先生对该决定提出批评。鉴于现有

条款草案本意不是原文照搬关于国家责任的草案，

删除该段不应产生任何大的问题，尤其考虑到该段

文字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正如所建议的那样，

在第3条中提到国家的国内法做参考似有些怪诞。

11． 科斯肯涅米先生和佩莱先生曾简要审视

了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提

到规范等级问题，也提到一个组织对其成员国的

义务与其对非成员国的义务之间的区别。他认为，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所述，这种区别

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因此，在这方面拟订一项一

般规则似有些困难。不过，他赞同佩莱先生的观

点，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从客观的角度来审查，换

句话说，就是在考虑违反国际法义务行为时加以 
审查。

12．关于卡姆托先生提出的增加关于组织成员

国责任的一款建议，他指出或者这些成员国对不法

行为也起到助长作用，或者该组织则起到国家机构

的作用，因此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

草案中应当涵盖此种情况，至少应含蓄地提及后



36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者。成员国的责任问题疑问很多，在拟订一般原则

阶段难以处理。一旦讨论了相关的条款草案，就有

可能在条款草案第3条中增添某些内容。

13．最后，他提议将第 1条和第 3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并提议按照他所建议的方式处理第2条。

14．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

组，以便处理与第 2条有关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并

将第1条和第3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外交保护 3

 （A/CN. 4 / 529 , A 节；A/CN. 4 / 530 和

Add 1；4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15．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介绍

其报告之前，他想就目前给予特别报告员的待遇问

题讲几句。首先，第五委员会任意决定终止支付特

别报告员酬金。其次，会议事务处制定了严格的新

规定，限定来文提交日期和报告的篇幅以及文件翻

译和出版所需的时间。现在特别报告员必须在没有

任何经济报酬的情况下编写报告，同时还要继续履

行其所承担的其他职能。只是因为意识到委员会没

有他们的报告则无法运行，他们才不得不按时完成

这些报告。

16．第五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公平、歧视性和剥

削性的。他相信，委员会将会就这一问题再次大声

疾呼，但是，他知道各国代表团不会给予太大重

视，因此他呼吁委员会中那些能够向其政府进言的

各位委员，说服其政府在第五委员会提出这一问

题。

3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4 见上文脚注1。

17． 他关于外交保护的第四次报告（A/CN. 4 
/ 530 和 Add. 1）只涉及一类法人，即公司。这是因

为就现在的目的而言，公司是最重要的一类法人，

大多数有关司法决定是针对公司作出的。不过，将

会增加其他一些条款草案，以便将针对公司所拟订

的原则适用于其他法人。目前，他只是介绍条款草

案第 17条和第 18条。条款草案第 19条和第 20条，

尽管也列入报告，但要放在辩论后期再来介绍。

18．有关该主题的所有讨论均受一项决定的

支配：国际法院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报

告第 4至第 10段中对此作了介绍。在该案中，法

院详细说明了一项规则，即公司受到损害时的外

交保护权利属于该公司依据其法律组成公司并

在其境内设有注册办事处的国家（该案中为加拿

大），不属于股东的国籍国（该案中为比利时）。

法院承认， 在涉及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问题上，

有一些做法是给予股东以直接保护，但是这种做

法并未提供证据来证明习惯国际法中有一项规则

赋予了股东原籍国代表股东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法院认为此种惯例属于特别法的范畴，故未加采

纳（见该报告第 6段）。

19．国际法院在做出该项决定时，遵循了三

项政策考虑，报告第 10段阐述了这一点。首先，

当股东对一家在外国开展业务的公司投资时，他

们就承担了风险，包括这家公司在行使其酌处权

时可能拒绝为其利益行使外交保护的风险。其次，

如果允许股东国籍国代表股东行使外交保护，可

能导致多方提出索赔，因为在多边公司中，股东

可为多个国家的国民。第三，法院声称它不会以

类推方式对公司和股东适用有关自然人双重国籍

的规则，这样类推就是允许两者的国籍国行使外

交保护。

20．事实证明，法官们对于国际法院的这一

推理存在很大的分歧，这表现在 16名法官中有 8
名法官提出个别意见，其中又有 5 名法官支持股

东国籍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在支持法院推理的

法官中，帕迪略·内尔沃先生确实点出了辩论的

意识形态层面，他说，需要外交保护的不是那些

大公司的股东， 而是作为投资地的穷国和弱国，

它们才需要得到保护，防范强大的金融集团的侵

犯或国家施加不适当的外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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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际法院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

遭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可见报告第 14至
第 21段。首先，如果法院对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

中表述的国家实践和解释此种条约的仲裁决定给

予更多的重视，而不是将其视为特别法而不予采

纳，它就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有一项习惯法规则

有利于保护股东。其次，法院确立了一项不可行

的标准，因为在实践中，国家不会保护与其没有

任何真正联系的公司。他详细引证了贝德曼和科

科特两位教授 5提交国际法协会的报告。他们在报

告中指出，传统的外交保护法在很大程度上已为

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的解决争端程序所取代，这

表示被法院归类为特别法的做法现已十分普遍。

第三，法院的论证有时缺乏一致性。一方面，该

判决显然是拒绝将“真正联系”适用于公司；另一

方面，法院的结论是，加拿大与该公司之间存在

“密切和永久的联系”（第 42页，第 71段）。最后

一点，法院未能证明其有关报告第 10段所述政策

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22． 关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权威文献，

国际法院的裁决对国际法委员会并无约束力，委

员会完全可以决定不遵循该判决。委员会也可能

会认为，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确立一项一般规

则，而是在解决一个特殊问题。此外，在西电公

司案中，法院分庭没有考虑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如报告第 23至第 26段所述，它允许美国代表两家

美国公司行使外交保护，这两家公司持有一家意

大利公司的全部股份。即使这样说，也必须承认，

30年来，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被视为真实地反映

了有关该主题的习惯国际法，同时也要承认，国

家在为公司提供外交保护方面的做法是以该案的

判决为指导的。

23．在提出有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国籍和外

交保护的规则的建议之前，必须澄清委员会在哪

个国家有权行使外交保护方面可选择的办法。他

在报告第 28至第 46段中阐述的就是这一点。选项

1，即指注册国，可描述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规

5 D. J. Bederman, “Lump sum agreements and diplomatic 
protection”, provisional report, and J. Kokott, “The role of 
diplomatic protec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ovisional report, 国际法协会，《第七十届会议报
告》(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7 )，第230页和第259 页。

则，对这一规则的利弊已做出简要说明。选项 2
是指注册国和与其有真正联系的国家。该选择可

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国家实践，因为许多国家只愿

保护那些与它们有真正联系的公司。该选择的主

要问题是，许多公司在某一国家注册，是为了税

务上的好处，与该国并无任何真正联系，而这个

问题甚至可被视为一个额外因素。就外交保护而

言，此类公司将成为无国籍公司。选项 3是指总

公司或公司正式地址所在国，实际上，它与注册

国这一选择没有太大区别。不过，在国际私法中

大量使用的是“总公司”和“公司正式地址”，委

员会应避免使用这两个词。选项 4 是指经济控制

权所在国。无论实际上是使用多数股标准还是优

势股标准，要证明经济控制权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就是一例，它说明

了明确确定公司股东的难度之大。选项 5 是注册

国和经济控制权所在国标准的组合。可能还需要

就允许双重保护问题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

人们接受对经济控制权概念的批评，那样对那种

形式的双重国籍承认与否， 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选项 6 让注册国具有首要地位，而经济控制权所

在国享有外交保护的次位权利。除了经济控制权

概念有问题以外，另一个难题是确定注册国在哪

一阶段上不愿或不能行使其权利，以及次位权利

何时成立。选项 7 将允许所有股东的国籍国提起

诉讼。换言之，就是允许多重诉讼，但这一做法

所引起的危险最好加以避免。

24．到最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规则很可

能是应当加以认真考虑和编纂的规则，但判决本

身所承认的例外情况除外。 在条款草案第 17 条

中，他试图拟订一项能够体现该规则的规定。该

条款草案第 1 款说，国家有权行使外交保护，但

由国家来决定是否行使该权利。权利的酌处性质

可能意味着与注册国没有真正联系的公司得不到

保护。投资者之所以认为双边投资条约更有安全

保证，其原因就在于此，国际法院自己也承认存

在这一缺陷。在该条款草案第 2 款中，他建议公

司的国籍国是公司注册所在国，增加“并在其境

内设有注册办事处”一语并使用方括号，因为部

分委员希望提及公司的办事处。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的判决中，法院对两项要求都作了强调。

这两个条件是否确有必要，他没有把握。在实践

中它们似乎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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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条款草案第 18条涉及注册国是能够行使

外交保护的国家这一规则的例外。第一种例外是公

司已终止其在注册地的存在。“已不存在”一语，虽

然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中（第41
页，第66段）曾加以使用，但对所有法学家来说并

无吸引力，当公司“实际停业”时，许多人更愿意

对股东采用较低的干预门槛（同上）。他个人认为，

第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更为可取。批评主要涉及法院

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适用门槛的方式，而不

是措辞本身。可能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司终止存

在的地点。审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法院并未明

确说公司在注册地必须业已不存在，但从诉讼程序

来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法院是承认公司在西班牙

已不存在的，但它又强调说，即便如此，也不妨碍

该公司在加拿大继续存在，因为它是在加拿大注册

成立的，这一点对法院做出公司并非已不存在的裁

定是有影响的。

26．另一个例外是，当公司拥有应当对公司

蒙受损害负责之国家的国籍时，股东国籍国即可

干预。这是建立在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判决规则中最重要的例外。国家若坚持要求其

领土内的外国人通过依据该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公

司来开展业务，这一做法没有什么不寻常。如果

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没收了公司的资产或

者以某种其他方式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该公司在

国际层面所能采用的补救办法就是通过股东国籍

国加以干预。对该规则并不是没有争论。有些人

建议，只有在受害公司当初不得不在对它造成损

害的国家或它“实际停业”的所在地国注册的情

况下，才应承认该规则。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的判决中提出了此种规则的可能性问题，但

对规则的存在或规则的范围都未给出确定的回答。

为了审查有关该例外的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意

见，人们应当审视一下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之

前、之中和就该案做出判决之后该例外所获得的

支持。

27．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之前，在国家实

践、仲裁裁决和理论就有该例外一说。不过，实践

和司法决定则很不明确。对此种例外最有力的佐证

有三个案子，即德拉瓜湾铁路案、墨西哥鹰牌案和

特里温福公司案，这些案子中的受害公司均是被迫

在不法行为国注册的。

28．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审理期间，国际

法院提出了该例外的可能性问题，然后裁定没有

必要就此事项发表意见， 因为这并不是注册国

（加拿大）损害公司利益的案子。不过，有一点很

清楚，如许多法官所强调的，法院是完全赞同该

例外的，譬如菲茨莫里斯法官就曾指出，该规则

显然就是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帕

迪略·内尔沃、莫雷利和阿蒙三位法官则对该例

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29．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之后，还可以看到

对该原则的某种支持，主要是在对投资条约的解释

方面。在西电公司案中，国际法院分庭允许美国保

护一家意大利公司美国股东的利益，该公司是在意

大利成立和注册的，其利益受到意大利政府的损

害。分庭在该案中没有处理该问题，但是，如小田

和施韦贝尔两位法官在其个别意见中所交换的看

法，显然某些法官注意到了这一点，施韦贝尔法官

对该例外表示坚决支持。很难知道从西电公司案中

会得出什么结论，但它似乎会加强大多数法官的观

点，他们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提出的例外都

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30． 这样， 在审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之

前， 尽管意见有分歧， 人们对所提出的例外还

是有所支持的。 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中的附带意见和部分法官的个别意见都使

赞同该例外的意见分量加重。 随后的事态发

展， 虽然是从条约解释的角度来看， 但也证实

了此种倾向。 此外， 美国和联合王国也都宣称

它们支持该例外。 法学家在该问题上依然有

分歧。 他本人提议委员会接受该例外， 后者不

应当局限于受害公司被迫在不法行为国注册的

情况， 也应当适用于公司没有“实际停业” 的

情况。 不过， 如果委员会对该例外有保留的

话， 就很难做到不考虑公司为了获得在当地开

展业务的许可而不得不在不法行为国注册的 
情况。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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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57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池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

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

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

尔维达先生、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和
Add. 1；2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布朗利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 4/530 和 Add. 1）对委员会的工作有所帮助，

旁征博引，其质量与特别报告员的介绍相得益彰。

特别报告员明确指出，他把研究范围限定于公司。

就他个人来说，认为这种限制没什么道理，希望不

要过分强调它。其他机构——城市、地方当局、大

学、专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可能要求外交保

护，一些重要事例——例如拉蒂博尔，涉及大学和

城市。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目前有许多双边投资条约正在缔结之中，

人们可能问起：在多大程度上，这种条约的模式会

成为习惯国际法得到发展的证明。目前已经有2000
多项双边投资条约，数量虽然多，质量却不一定自

动跟上，还需要征求法律意见。他认为，当双边投

资条约实际上导致仲裁，而适用的法律是被告国法

律和国际公法的混合条款的时候，就产生很不平衡

的影响。最近有一个还不属于公共领域的仲裁决定

阐明了这项陈述。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引起了非常

严重的政策问题。

3．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是有关外交保护文献

的一个重要部分。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问起：

国际法院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是否限制

了委员会，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不应该产生的：两

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律师团仔细地辩论了该项判

决，该判决是文献的一部分，必须非常认真地对

待它。西电公司案也必须受到认真对待。很明显

地， 它是以涉及双边友好条约的案由为基础的，

不应该由于西电公司案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之

间据称不一致的论点，而使得委员会受到不正当

的干扰。

4．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要素是政策问题。

国际法院有时候被指控没有考虑到政策因素，可

是， 它在该案中却是明显地考虑到这个因素了：

它认为，如果在市场上长期持有无记名股票的人

从公司的甲壳之下出现提出诉求，就会造成相当

程度的不稳定。国家和其他机构很难明确地预期

谁会是真正的经济来访者，无记名股票的持有人

会经常改变。很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

也是公共秩序问题。从报告第 10段判断，特别报

告员看来已经接受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主要政

策方针。

5．条款草案第 17条第一部分提出了必须由起

草委员会处理的一些严重问题。条款草案第 18条
载述：股东们不曾获得外交保护，在他们与公司的

关系被隔断的情形下，其权利要求不会被受理。(a)
项规定了这样的例外事项：此公司在其注册地已不

存在。他对这个例外事项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它不

会引起争议，看来似乎是合乎常识的。但是，在某

些方面，人们喜欢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当公司原

则上还存在、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容许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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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地保护股东，并且承认其利益。虽然他对这个事

项没有强烈的意见，但是还有讨论的余地。

6．第二个例外事项载于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即：公司持有对它造成损害的国家的国籍很容

易引起争议，他反对将其列入。报告第 65至第 87
段中仔细地审议了所有的证据，但是例外事项的法

律根据极为薄弱。他在报告第85段内，从自己所著

《国际公法原则》摘录下来的部分段落中写道：这

个例外事项如果存在，就是反常的。因为它忽视了

传统的规则：一国不因对本国国民造成损害而对违

反国际法的行为负有罪责，如果人们接受国际法院

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提出的一般考虑因素，则

所谓的例外事项也就不符合条件了。3

7．在不影响上述意见的情形下，他认为，条

款草案第17条和第18条都可以提交起草委员会。

8．佩莱先生说，他热烈支持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但将在稍后简要叙述他自己的意见。布朗

利先生说过，有些市政当局或大学可能需要外交保

护，现在希望他澄清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有

些大学不是公立而是私立的，但是，市政当局总是

来源于国家，因此不可能受到任何直接的伤害，也

不需要外交保护，因为它们是国家的一部分，而国

家则以它们的名义行事。

9．布朗利先生说，就受到国家直接控制的机

构来说，佩莱先生所说的相当正确。但是，就许多

大学或属于较低层级的机构的情形来说，国家可能

对它们产生很直接的影响，但是，至少就地方法律

的目的而言，它们是私人机构，不属于上述情况。

例如，如果当初在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故的时

候，有可能向乌克兰的法院起诉，事实会证明这样

做的困难，因为应对核反应堆负责的机构事实上是

私人法律机构。另外，很难将许多其他机构归类为

国营或私营部门的一部分。

10．在回答佩莱先生随后提出的问题时，他

说，即使用比较公法的术语，也不容易界定地方当

局的法律地位。根据英国法律，地方当局绝对不只

3 见 I.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
5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特别见第 495页。

是从国家衍生出来的：与伦敦的情况不同，它们不

受国家的控制。

11．主席说，如果地方当局是作为国家机关行

事，国家就可能直接行动以行使其职责，外交保护

不曾发挥作用。外交保护是国家为持有其国籍的个

人或法人提供保护的间接途径。

12．科斯肯涅米先生说，这个问题应用了两

个互相对立的理论根据。关于报告第 85段，他想

知道为什么布朗利先生认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的一般政策超过了特别报告员在第 65段中所谈到

的特殊关切，他为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辩护，以

非常明确的方式说明了不同的政策依据：“输入资

本的国家往往要求希望在其境内做生意的外国财

团根据其法律成立公司。”特别报告员又说，国家

可能接着对该公司采取可疑的行动，为规避法律

开门，除非规定一项诸如第 18条 (b) 项中所提议的

例外事项。

13．布朗利先生说，比较严重的情况是直接侵

害股东的利益，但是，如果股东持有与公司同样的

国籍，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有两个不同

层次的论点：一个是对保护或不保护股东起限定作

用的因素，另一个是关于国家如何与本国国民打交

道的比较全面的限定因素。这个问题在有关当局中

引起很大的分歧是不足为奇的：许多国际法工作者

认为这个例外事项不会引人注意。

14．卡姆托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就“公司的外

交保护”这个棘手的议题提交了一份全面而且严格

的报告。

15．第 10段谈到“公司可能行使裁量权， 拒

绝……行使外交保护”的危险，但是，它所指的当

然是公司的国籍国，而不是公司本身。第27段非常

均衡，很难看出特别报告员倾向哪一边。如果按照

他进一步的叙述和他在条款草案第 17条中所提到

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就是过时的了，不再能够

反映当代的国际投资法，那就必须根据双边和多边

投资条约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以期编纂对股

东的外交保护，无论是否附带一些条件。但是，如

果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仍然是对有关习惯法的精

确论述，那就必须进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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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很难想象：为了获得补偿，外国投资者的

优先选择会是外交保护，而不是投资条约所给予的

保护。这种保护的范围通常极为广泛，表现在仲裁

条款中，最近的仲裁裁决认定它的内部充满了对国

家的陷阱。总之，它的推行比外交保护容易得多：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最近的裁决证实了这一点。

17．目前，人们可以像帕迪略·内尔沃法官在

他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单独意见中所说的那样

进行推论。他当年说过，资金所在地的穷国或弱国

需要保护，这无疑是正确的。时至今日，穷国和弱

国仍然需要保护，但是，经济情况已经改变。借助

于全球化的势头，目前的资金正在注入每一个方

向：确实有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正在向其

他发展中国家投资。

18．特别报告员谈到：如果保留真正联系的准

则，就会引起无国籍状态的危险。但是，这一点已

经被纳入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不过采用了与诺特

博姆案不同的术语，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

者涉及个人，而不是法人。问题在于：委员会是

否愿意鼓励避税港现象——即使只是间接地鼓励，

因而正式否认真正联系的存在。他本人希望不是这

样，尤其因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走到了另

外一个方向。

19．若对公司造成损害的国家是公司的国籍

国，按照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设想

的例外给予股东保护是必要的。特别报告员建议

委员会：若公司不得不根据投资所在地国的法律

成立，则容许将这种情况视为例外事项。这似乎

是一项不必要的规定， 除非要是没有这项规定，

投资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投资者总是可以自由

决定不在某一个国家投资，但重要的是，为股东

提供一个最后的法律安全网，否则他们万一完全

被抢光了，却连向一个客观第三方，例如国际法

院提出申诉的机会也没有。

20．有时候，投资者无法期望从国家获得任何

帮助，比卢恩案的情况就是这样。拥有叙利亚国籍

的毕卢恩先生在 1987年被驱逐以前已经在加纳居

住 22年。他创立了一个公司，自己持有 60 % 的股

份。该公司为了在阿克拉建筑旅馆复合体与加纳伙

伴缔结协定。当局以没有建筑合同为由，制止兴

建，并且拆除了该建筑物的一部分。毕卢恩先生随

即被逮捕，拘留了13天，接着被驱逐。毕卢恩先生

的公司随即破产，他能否从自己的国籍国获得外交

保护呢？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当然指大多数的股

东，应该能够要求他 / 她的国籍国，在此案中指毕

卢恩先生的国籍国叙利亚，给予外交保护。应该鼓

励这种可能性，主要因为根据一些国家间立法，例

如协调非洲商业法组织的规章，目前会有某一个公

司，由单独股东组成，却具有与由唯一股东组成的

公司不同的法律人格。

21．布朗利先生恰当地提出在国际法上保护股

东的问题，但是，保护外国股东与保护本国国民是

两回事。持有投资东道国国籍的是公司，而不是外

国股东。本国股东应该能够根据本国的规章保护他

们在国籍国的权利。本国股东适用为本国国民拟定

的现行法律。因此，视股东的国籍而定，应该遵循

不同的程序，这是避免布朗利先生提出的原则问题

的唯一途径。但是，委员会不应该因此就不设想对

外国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

22．他同意条款草案第17条中的措辞方式，但

是主张删除方括号中的短语。条款草案第18条可以接

受，但是，应该在 (a)项中规定时限。如果某一公司破

产，不应该漫无限制地实行外交保护。或许可以规定

一个从该公司宣告破产那天算起的时限。同样，(b)项
应该包括一个实行外交保护的“合理时限”。

23．佩莱先生说，他的意见同卡姆托先生的意

见几乎完全相同，尤其是为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
辩护的部分。但是，他对突然必须处理保护公司股

东的时限问题感到有些困惑。这一问题可以轻易地

对整个外交保护议题提出。问题在于：外交保护是

否可以无限期行使。但是，确定时间是否符合的法

律影响是国际法中的一般性问题，因此，他不能确

定这一点是否应该在条款草案中得到反映。

24．卡姆托先生说，由于条文涉及规则的例外

情况，委员会至少应该规定一个合理时限。这种救

济不应该让外国股东无限期使用。但是，如果委员

们不这样认为，他就不坚持这一点。

25．蒙塔兹先生说，规定合理时限大概是为了

防止股东国籍国提出的索赔要求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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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根据他的理

解，卡姆托先生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在特定国

家成立，它就持有该国的国籍，如果由于成立国的

行为使得一个公司受到损害，必须向该国的本国法

院寻求救济。但是，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涉及应

该在多大程度上容许某一外国对其具有在该外国

成立之公司股东身份的国民行使外交保护。一国只

有在该受害人是其国民的时候，才能够给予外交保

护。不应该将股东视为单独的群体对待或给予单独

的保护。委员会并不是把个人和公司本身分开谈

论。特别报告员恰当地着重指出，公司的人格有别

于股东的人格。因此，如果外交保护和公司的人格

相联系，如何对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外国国民行使

单独的外交保护呢？如果委员会决定，一国有权对

具有在外国成立的公司股东身份的国民行使外交保

护，就会引起卡姆托先生所意识到的问题。

27．卡姆托先生在答复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的评论时说，特别报告员已经设法规定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中设想到例外事项。这是正确的着手方

式，因为它符合目前国际社会中的情况。委员会不

能自认为投资法中没有特定规则。外国投资在东道

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相同的地位。如果公司根据国

际法规则成立，就可能具有相同的地位，但是，事

实上，外国投资常常通过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或通

过外交保护享受特别保护。问题在于：与比卢恩案

一样，如果一个公司在东道国受到损害，应该如何

用尽当地救济呢？很难想象：当某人被投入监狱，

接着又被驱逐出境了以后，如何用尽当地救济？

28．即使能够用尽当地救济，而公司的权利又

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外国股东应该有权要求他们

的国籍国取得无法根据国内法规则取得的保护。在

比卢恩案中，也许拥有另外40%股票的加纳国民可

能已经在加纳提起诉讼；毕卢恩先生可能曾经试图

从国外这样做，但是，获得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

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会有一些途径可以根据国际法

提供保护。

29．佩莱先生说，卡姆托先生的评论没有澄清

这个问题。较可取的做法是说明用尽当地救济的可

能性。委员会必须审议有可能行使外交保护的情

况——用尽当地救济没有成功机会的情况——也

就是卡姆托先生所考虑到的比卢恩案的情况。另一

个事例是有待国际法院审理的迪亚洛案。讨论的对

象是持有东道国国籍的公司。原则上，不能行使外

交保护，因为不符合条款草案第 17条中所规定的

重申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条件。只有在可能持有

或可能不持有大多数股票的外国股东被当局起诉因

而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时候，才发生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条款草案第18条 (b)项是一个必要的安全网。

但是，引起争议的问题不在于用尽当地救济，而在

行使外交保护的其他条件，即国籍。如果委员会把

自己限定于遵守条款草案第 17条中所反映的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原则，股东便不能享受任何保护，

公司就完全不透明了。如果受到国际不法行为损害

的公司持有东道国的国籍，那样，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也就在理了。委员会应该继续进行诉讼程序，

就好像当地救济已经用尽或者无法用尽那样。

30．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她赞同特别报告员

关于条款草案第 17和第 18条的建议，并且赞成删

除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结尾方括号中的短语，因

为这是遵循条款规定的自然结果。

31．特别报告员选择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规

则的正当理由在于：该规则仍然是大多数国家的

做法。特别报告员在分析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

时候，强调国际法院意见分歧，它可能考虑到了

敌对公司在战时所受到的待遇， 通过概括协定、

投资条约和仲裁裁决进行结算的国家实践，包括

德拉瓜湾铁路案。也讨论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做法、

贝德曼和科科特的研究 4以及实质上处理同样情况

的西电公司案。所举出的许多事例混淆视听，可

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甚至可能引述了诸如平

等、与诺特博姆案的真正联系一致以及个人双重

国籍的类比问题的法律论点。但是，她同意特别

报告员在条款草案第 17条中所作的选择，因为它

是在当今世界中最优良的备选办法。这是个基于

政策而非法律必要性的选择。

32．她认为，长期而复杂的诉讼程序，如果不

致混乱，也可能是使用了股东国籍国选项的结果。

由于股票迅速换手，股东的国籍国可能由于国籍一

致性规则而遇到困难。

4 见第2756次会议，脚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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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涉及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选项（报告第

32段）并不明确。特别报告员已经提到多数股东的

情况，但有时候，一国持有1 % 比另一国持有30 %
还重要。它取决于持有国。因此，经济控制国规则

可能不公平，因为没有经济控制地位的国家可能受

到较大的影响，因而比较有可能寻求保护。

34．如果与成立国的真正联系概念获得采纳，

大多数公司就会处于无国籍状态，因为实际上它们

不可能获得外交保护。如同卡姆托先生恰当地指出

的，委员会当然不想鼓励使用避税港，但它并没有

要剥夺公司获得外交保护的可能性。公司成立国和

股东国籍对股东的双重保护也可能造成许多困难。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仍然是最安全、最明确、最能

够立即适用的最不会混淆的备选办法。

35．条款草案第18条 (a)项要求公司已不存在，

这一门槛可能太高。较可取的办法是像德拉瓜湾铁

路案那样使用“实际上不再存在”的措辞方式，或

像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那样使用“丧失了通过公司

取得救济的可能性”的短语（第 41页，第 66段）。

按照这种方式，公司不会实际上不再存在，只是不

再发挥职能，没有取得救济的可能性。

36．她同意，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是公平问

题。如果公司不得不取得注册地国的国籍，就会促

使“卡尔沃条款”5发生作用，因为它会丧失任何种类

的保护。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报告中引述了许多事

例，例如：德拉瓜湾铁路案、墨西哥鹰案和埃尔温福

案等。这些重要的例外事项应予保留，否则就对公司

不公平。如果这些例外事项得到确认，而且委员会决

定，股东的国籍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就会发生：是

所有国家都有权、或者只是具有经济控制力的国家才

有权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似乎是指任何股东的任何国

家。原则上，她不反对这个意见，但是，最好提到随

后需予界定的公司的经济控制问题。

37．布朗利先生提出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在提到

条款草案第 18条中的第二项例外时所说的公平问

题，他说，很难理解在那种情况下如何适用公平。

在当今世界中，外国资金的输入会是强迫的吗？反

5 见《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 4/96号
文件，第206 -208页。

之，投资者是自由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

的方式选择投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必须成立某一

当地公司，他不认为要求投资人符合某些条件是不

公平的。股东权益体现在不同的方向。由于双边投

资条约和其他影响，当地救济规则在任何情况下常

常不能适用，外国资金的东道国常常必须接受强制

性仲裁。声称这个事项是公平问题是一种很奇怪的

陈述。投资人必须冒一些危险。根据双边投资条约

进行投资的债权人的态度是，他们得到某种保证，

如果事情搞糟了，他们会得到大量赔偿金，其数值

可能在当地经济中占到相当大的比率。因此，在考

虑公平问题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3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同意布朗利

先生的意见。特别报告员对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提到

的、某些公司的无国籍状态感到关切，这是一个孤

立问题。但是，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鉴于各国寻

求投资的政策，目前将要正式生效的合同安排（无

论是投资协定还是采取其他形式）施加于东道国的

严格的合同条件以及仲裁案件中的大量赔偿金，无

国籍状态问题似乎不致形成问题。在无国籍状态下，

没有现成的其他救济，没有人愿意伸张受害人的理

由，致使他们在受到严重的损害以后无法得到补偿。

39．近日发生国有化的频率如何？这个问题同

无国籍状态形成联系的严重程度如何？如果委员会

要谈论公平与否，就应该进行一些分析。在某些情

况下，有人试图从国家取得大笔赔偿金，损害到地

方经济——因此有必要小心地在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中论述无国籍状态。

40． 塞普尔维达先生说， 他同意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的意见：无国籍状态问题并不相干，

因为公司必须拥有根据规章注册的国家的国籍。这

种公司并不是没有受到保护的，它们可以采取一些

救济形式，例如：根据外国投资保证和保护双边协

定实行强制性国际仲裁。但是，没有充分地考虑到

另一个因素：公司成立国提供了一个解决争端的法

律制度。卡姆托先生引述了一个不适用国内法律制

度的极端事例，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事例中，该法

律制度的运作情况良好，结果，在东道国成立、注

册和拥有住所的公司获得了可供它们使用的救济办

法。只有在一些例外情况下，才需要申请国际仲裁

法院救济，或寻求外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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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赞成塞普尔

维达先生回答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时发表的意

见，他说，委员会并不是在处理无国籍状态问题：

公司在其营业所在地国成立，因此持有该国的国

籍。同样，股东并非无国籍人，他们是国籍国的自

然人。如同塞普尔维达先生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

况下，公司的确有根据东道国的法律实施的救济办

法。只有在用尽那些救济还无法讨回公道以后，条

款草案第18条 (b) 项才开始发挥作用。

42． 佩莱先生赞成特别报告员的推理方式。

在适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正常情况下，甲公

司持有乙国的国籍，但是在丙国遭受损害，股东

是乙国的股东。在适用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的

情况下，股东仍然是乙国的股东，但是，甲公司

持有受损害所在地国的国籍。不同之处在于：在

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进行类比的情况下，公司

不再是加拿大的公司，而是西班牙的公司了，如

果公司是西班牙的公司，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提

出无国籍状态问题只是为了探讨一些复杂的问题，

因为没有谁是无国籍人。 放下无国籍状态问题，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恰当地从完全形式主义的立场，

同塞普尔维达先生一样，认为这是对公司造成损

害的国家的内部问题。但是，如果谁胆敢超越这

种完全形式主义的考虑范围，它就不再是一个国

内问题了，因为股东的存在使得一个国际问题内

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的方案是合理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不再适

用，因为公司是西班牙的公司，而股东仍然是比

利时的股东。

43．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她的看法——特别

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历来是这

种情况几乎就是无国籍状态，因为该公司将不会有

任何国家保护它。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适用于很

极端的情况：当地救济无法用尽或者已经用尽；无

法诉诸强制性仲裁； 该公司根本无法享受任何保

护，因为该公司与对它造成损害的国家具有相同的

国籍。在那种情况下，委员会是否曾经、或者不曾

设法保护公司的资金和投资呢？这就是委员会需要

作出的政策决定。

4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他形象地提出

了无国籍状态问题。就他的理解，根据某些委员的

意思，如果排除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中所设想的

情况，就会发生相当于无国籍的状态。

45．科洛德金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恰当地界定

了他的报告和条款草案的范围。报告以相对明确的

案文提出了时机成熟、有待编纂的习惯国际法问

题。但是，他不确知就其他实体的外交保护来说，

是否也这样。他认为，报告用足够的篇幅分析了巴

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因为该案制定了关于对公司行

使外交保护的一般原则。但是，报告中却不曾用足

够的篇幅专门讨论西电公司案，这是关于具体国际

条约的特定适用，基本上也是特别规则的适用之影

响的案例。

46．特别报告员对公司的外交保护规范可能采

取的假设性变量分析非常有用，基本上从理论上着

手，使人们有可能评估目前对这一问题采取的办

法。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应该作为一

个整体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47．第一，他同意所采取的一般方式和方法，

可以支持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47段中提出的、

根据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拟定的原则拟定草案条

款的建议。这种着手方式也必须符合各国的意见，

至少必须同第六委员会中所提出的意见相同。

48．第二，关于实质内容，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首先编纂规则，规定国籍国持有行使外交保护

的权利，然后拟定例外事项，这是股东的国籍国可

能持有上述权利的情况。他对条款草案第 17条没

有任何困难，但对例外事项有些怀疑。特别报告员

恰当地指出过，虽然当初国际法院的法官们意见分

歧，却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确认了例外事项。

但是，必须指出，国际法院判决的那一部分引起了

意见分歧。例外事项载于条款草案第18条，或许条

款草案第 19条也有记载。在那种情况下，应该不

要把对条款草案第18和第19条的介绍分开。但是，

另一些人可能会持不同的意见，对于介绍条文的问

题，他会听从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49．对条款草案第 18条 (a) 项中的例外事项，

除了文字上一些微小的问题以外，他没有根本的怀

疑。但是，他对条款草案第18条 (b)项有一些怀疑。

例外事项可能适用的范围或许应该限于接受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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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可能对公司的成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在这

一点上，第18条 (b) 项中的例外事项可能相当在理。

他认为，委员会也应该可以按照特别报告员在其报

告第27段中所述、只编纂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

制定的原则，因为该案体现了习惯国际法。因此，

可以将条款草案第17和第18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50．加亚先生说，尽管特别报告员公开表示

不愿意处理对法人的外交保护议题，他的第四次

报告是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一份。非常欢迎特

别报告员向委员会公开表述的明确立场和关于每

一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政策

论点。

51．他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专长仅限于：曾经在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协助罗伯特·阿戈先生陈述

对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后来又在西电公司案中担

任律师，不过不曾在该案中辩论目前正在讨论的问

题。在上述两个情况下，他都受雇于被告国——这

个事实可能影响他对目前这个事项的态度。

52．他同意特别报告员以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的判决指导他自己提案的着手方式。尽管有些评

论员意图根据西电公司案的判决内容重新考虑国际

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陈述的观点，他认

为，该案中能够用于为委员会的目的服务的内容并

不多。国际法院在该案中的理据历来限于解释友

谊、商务和航行条约的适用，该条约是美利坚合众

国和意大利共和国 6在二战以后立即缔结的许多条

约之一。起诉国和被告国都认为，条约授予了股

东权利，但是对这些权利的范围有不同意见。例

如，根据该条约第 3条，股东组织、控制和管理公

司的权利是否包括公司资产不应该成为征用标的之

权利？国际法院分庭认为没有必要就权利的范围达

成结论，但它在判决中暗示对条约条款的广义解释

较能接受。当事方的陈述中的确提到涉及一般国际

法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尽管只是顺便提

及，但是很难认定它对有关条约的解释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双边投资条约和友谊、商务和航行条约都

给予股东比一般国际法更加广泛的保护，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6 于1948年2月2日签署于罗马，（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79卷，第1040号），第171页。

53．关于特别报告员在条款草案第 17条中从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借鉴的基本原则，对于遏制

判决中所列的两项正式准则之一，即：目前置于

方括号内的注册事务所准则，没有反对意见。特

别报告员曾经指出，注册事务所通常位于组建公

司的国家。他认为，国际法院提到成立公司的地

点和注册事务所都应该位于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

其主要理由是，民法国家总是认为注册事务所有

关， 而英美法国家则认为成立地准则较为可取，

当法律发生抵触的时候更是这样。委员会可能接

受单一的准则，鉴于成立公司的地点在其他法律

领域中的支配性日益增加，成立地的选择看来是

合理的。

54．另一方面，有人建议从一般规则中剔除提

到公司与国籍国之间有效联系的字句，他对此感

到犹疑。首先，他理解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书

坚持了这项要求，只认定：“……关于有效联系的

任何绝对测试都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第42页，

第70段）因此，如上所述，国际法院事实上也曾使

用该项测试，具体地载于菲茨莫里斯法官的单独意

见。

55．此外，作为一个政策事项，有人主张剔

除提到关于个人国籍有效性的字句，对这项主张

产生影响的理由并不完全适用于公司的情况。在

许多国家中，公司的成立并不是以公司和成立国

之间的任何实质联系作为条件。因此，成立是存

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远比公民资格更为纤细的

关系。的确，特别报告员说过，在缺乏有效联系

的情形下，公司的国籍国总是不可能行使外交保

护的。但是，看来它并不能成为声称成立国可以

行使外交保护的足够理由。因此，他也赞成在这

方面引进一些要素。

56．关于例外事项，他同其他委员一样，对接

受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没有特别的困难，虽然该

款在文字和实质内容上提出了一些问题。对于第18
条 (b) 项，他指出：第一，对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判决中的例外事项，国际法院历来远不赞成。对

于 (a) 项，判决书第66段中的一些内容虽然采取暗

示的方式，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国际法院赞成该

例外事项的存在。但是，对于在第四次报告第75段
中引述的第二个例外事项，法院没有以同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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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该例外事项像菲茨莫里斯、田中和杰苏普等

法官的单独意见那样给予重视。人们或许也记得：

帕迪略·内尔沃法官曾经断言：该节文字并不意

味着较概括范围中某一项例外的存在。从该法官

对有关保护股东的一般国际法的态度来看，这种

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b) 项中的例外事项并

不能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书中找到坚实

的依据。

57．在政策问题方面，如果要保留例外事项，

就必须加以限制。造成不法行为的大多数投资是由

在投资国成立的公司造成的，不过，它们可能是总

部设在别处的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因此，在大多数

情况下，应该适用的是除外条款，而不是规则。的

确，报告中和辩论中都提到过，在许多情况下，打

算投资的外国人必须在东道国成立公司。这可能是

公平要素的一个内容。但是，如果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中的例外事项获得通过，并且作为一般国际

法上的论述被接受，东道国的明智做法应该是使它

成为投资条件，不是因为该公司应该在当地成立，

而是因为它应该在别处成立，使它不属于除外范

围，为保护所有股东开启门户。

58．最后，他同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一样，对她

概括提到“股东”的措辞方式感到怀疑。在条款草

案第18条 (a)项中采取这种指涉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第18条 (b) 项中应该把范围缩小，以避免遭

受少数股东的国家干涉的可能性。

59．佩莱先生说，公司国籍的确定是国内法问

题看来是获得公认的。加亚先生解释过，这方面的

国内法多种多样，分为两个体系：英美法国家喜欢

采取公司所在地准则，民法或罗马─日尔曼法律国

家则喜欢采取注册事务所所在地准则。他所无法

理解的是加亚先生从该项观察资料中得到的结论，

即：注册事务所准则应予放弃，而采取组成公司准

则。这项立场使人感到更加遗憾，因为加亚先生来

自作为罗马法诞生地的国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加

亚先生自讨苦吃，并把自己置于英美法帝国主义的

保护之下。按照两个备选法系中任何一个的先例办

事都是不合理的。务必保留条款草案第 19条第2款
中的“并且在公司设立其注册事务所的国家境内”，

但将连接词“而且”改为“或者”，以便反映这个法

系都有效的事实。

60．加亚先生说，并不是所有“拉丁”国家都

采用注册地准则。例如，在意大利的法律中，关于

国际私法的第 218（1995）号法第 25条采用了组成

公司准则。

61．关于两项标准的备选性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的判决提到“根据其法律组成公司并且在其

境内设有注册事务所的国家”（第42页，第70段）。

62．值得质疑的是，授予公司国籍的国内法真

实性如何。法人与自然人的情况不同，他对授予法

人国籍的是否国内法，有一些怀疑。将国籍归于公

司的制度多种多样，取决于它是否涉及财政税收、

投资或公司法律问题等。

63．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加亚先生赞成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关于多数股东国的股东可能采取要求外

交保护的行动的想法。如果委员会推行这个想法，就

会碰到所有发挥市场经济功能之国家的法律制度所

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保护少数股东的特别

法律。如果委员会打算引进多数股东概念，它就必须

处理另一些问题，包括少数股东的权利问题。

64．他对加亚先生在报告第 24段中所作的推

理印象深刻。他非常同意，如果委员会选择制定一

项像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那样的明确除外条款，

就会遇到一些特别情况。例如，为了避免基于除外

条款采取要求外交保护的行动，各国可能企图要求

公司在另一国组成公司。这也可能影响受到他支持

的提议的着手方式，即使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

所宣示的原则作为本条款草案的基础。

65．卡姆托先生提到删除条款草案第 17条第 2
款方括号中字句的建议，他说，组成公司的国家和

注册事务所领土的准则是附加的、而不是替换的。

两项准则都明确地载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

决书中，所用的连接词是“并且”而不是“或者”。

委员会不能以国内法作为出发点，它必须从国际法

中产生的问题出发，以便加以解决。如果只保留组

成公司国准则，间接的影响将是鼓励避税港：公司

将在一国组成，而在另一国进行业务活动。委员会

不应该鼓励这种做法，因此要离开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中规定的明确准则而另外制定一项规则，务必

以这项规则作为本条款草案的出发点。



47第 2757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14 日

66．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中的例外事项可能

促使各国要求外国公司到别处组成公司，以避免要

求外交保护的行动。但是，他不认为各国这样做的

结果能够获得什么，因为公司注册其事务所的所在

地国将能够行使外交保护。各国可能避免要求对股

东行使外交保护的行动，但是，它们无法完全避免

要求外交保护的行动。

67．限制保护多数股东的想法不仅使得问题复

杂化，它也是歧视性的。他支持蒙塔兹先生的建

议，要求对根据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提起外交保

护诉讼规定一个合理的时限，并且认为委员会应该

考虑这个想法。

68．池先生询问加亚先生关于条款草案第 18
条 (b) 项，除了东道国以外，哪个国家会对股东造

成损害。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例如《大韩民国政府

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

协定》，这种方法似乎是，如果当事方对协定的解

释有不同的看法，就直接诉诸仲裁，也就不必要求

外交保护了。

69．加亚先生答复池先生时认为，在大多数情

况下，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造成伤害的多半是东

道国。卡姆托先生希望劝阻一些公司把公司成立在

与它们有联系的国家。但是，注册事务所的组建也

是完全正式的。如果委员会承认受到外交保护的公

司实际上是基于对它们进行有效控制的国家的一部

分，它就会适用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界定

的相反的准则。如果一家公司可以获得其股东国籍

国的保护，那样东道国将不会要求该公司取得其国

籍。但是，东道国可能规定不得在股东的国籍国成

立公司。还有，公司可能认为，在对它友好的国家

成立公司的结果，从税收的观点看来，要求外交保

护的行动的确不可能使它得到更多的好处。

70．曼斯菲尔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编写了

内容详实的报告和最佳的导言。报告中明确指出，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必须是任何编纂工作

的出发点。报告第 14至第 21段中详细说明了对该

项判决的批评， 它们当然是重要的因素。 其实，

判决中所解释的规则已经日益脱离各国的实际行

为，因为基于税收上的原因，一些公司继续将自

己设立在与之没有多大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地

点。它们实际上决定：对它们来说，税收上的好

处比要求外交保护的可能性还重要，并且认为遵

循它们的国家在双边投资条约中所做的安排比较 
有用。

71．这种情况使委员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或者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基础上编纂规则，却

明知这种规则与目前的国家实践无关，或者试图为

行使公司和股东的外交保护发展一套新的或辅助性

的基础，但是这种新规则在目前的国家实践中并没

有任何坚实的依据，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规则

能够使外交保护与国家和公司的生活比较有关，甚

至比较符合需要。

72．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最明智的方

针是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原则的基础上拟订条

款草案。如果商业界的进一步变化促使公司比目

前更加重视外交保护，公司和股东们就会选择在

与它们有真正联系、并且愿意以它们的名义为它

们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成立公司。但是，如果它

们认为较可取的做法是为了获得税收上的好处把

公司成立在与它们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的国

家并且依赖双边投资条约提供的保护，那也是它

们的选择。如果政府本身看到改变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规则的好处，它们总是可以考虑为此缔结

多边条约。以委员会关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

条款草案为基础的一个优点是，它可以鼓励各国

政府考虑是否愿意根据各种各样的现行双边投资

条约为基础提议变革。到目前为止，第六委员会

中的辩论似乎显示各国政府志不在此。

73．关于条款草案，他起初对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中设想的例外事项提出的意见，在布朗利先

生和另一些委员发言以后更加强烈了。对于这个问

题，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87段中说过，基于衡平

法的要求，需要把不得不在不法行为国成立公司的

情况列为例外事项。但是，投资者可以选择是否接

受这一要求。他不能确知，是否有重要的公平问题

存在，还没有完全认为有必要拟定除外条款。除此

以外，他赞成把条款草案第 17和第 18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基于报告第 56段中所述的理由，他认为，

很有必要删除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方括号中的字

句。但是，起草委员会可以考虑，根据民法和英美

法中的差异，包括两项标准是否存在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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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卡特卡先生说，在介绍其发人深省的报告

时，特别报告员要求委员会决定是否愿意遵循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他个人认为，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的判决应该作为讨论公司和股东外交保护

条款草案的出发点。尽管该项判决受到很多批评，例

如：它规定了行不通的准则，它忽视了双重保护和

索赔多重性等政策考虑因素，以及国际法院对诺特

博姆案的相关性处理不当，他同意报告第27段中表

示的观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是对公司外交保护

法的精确表述，并且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真正反映。

75．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也反映了曾经

表示单独意见的八位法官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歧。

来自输出资本国家的法官支持了股东的国籍国援引

外交保护的权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法官则坚持认

为，需要保护的不是股东，而是作为投资所在地的

穷国和弱国。贫弱国家需要保护，以对抗强大的财

团或来自北半球经济大国政府的缺乏根据的外交保

护压力。

76．在这一点上，他承认，全球化是不可避免

的，因此，自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以来，情况已

经改变。但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全球化对于弱国

并不公平。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例，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获得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少于 2 %，光是南非

和尼日利亚就获得其中的80%。全球化不能停顿下

来，但是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国家落伍。

77．贝德曼法官和科科特法官表示支持资本输

出国的言论载于报告第17段，他们认定，外交保护

受到了双边投资条约的排斥，因为投资者不信任它

的不确定性和裁量性质，因此喜欢诉诸国际仲裁。

他认为，投资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双边投资促进和

保护协定，再加上关于投资保证的国家立法，继续

吸引着投资者，根据那些安排诉诸国际仲裁程序并

不需要排斥外交保护。因此，令他感到关切的是，

据引述，科科特法官在第 51段中说过，“在外国投

资的情形下，传统的外交保护法已经在基本上被一

些以条约为基础的争端解决程序所代替了”。7 他不

同意条约取代了习惯的说法，因为两者并肩而行。

总之，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认为，投

7 在上述引文中（第2756次会议，脚注5），第277页。

资条约属于特别规则的领域，特别报告员说过，他

将就这个论题编写一份单独报告。

78．在报告第22段中，特别报告员看来是在鼓

动委员会造国际法院的反，因为他说，国际法院的

决定对委员会没有约束力，委员会严格地限制了国

际法院一项决定的范围，并且明确拒绝接受另一项

决定。他怀疑，特别报告员说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不许触及的”这一妙语的意

图是要看看委员会的反应如何。他本人认为，第22
段可能言过其实。委员会建议施加的限制主要采取

评注的形式，特别报告员对国际法院明显的正面攻

击使他想起菲茨莫里斯法官的悲叹，《联合国宪章》、

乃至《国际法院规约》的起草人都犯了为司法决定，

包括国际法院的司法决定贴标签的错误，其规约第

38条认为司法判例是确定法律规则的补充资料。如

果司法决定处于与条约和习惯法同等的地位，国际

法院的地位可能显得更加尊崇。虽然有布朗利先生

对国际法院和它如何做出决定的评论，但他认为，

委员会公开挑战国际法院是不适宜的。

79．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为提议的条款建议

了七个备选条文，其中有些，例如选项 2和 5互相

重叠。他欢迎特别报告员把重点放在涉及在国家成

立公司的选项 1，这是以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

规则为基础的。他对条款草案第17条第1款没有任

何疑问，但认为应该删除第 2款方括号中的措辞。

但是，他的建议不会受到委员会中关于民法与英美

法之取舍的辩论的影响。关于条款草案第 18条 (a)
项中的例外事项，希望特别报告员在评注中明确指

出，对载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书第67段“不

再存在”的解释，即：即使公司处于破产在管状态，

它也继续存在，只有当它停业清理了，才不再存

在。特别报告员认为，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中的

例外事项是最重要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三位

法官中有一位认为它反映了习惯国际法。他不认为

两个互相矛盾的国际法规则能够同时并存，因此，

他反对将那个例外事项列入条款草案。第三个例外

事项大概包括投资人的直接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

将在有待列入的一项条文中予以处理。条款草案第

17条和第18条可以提交起草委员会。

80．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确认，第三

个例外事项已在条款草案第19条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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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池先生对卡特卡先生主张删除条款草案

第17条第2款中置于方括号内的字句感到惊奇，他

说，他的理解是该措辞是直接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的判决书中抄录下来的。

8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确认，的确

如此，但是他说委员会必须决定是否要在本条款草

案中遵循该项判决。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58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池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

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

托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

肯涅米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曼斯菲尔德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塞普

尔维达先生、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1．主席请规划组主席梅莱斯卡努先生宣布规

划组成员名单。

2．梅莱斯卡努先生（规划组主席）说，规划

组将由下列委员组成：阿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

斯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

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科斯肯涅

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

斯托克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和山田先生。他强烈

要求各位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的报告员参加规划组

的工作。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和
Add. 1；2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3．科斯肯涅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

报告（A/CN.4 /530和 Add.1）深入探讨了两个争议

较大的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公司的国籍问题。在这

一点上，特别报告员敦促委员会通过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原则，即公司的国籍国为公司注册成立所在

国。第二个问题涉及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包含的情

形：当公司拥有对使公司蒙受损害应负责的国家之国

籍时。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取决于如何看待如今

的法人活动以及具体的情况。人们越是从全球战略的

角度看待大型跨国公司，就越赞成确保东道国不受到

国外股东的大量索赔要求所困扰。另一方面，如果人

们从发展中经济体境内小公司的角度着眼，就往往会

说股东需要得到保护。由于大公司主宰着当今的全球

经济，人们往往会倾向于第一种立场，这样也许会损

害对小公司股东的保护。但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

的，他本来希望在条款草案第17或第18条中找到介

绍“股权”和“合理性”等概念的文字，这些规则大多

包含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因此，委员会正在审议的规

则仅仅具有剩余性。他并不认为委员会会不受国际法

院判决尤其是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的约束。这些

判决的唯一价值就是法院在其判决中的推理。他还表

示怀疑的是，在确定习惯法时，是否可以从一次付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 续自第275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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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协议或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中得出任何结论，因

为这种条约是双边谈判和权衡的结果，从而不能为

做出一般推论而进行修改。

4．条款草案第 17条第 1款是对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判决所载原则的一种重新表述，根据这项原

则，国籍国为公司注册成立所在国。由于认为公司

与国籍国之间必须存在真正的联系，这一原则已经

受到了批评。特别报告员的备选办法是重新表述公

司的国籍应与社会经济背景保持一致的概念。依他

看来，特别报告员应该更加深入地审查住所或公司

注册办事处标准（见报告第31段，选项3），因为这

已经是一项国际私法惯例。大公司活动的全球性，

以及其注册成立地可以例如说仅在税收考虑的基础

上加以选择的事实，突出了经济社会背景对于确定

公司国籍的重要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也

自动丧失了得到外交保护的可能性。因此，他赞同

第 1款所包含的原则及其背后的理由。第 2款括号

中的文字没有必要，可以很容易删除，这样条款草

案第17条就可以提交到起草委员会了。

5．他不反对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中的措辞，

可以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另一方面，他对 (b) 项有

所保留，因为就大公司决定在一国注册而其股东蒙

受该国由于经济问题开展的活动所带来的损害的情

况而言，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通过允许股东国籍

国代表其行使外交保护的方式让东道国的生存变得

更加困难。他因而反对将 (b) 项提交起草委员会。

6．蒙塔兹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深入研究了外

国公司及其股东的外交保护这一重要问题。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再也不顾及当今的经济现实。

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者表示不信任并害怕大型

金融集团干涉内政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各

国现在都希望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并且都准

备提供必要的保障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关注不

仅表现在双边和多边外国投资条约中，而且还单

方面地表现在外国投资法典中。为了确定国家在

这一领域的实践，也许对这些法典展开研究是有

益的。尽管发展水平不同，但所有国家都依赖国

际投资，国际法必须因此向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保

障。委员会必须在维持国家利益与投资者利益平

衡的同时，千方百计确保法律与事实相吻合。这

就是报告捍卫国家代表有其国籍的公司以及其次

也代表有其国籍的股东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的背

景。因此，他赞同条款草案第 17条第 1款，其中重

申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所载的原则，但他

认为必须保留第 2款方括号中的案文，同时用连

词“或”取代连词“和”，因为好几个国家都不要

求根据其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在其领土上拥有注

册办事处。

7．第 18条 (b) 项规定了在东道国要求外国公

司根据其国内法注册成立的情况下，国籍原则的

一项例外。受东道国不法行为伤害的股东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能够享受到其国籍国的外交保护。然

而，该项例外可能削弱国内股东与拥有另一国国

籍的股东同等待遇的原则，从而与有关外国人待

遇的国际规则相抵触。诚然，如果外国股东不拥

有供国民利用的救济手段以外的救济手段，他们

就会遇到在受害人与不法行为负责国之间不存在

自愿联系的情况下已经确定的各种困难。但该规

则仍然存在争议，因此还无法被视为是一项习惯

规则。 相反， 该规则属于法律逐渐发展的范畴，

其本身值得进一步加以考虑。该项例外是必要的，

因为不能让股东处于毫无防卫的状态，并被剥夺

其国籍所属国提供保护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他

觉得还是不要在这样早的阶段就对其表示支持为

好，因为要考虑到这一事项还必须经过更多的思

考，也许必须考虑制定一项保障条款来限制该例

外实施的后果——换言之，限制国民利益受到损

害的国家提出索赔的数量。

8．此外，他注意到报告第22与第25段之间存

在矛盾。第22段指出，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

决中，“国际法院不是在编纂国际法，而是在解决一

个具体的争端，其结果是法院的“判决”将被视为

对特定案情的裁判，而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

规则”；而第25段则指出，法院关注对习惯国际法

所做的评价。应该以后一观点为准，因为它加强了

构成条款草案第17条和第18条 (a) 项制定依据的巴

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的权威性。

9．山田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考虑到巴塞罗

那电车公司案判决所遭批评的情况下尽力修改了该

项原则。不过，该项判决尽管存在缺陷，却准确地

陈述了当前公司外交保护法律的现状，并真实地反

映了这一方面的习惯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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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最近通过在双边和

多边条约中规定程序办法实行外国投资保护的做

法，同时他也想知道，委员会是否可能被迫制定

出更符合外国投资的现实并且鼓励外国投资者转

向外交保护而不是投资条约提供的保护的规则。

他认为，外交保护不应该被赋予优先地位，因为

它会给有权行使这种保护的国家带来棘手的政治

和外交问题。在他任职于日本外务省的 40年中，

他从未遇到过日本行使外交保护或外国对日本行

使外交保护的任何案件。另一方面，领事保护却

是一项运用广泛得多的实践。他因此认为，比其

外交保护来说，投资者可以根据投资条约所做的

特别安排得到更好的保护。

11． 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区别现在比以往更

大。富有进攻性的接管、合并和清算事例在大量发

生，而股份也在不停地迅速易手。在这种情况下，

为公司面纱后面的股东提供保护将有助于经济活动

的有序开展。

12．他对条款草案第 17和第 18条没有批评意

见，但认为它们也许需要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条

款草案第17条第1款的案文也应该与上届会议暂时

通过的第3条第1款的案文保持一致。3他还建议下列

措辞：“有权就公司受到的损害行使外交保护的国

家是该公司的国籍国”。同样，条款草案第17条第

2款关于公司国籍国的定义可能要重新拟订。还有

必要在评注中解释“公司”指以股份代表股本的有

限责任公司。他对括号内的措辞没有大的意见。不

过，如果要保留的话，它应该成为一个附加条件。

13．他对第 18 条规定的两项例外没有意见。

因此， 他提议把条款草案第 17 和第 18 条提交起

草委员会。

14．最后，他问特别报告员，在报告关于法人

的第三部分，他是否打算审查其他实体如其他类型

的商业公司或不拥有商业目的的实体的情况，如果

是的话，他是否认为有足够的判例法和实践来证明

有理由进行编纂。

3 见上文脚注1。

15．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证实，他打

算在报告这一部分包括涉及其他法人的条款。在他

的工作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时，他所设想的一项条

款的内容是，有关公司的条款中列出的规则经适当

变通后也适用于其他法人。

1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明

确提出了在外国管辖范围内登记或注册成立的公司

的股东国籍国权利的问题，并且在其分析中对国际

法院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附带判词正确地给予

了首要关注。他自己的看法是，对法院该项判决的

许多批评都没有落在点子上：所争论的主要观点并

不是谁——发展中国家还是公司的股东——更需

要外交保护，而是外交保护制度在法人的情况下如

何运作，以及股东的国籍国在何种情形下有权支持

他们的诉求。

17．首先，在一国登记或注册成立的公司显

然具有该国的国籍。此外，公司不在一个以上的

国家登记或注册，即使其在另一国有效开展经营

活动。其次，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样组成的公

司的人格不同于公司中只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的

人格。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对公司造成了损害，

基本的原则是，注册成立国有权根据国际法行使

外交保护。有观点认为，即使公司是在其管辖范

围内注册成立的，也有许多国家并不支持这种公

司的诉求，除非在国家与有关公司之间存在某种

特别的联系或存在共同的利益。然而，这种情况

并非少见，也并不仅仅在法人的情况下适用。正

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76段所指出的，国际法院

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强调了国籍国行使外交

保护的自由裁量性质。因此，很难以影响公司注

册成立的特殊情况为由设想对这一基本原则规定

任何例外。

18．还有一个观点同样无法令人信服，即“真

正联系”是对公司拥有多数或有效控制的国家支持

公司股东作为股东的诉求的有效依据。在外交保护

法上，只有在一个人拥有一个以上国籍的情况下才

会涉及真正联系原则。该原则不能扩大到适用于完

全不可能拥有双重国籍的公司或法人，也不应该设

想这种可能性。因此，他赞同许多发言人提出的建

议，即应删除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方括号内的文

字。在这方面，他还同意报告第53段提出的评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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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即在注册成立国有注册办事处是注册的后果，

而不是与该国存在联系的独立证据。出于上述理

由，只要删除方括号内的文字，他对条款草案第17
条第1款或第2款都没有异议。

19．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委员会在多大程

度上接受对公司股东的国籍国无权代表股东行使外

交保护这一基本规则规定的例外。条款草案第 18
条 (a) 项的例外依据的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中的附带判词，并且得到了大多数委员包括

他本人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同意卡特卡先生提出

的建议，即委员会应表现出与法院同样的谨慎，仅

允许在“公司在法律上死亡”（第 41页，第 66段）

的情况下行使外交保护权，而在公司“瘫痪”或处

于“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的情况下不允许行使外

交保护权（同上）。关于应由什么法律来确定法律

上死亡的事实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64
段指出，公司在根据公司注册成立国的法律解散时

“死亡”。

20．在谈到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规定的例外

时——在他看来一些委员不太情愿表示赞同——

他认为这是对的。至于所提出的有利于该项例外的

股权理由，尤其在公司的国籍不是“因自愿成立公

司”产生而是“国家政府或其地方法律规定强加给

公司国籍，作为在该国运营或获得特许权的条件”

的情况下（菲茨莫里斯法官的独立意见，第 73页，

第15段），有人正确地指出，公司有权选择不在该

国投资。如果公司在完全知道后果的情况下还这样

做，那似乎就没有多少强迫的成分在内了。此外，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出现拒绝司法或注册成立国犯

下不法行为导致公司蒙受损失的情况下，最近的投

资保护协定都为投资者规定了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法

律补救办法。诉诸国际仲裁包括国际投资争端解决

中心的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际上以外交保护

形式出现的其他补救办法是否还有必要。因此，他

倾向于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
的例外可以在决不损害公司地位的情况下很安全地

加以排除。删除这项例外还可以让委员会不必思考

适用它的条件或限制。

21．因此，他支持只把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
提交起草委员会。

2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提到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对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的评论

意见时询问，在外国投资者无法获得任何替代补救

办法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股东在其国

籍国是《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

约》缔约方的情况下确实有这种补救办法，但许多

国家并不是该《公约》的缔约方。那股东是不是就

只能接受这种状况？

2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指

出许多国家还不是《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

投资争端公约》的缔约方，这没错。不过，如果考

察一下近年来缔结的投资协定，如印度缔结的投资

协定，它们无一例外地均规定了外国准据法和强制

仲裁条款。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是替代办法之

一，并在两国均为缔约方的情况下自动适用，但也

有可供公司利用的其他仲裁程序。

24．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斯里尼

瓦萨·拉奥先生说的是正在逐步发展的印度制度，

但目前的事实仍然是，还有很多国家还没有制定这

类法律，其结果是，在外国注册成立的公司的股东

经常根本就得不到救济。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建议规

定剩余保护权利的原因。

25．池先生说，他同意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关于双边投资条约规定仲裁条款属于通常实践的意

见。不过，仲裁只是几种可能性之一。除仲裁条款

之外，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种条约中可能包括

不同国家共有的其他法律语言，因为准据法也会发

挥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条约的解释和适用可能

会引发争议。

2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承认这种条款不易

适用，但他同时也说，与以往相比，现在的投资条

约给予投资者的优惠要大得多。此外，有一些条约

还设想了行使外交保护的各种可能性，股东的国籍

国都用不着诉诸法院，而是可以直接与造成损害的

国家的外交部进行接触，以表达股东们的不满。

27．塞普尔维达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精彩的报告

表示祝贺，该报告不仅内容丰富，引用的材料准

确，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创新。他尤感欣慰地看

到，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供了许多选择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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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对其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他还赞同关于拟订的

条款草案要把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确定的原则包

含在内的想法。不过，他没有经常令特别报告员感

到头痛的任何疑惑。特别报告员一开始就提醒大

家，国际法院的判决对委员会没有约束力，然后又

强调指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并不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接着又请读者考虑偏离法院所采取的

方针的各种可能性。他承认，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毫无疑问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判决，关于其根本的推

理几乎不能令人信服并且没有表现出对保护外国投

资的关注的说法只会降低它的重要性。坦白地说，

他本人不会做这种深刻分析，而是倾向于特别报告

员的结论，即30年来，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

被广泛视为不仅准确地阐述了关于对公司的外交保

护的法律，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习惯国际法。

28．该判决所包含的原则反映在条款草案第

17条中，他对这一草案表示赞同，但也要发表几点

意见，也许这几点意见有助于阐明条款的范围：

29．首先，正如委员会在其上届会议暂时通过的

条款草案第1条所指出的，必须假定促使国籍国对公

司行使外交保护的损害是由一国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

所引起，且与国际责任专题存在联系的情况。

30．其次，损害的性质和后果可以有很大的不

同。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4创设

了一种特别的犯罪类别，即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强制

规范。虽然目前还不至于走到要搬来这类条款的地

步，但也许在特别报告员的评注中提到存在这种特

别严重的损害也是有益的。例如，在不顾及公共利

益、违反法律并且不给予适当补偿的情况下没收公

司财产的行为，就不能与东道国可能给公司施加

的、迫使其指定特定国籍的某个人担任某一行政职

务的压力相提并论。因此，有必要把由于严重和系

统违反国际义务所引起的损害与严重性相对较小的

损害加以区分。显然，这种分类的后果也必须明确

加以规定，尤其在补偿方面。

31．再次，损害的性质可以有根本的不同，这

取决于受到损害的对象是法人（例如经济损失）还

4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是自然人（例如侵犯基本权利或造成身体伤害的攻

击）。自然人也可能蒙受经济损失，但评估给法人

造成的非物质损失会更加困难。

32． 有必要保留第 17条第 2款所述的两种标

准，即公司必须在国籍授予国领土上注册成立，并

拥有注册办事处，以避免方便旗和利用避税港等人

为情况的产生。要证明存在“真正联系”确实非常

困难，也许正因为如此，特别报告员才要在评注中

举出特定情形的例子，如向办事处所在国支付税款

或雇佣该国的国民。

33．就术语而言，在条款草案第 17条的西班

牙文本中，用“está facultado para ejercer”一词会比

用“tendrá derecho a ejercer”一词更准确。

34．他完全赞同条款草案第 18条导言部分的

内容和 (a) 项规定的第一项例外，但他认为，不应

该保留第二项例外， 因为正如报告第 5段所指出

的，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存在明显区别的：法律关系

只存在于公司与授予公司国籍的国家之间，而且根

据一般法律原则，该国不可能对给自己的国民造成

的损失承担责任。也不能说公司在国际层面唯一可

以利用的救济手段就是股东国籍国所采取的行动，

而报告第 65段引用的默文·琼斯的说法也是错误

的，该引文认为，如果正常规则适用，外国股东就

会听任有关国家摆布，可能蒙受巨大损失且得不到

补偿。5 这将意味着不存在国内法律制度，法治已经

让位于实力法则。当然，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确实

存在，而且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必须牢记的是，

投资者本人必须对风险评估承担某种责任。仅仅对

确保国民与外国人享有平等待遇表示关注，就应该

成为足以去掉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例外的理由。

35．最后他说， 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通常规

定，诉诸国际仲裁排除所有其他申诉程序。为了给

委员会的工作带来新的起色，特别报告员可以回顾

一下与外国投资有关并且时常提到外交保护的主要

仲裁裁决。

5 见 M. Jones, “Claims on behalf of nationals who are 
shareholders in foreign companies”, 《1949年英国国际法年鉴》，
第 225页，尤其是第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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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36．主席说，他已经完成就这一主题进行的磋

商，并建议任命科斯肯涅米先生担任国际法不成体

系问题研究组主席。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赞

同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

  –––––––

第 2759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科洛德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

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和
Add. 1；2 A/CN. 4 /L.631）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 阿多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
CN. 4 / 530和 Add. 1）完整而精辟，他完全同意其中

关于条款草案第 17条的意见，认为这是一项现行

法，必须编纂成法律。他并赞同报告第 47段的说

法，即，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尽管备受指责，但还

是受到了各国的广泛接受。因此，应当将条款草案

第17条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2．但是，条款草案第 18条造成了一些问题。

至于其中的 (a) 项，也许特别报告员应当予以澄清，

公司只是在其注册地已不存在，股东的国籍国为何

就必须自动地为股东行使外交保护。他本来的想法

是，股东有权分享被停业清算公司的剩余资产或盈

余资产，而公司的清算人在公司停业后会把问题处

理好。股东可以也应当能直接与清算人接触，以解

决所有剩余问题。实际上，股东可以对清算人提出

法律诉讼，而反过来也一样可以。如果在停业清算

公司的剩余资产分享方权方面受直接影响的股东本

身就可以与清算人联系来解决此类事项，那样他认

为股东的国籍国就没有必要为股东行使外交保护。

只有当股东用尽了清算人所掌握的一切补救办法而

未果之时，其国籍国才能出面为股东进行干预。

3．他和布朗利先生一样，反对列入条款草案

第18条 (b) 项，因为该款的争议实在过多，无法编

纂为法律，而且也缺乏坚实的基础。特别报告员在

报告第 73段中列举了一些案例，来印证股东的国

籍国确有为其出面的实例，但是事实表明这些案例

不具权威性。根据穆尔的《国际法文摘》的见解，

德拉瓜湾铁路案中申诉人的诉讼地位已经在《仲裁

协定》中得到葡萄牙承认，因而，所宣判的裁决是

以相应的协议、而非国际法为依据的。3 鉴于特里

温福公司案所涉及的是保护其权利受到直接影响的

股东问题，也不可以引用此案来支持条款草案第18
条 (b) 项的案例。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在被列入

索连逊所编著的《国际公法手册》中的文章中列举

3 见 J. B. 穆尔，《国际法文摘》，第六卷 ( 哥伦比亚特
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06年 )，第 647页及以下各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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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仲裁裁决，其中就明确拒绝了代表股东向公

司国籍国提出的申诉。4

4．特别报告员本人在其报告第 66段中就说，

此项规则的存在不是没有争议的。报告员在第 68
段中申明，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发生前，就有证

据表明国家实践、仲裁裁决书和理论都支持该例外

规定，但他接着说，国家实践和仲裁裁决都很不清

楚。在第69段中，在列举了联合王国和（或）美国

在若干争端中都声称存在该例外规定之后，他提出

意见认为，这些案例均不提供支持这项规定的结论

性证据，并与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一样得出结

论，认为无法根据如此有限、相互矛盾的国家实践

得出结论。报告第70段列举了一些司法判决，认为

也没有定论，但是第72段的概括断言，虽然司法当

局不明确宣布国家有权受理作为公司股东的国民对

公司的国籍国提出的索赔案，但某些裁决的措辞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权利，尽管只是暂定的。

5．鉴于国家实践有限而且自相矛盾，司法判决

没有定论，仲裁判决也不肯定，令人十分不解的是，

特别报告员却在其报告第87段中支持了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中的例外，因为这项例外在国家实践、仲

裁裁决书和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阿多先生本

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委员会不应当力图将这项例

外编纂成法律，还是应当由各国自身去缔结双边及

多边投资条约。他赞同在报告第17段中援引的科科

特教授的论点，即对双边投资条约体制的分析和多

边着手方式都表明，外交保护在现有的解决争端手

段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5 现实情况是：投资促进和

保护条约是当前国际实践中的一项特征。

6．1981年，曼在《英国国际法年鉴》中撰文

列举德国、瑞士、法国和联合王国作为缔结了双

边投资条约的国家，这些条约允许投资者在特设

仲裁法庭或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解决与东道

国的投资争端。6 到 1995年 10月为止，联合王国与

4 见E. Jiménez de Aréchaga,“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M. Sørenson，编辑，《国际公法手册》（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1968年）第 531页。

5 见 J. Kokott前引书(第2756次会议，脚注 5)，第276页。

6 F. A. Mann, “British treati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英国国际法年鉴》， 1981年，第 
241页。

大约 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其中多数是

发展中国家。同时，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了投资

保障机制，为海外私人投资以保险形式提供保护，

其主要任务是保障投资不遭受东道国的非商业性风

险。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中，提到了四个

风险种类：(a) 风险转让，这是在东道国决定对货币

兑换和转送规定限制时发生的风险；(b) 没收，剥夺

了投资者的所有权或控制权；(c) 违约；(d) 东道国

的战争或内乱。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目前有 161个成

员，其中 139个为发展中国家，该机构向世界银行

的所有成员开放。这就表明，确实有不需以编纂法

律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的其他方式。

7．卡姆托先生引用比卢恩案来解释其对条款

草案第18条 (b) 项的支持。但是，他在亲自研读了

这一案例之后，认为这并不是外交保护。这是一项

提交给常设仲裁法庭的投资争端。卡姆托先生忽视

了该案一项重要事实，即船舶驱动器公司和加纳投

资中心之间的投资协议中包含了一项解决争端和仲

裁条款。协议的第 15条规定了一项友好解决争端

的程序，而且规定如果无法按此程序解决争端，则

必须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规则解决争

端。加纳的《投资法》含有类似的条款。因此，认

为比卢恩先生和他的公司没有补救规则是错误的。

据此，不能用这一案例来支持列入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的意见。相反，这一案例为删除该款提供了

理由。他认为，国家实践压倒多数地倾向于缔结双

边投资协议并辅之以多边投资保障机制。最后，特

别报告员声称第 18条 (b) 项中的例外得到了国家实

践的广泛支持，是根据联合王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

的情况而提出的，然而即使这两个国家，在一些重

要的案例中还是拒绝了根据这种例外提出的申诉。

8．总之，他赞同报告第 17段中引述的科科特

教授的结论，即比较现实的选择是承认在外国投

资方面，传统的外交保护法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若

干以条约为基础的解决争端程序所取代。出于他

所陈述的理由，他不能支持条款草案第 18 条 (b)
项。

9．卡姆托先生说，据他所知，在他本人提到

比卢恩案之前，阿多先生对此案一无所知。他从未

否认，这一案例是以仲裁方式解决的，也没有否认

该案存在解决争端的程序。他提到该案事实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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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表明，如果股东没有某种安全保护网，将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0．蒙塔兹先生注意到阿多先生提出的看法，

即存在着不需要编纂法律来解决例外问题的方式，

他问道，阿多先生所提议的是何种方式。

11．阿多先生说，他并没有建议另一方式。他

只是说，委员会应当放弃试图将例外编纂为法律，

因为各国更有可能使用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协议来

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1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问阿多先生

是否认为目前为特别法的规定应当成为普通法，并

且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完全由双边投资条约来约束。

13．阿多先生说，他认为，仅仅拟定条款草案

第17条就已经足够了。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没有

可以编纂法律的坚实基础，应当予以放弃。而如果

他听到了有关清算人作用的解释，他也许能够接受

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

14．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祝贺特别报告

员提出了出色的报告，他说，委员会面临的基本问

题是，是否应当特别遵循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思

路，如果是，则应当遵循到何种程度。尽管该案结

案后有一些批评（其中包括一些法官在独立意见中

反映的批评以及报告第 8段以后的阐述中提到的一

些批评），但该案的裁决在考虑对法人的保护问题

方面是一个里程碑。

15．在草拟规则的时候，应当综观1970年以来

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情况，同时应特别顾及外国投

资及对外来投资的保护事项。为应对这种发展而构

建的国内法律体制对国际法律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这点已经反映在双边和多边保护协议之中。这类协

议对发展中国家吸引资本已十分重要，在一些情况

下更是必不可少，尽管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是外来投

资的唯一接受国。正如委内瑞拉 CITGO 公司在美

国投资所表明的，投资的流动方向可以是双向的。

16．在国内法律体制和投资保护协议与外交保

护的一般性规则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但

是，与其他成员不同，他认为这一关系不应当是备

用性的，因为那样将使国内法律体制和双边协议在

建立保护外来投资的准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相

反，这种关系应当是互补性的。拟定条约机制来保

护外来投资的工作不应当取代外交保护，而外交保

护仍然是总的法律框架。

17．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委员会可以作为条款草

案基础的一些选择。其中最可接受的选择 1重申了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原则，即只有国籍国才有

权利行使外交保护，这一点已反映在条款草案第

17条第1款中，可以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可

以在西班牙文本中纳入由塞普尔维达先生提议的更

改，即以“está facultado para ejercer”来取代“tendrá 
derecho a ejercer”一语。以今后一项关于定义的条

款来取代的第 2款也是可以接受的。公司的国籍国

是公司“成立”而不是“注册”的国家。这两个词也

许看起来类似，但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的裁决各段中正确地使用了前一个用语。他认为

第 2款中的方括号应当删除，尽管这并不会解决公

司成立和注册办事处两者的标准是相互重叠、还是

取代的重要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两者是重叠

的，但是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例如蒙塔兹先生曾经

表示两者是相互取代的。显然，这一问题需要得到

进一步审议。

18．关于从报告第 57段起所讨论的对股东的

外交保护问题，与对作为法人的公司保护之间具有

很大差别。得到普遍实践所肯定的国际法相关通则

并不允许股东的国籍国为股东行使外交保护。条款

草案第18条第1款重申了这项原则，其依据是国际

法院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该项裁决认

为，比利时政府无法代表加拿大公司的比利时股东

出面干预，尽管这些股东是比利时人。作为一项原

则来接受股东的国籍国可以代表股东出面干预，从

而为多种竞争性求偿敞开大门，这会在国际经济关

系中造成混乱和不确定的气氛。但是，对这项原则

应当有一些例外。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法院

审议了是否可以根据公司法人地位以外的其他依据

而为比利时政府做出例外。在本案中，所提议的例

外所依据的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或

者东道国与公司国籍国之间的双边协议，这些协议

载有关于所属司法管辖区域以及解决由于东道国对

在本国投资的公司提供的待遇所造成的纠纷解决方

式的相关条款。



57第 2759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0 日

19．国际法院明确指出，体现在条款草案第18
条 (a) 项中的第一项例外是公司不复存在或在经济

上倒闭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是对一般标准的重大延

伸。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裁决中所提出的第二项

例外是当公司的国籍国无权代表自身利益行事情况

下作出的。(a) 项一般可以接受，尽管公司“不复存

在”一语可以从广义上来解释，即可以超越倒闭，

从而包括因其他原因不再开展业务的情况，而这点

应当在评注中说明。

20．他与其他委员一样赞同删除第二项例外，

尽管报告的第 87段推荐该项例外。他不同意特别

报告员在第 65段中的意见，该段说公司在国际层

面上的唯一救济是股东国籍国采取的行动。应当在

公司接受由国内法律制度管治的内部法的约束这种

情况下，才考虑求偿和赔偿。为国家可以在这种情

况下干预打开方便之门会很危险，即使可以从类似

西电公司案的国际司法裁决（此类案例中控股公司

为外国公司）中得出某些结论。但是，他很难认可

这种例外的作用，特别是这种例外在发展中国家的

外来投资背景下的作用。

21．加利茨基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提出了论述

涉及到外交保护问题的最有争议问题的一项报告。

条款草案第17条第1款订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各国

有权为持有其国籍的公司行使外交保护，而这项原

则大致没有受到质疑，但是，却并没有一致的国家

和司法实践来支持不为公司股东行使外交保护的类

似原则，也没有这项原则的可能例外。

22．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的第22段中强调指出，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裁决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在第3段中却承认，该案的裁决主宰了有关这

一议题的所有讨论，如不充分顾及该项裁决、该项

裁决所产生的影响和裁决所受到的批评，就不可能

为制订规则进行认真尝试。裁决的第96段载有一项

关键的论点，即通过“为竞争性的外交求偿打开大

门”，则采纳对股东实施外交保护的理论可能会“在

经济关系中制造一种混乱和不安定的气氛”［第49
页］。

23．法院在裁决第 70段中指出，公司实体的

外交保护权传统上归公司国籍国所有，并归公司

设有注册办事处的所在国所有，这两项标准得到

了长期的实践和很多的国际文书的证实。但是，法

院还承认，“据说，有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或不同的

关联，才能确立外交保护权的存在”［第42页］。特

别报告员十分广泛地阐述了国家就公司所受损害行

使外交保护权问题的各种可能选择。条款草案第17
条第1款中所反映的国籍国标准的选择似乎有充分

的理由。的确，委员会在条款草案第二部分，7 关于

对自然人外交保护的第3条指定了国籍国才是有权

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依逻辑看，有关国籍法定联

系的同一标准应当适用于直接遭受国际不法行为伤

害的法人。这种统一的方式可以使委员会所制订的

其他规则也适用于有关外交保护的自然人和法人。

24．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所建议的公司国

籍国的定义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许需要做一项

更正。除了公司成立的所在国之外，括号中提到设

有公司注册办事处的国家一语应当保留：在巴塞罗

那电车公司案中，国际法院平等地同时使用了这两

种标准。但是，作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这

一连接词应当由“或”来取代。要求同时满足两项

标准似乎不合实际，尤其因为这种公司一般在成立

或注册时所依据的各国内部法律规则是不同的。此

外，正如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

“注册”和“成立”常常被替换使用。

25．特别报告员接受的观点是，公司的国籍与

该公司所成立或注册的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本身

就足以使该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从而撇开了所提

出的所有其他选择，例如存在真正联系的国家、公

司所在国或掌握经济管制的国家。正如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正确强调指出的那样，在除了公司成

立或注册以外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之外，国家一

般并不经常代表公司提出求偿。也许，除公司成立

或注册以外的所有其他标准不应一概摒弃。将各种

标准结合的可能性得到了学者的支持，甚至得到了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一些法官在其独立意见中的支

持，同时还能够避免科斯肯涅米先生所批评的公司

成立所在地标准不够有效的情况。

26．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

指出，其国民持有公司多数股票的国家并不能就

7 见上文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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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身所遭受的损害提出求偿。条款草案第 18
条遵循了法院的立场，而 (a) 和 (b) 项反映的也是

由法院提出的两种例外，据此，股东的国籍国有

权行使外交保护。尽管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中的立场受到了各种批评，但这种立场仍

然应当被看作是委员会编纂法律工作的基础。国

际法院在西电公司案中所采取的相反立场可以根

据报告第 25段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来辩护，但仍然

不应当作为编纂法律的一般原则的基础。一概承

认股东的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会造成有权行

使外交保护的两种国家：即公司的国籍国与股东

的国籍国的司法权之间发生冲突的严重问题。而

不同股东类别的国籍国的司法权之间也可能发生

冲突，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27．再者，股东或多数股东的国籍可以改变，

因此不能作为准许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恒定标准。最

后，一概普遍承认股东的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

会产生极为消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这可能根据经

济情况，即股票的拥有情况，而不是传统的国籍情

况使某些人得到特定的国籍保护。在极端的情况

下，这样会有利于股东的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权

利，从而损害成立或注册公司的所在地国。

28．尽管对股东的外交保护作为一项普遍规则

可以摒弃，但是承认存在着一些国籍国可以行使保

护的例外情况似乎是有理由而且切合实际的。他完

全赞同反映在条款草案第18条 (a)和 (b)项中的立场：

这两款涉及了公司国籍国无法对这些公司行使外交

保护的两种不同情况。股东的国籍国以补充方式行

使外交保护以免股东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任何国家保

护的情况似乎是完全有理由的。双边、甚至多边协

议所提供的保护外来投资的机制并不总是足够的。

29．对于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提出的批评很

难令人接受，因为很难想象对于拥有本国国籍的公

司造成损害的国家会积极地为该公司行使外交保

护。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国际法院表明了对

(b) 项所提出例外的一般支持，法院说，出于公平

理由，也许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本身的国籍国提供保

护。正如报告第87段所说的那样，这种例外得到了

国家实践、司法裁决和理论的广泛支持。即使编纂

法律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但这种例外在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方面应当得到有利的考虑。

30．他保留在条款草案第 19和第 20条提出之

后对条款草案第 17和第 18条作最后评价的权利。

但是，这一保留并不改变他对于特别报告员提议所

持的赞同意见。他深信，条款草案第 17和第 18条
应当提交起草委员会。

31．加亚先生提到了加利茨基先生在条款草案

第 17条第 2款括号内使用“或”一词的建议，从而

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标准变为两种标准，他

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国家可以在两种标准

中选择一种。但是，即使这样，公司仍然有可能受

到双重保护，从而造成了加利茨基先生所提到的相

互冲突的干预状况。如果一个公司十分积极地寻求

外交保护，就可以在一个国家设立注册办事处，并

利用注册办事处作为外交保护的依据，且在使用公

司成立所在地规则的国家基于同样的目的而成立公

司。提出替换标准的危险是，很多国家将因而能够

根据国籍行使外交保护。

32．佩莱先生说，他完全赞同加利茨基先生的

意见，所以没有因加亚先生的论点而改变意见。他

坚决认为，仅采用公司成立的单一标准是不足够

的。在从公司国籍的根本问题看并不重要的本条款

草案中，并没有理由迫使各国采纳注册办事处或公

司成立地的体制。加亚先生的理由可以倒过来看，

如果在目前文本中“和”的连接词得以保留，就有

拒绝司法的危险，因为，如果公司不同时满足两项

标准，就不能得到外交保护。

33．加利茨基先生说，他赞同这些论点。在极

端的情况下，各项重叠的要求会造成任何国家都无

权对在一国成立、而在另一国注册的公司行使外交

保护。

34．卡姆托先生说他完全赞同加亚先生的意

见。委员会在考虑将各项标准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时，不得不预计公司可能无法得到外交保护利益的

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在某国将投资资本

化的国家出于财政或其他理由发现在其他地方注册

办事处十分有利。目前拟定的条款草案第17条第2
款的好处在于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各国采取这种做

法的情况越来越多。根据国内立法并不完全解决这

一问题。一国的国内法律可以宣称，如果公司在本

国注册，该国就有权行使外交保护，而公司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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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国也可以这样宣称。因此，他认为委员会所面

临的是根据原则、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考虑因素作

出选择：对于在百慕大成立、却在伦敦注册其办事

处的国家，委员会希望表明怎样的态度呢？他本人

认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可以用作为一种

依据，因为这种裁决考虑到了各种标准的组合，而

不是作为替换标准单独地加以适用。

35．加亚先生说，他是赞成完全删除括号中用

语的众委员之一。他不赞同将两种标准合并起来。

然而，国家一般没有义务根据国际法对一国的公司

采取行动，因此并不存在拒绝司法的问题。一般不

必确认一国能够在所有情况下对一个公司行使外交

保护。

36．阿多先生说，他支持加亚先生的意见。如

果一个公司在一国成立之后又在另一国注册，这种

注册的形式应当是怎样的？他认为，注册地国不应

当能够向公司提供外交保护。

37．池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结构严谨的报

告，其中多处引用了权力机构和先例。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的裁决通过已经 30年了，这一裁决被认

为肯定了国际公法中的传统规则，即应当仅向提供

保护的国家的本国公司、而不是向外国股东提供外

交保护。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22段中指出

的那样，国际法院的裁决对于委员会并没有约束

力。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受到了许多批评，

尤其是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同时，国际经济关系由

于外国投资的自由流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38．布里格斯教授于1970年恰当地指出，在保

护股东权益方面，国际法没有进一步的发展，鉴于

过去半个世纪里外国投资有所增长，多国控股公司

的活动也有所增长，国际法相对地缺乏进展。8

39．自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结案以来，已出现

了一些保护外国投资和股东的机制，例如双边投资

条约、争端解决程序（包括仲裁）和1965年成立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使个人或公司有权对违规

国家提出起诉，促使它履行合同。在另一种可能性

8 H. W. Briggs, “Barcelona Traction: the jus standi of 
Belgium”，《美国国际法学报》，第65卷 ( 1971年 )，第341页。

即一揽子解决程序之下，个人可以在国家机构内求

偿，例如向美利坚合众国的涉外理赔事务委员会起

诉。联合王国也有类似的安排。保护外国人财产的

其他机制还有一种混合的仲裁形式，称为伊朗－美

国索赔法庭，其职能非常类似于 1930年代美国与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缔结的一般索赔委员会。

40．委员会应当认真考虑从特别报告员报告

第 28段中所列的七种选择中选择一种。关于对公

司适用真正联系的理论（选择 2），特别报告员在

其报告第 18段强调指出，在对公司实体的外交保

护这一特定方面，没有一种对真正联系的绝对测

试标准是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法院已经排除了

与公司真正联系理论的适用性。在这方面，他提

请注意詹宁斯法官的意见，认为将个人的国籍与

公司的国籍作比拟常常会导致误解，而以个人的

国籍为依据的国际法规则不能老是不经修改就适

用于与公司的关系。9

41．他说，他并不反对条款草案第17条，并认

为第 2款结尾的方括号应当删掉。国际法院对公司

成立的要求方面已增加了一项注册要求，以便防止

欺骗性的商业交易。

42．关于第18条，他支持“不复存在”的检验

标准，而不支持“实际破产 ”标准。但是，根据曼

在《美国国际法学报》的一篇文章中所引述的《西

班牙商业法》第 878条，10 一旦宣布破产，破产人

就无法管理其财产，而从破产可以追溯的生效之日

起，其所有处置和管理财产的行为都将是无效的。

因此，支持“实际破产”的检验标准而不支持“不

复存在”的标准也是有理的，应当得到适当考虑。

43．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所依据的是程序

理由，即确认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不是案情的是非曲

直。为了法律的逻辑而牺牲了案情的事实，这是对公

正的嘲讽。这一案例涉及了一大笔资金，大约88% 的

股东都是比利时人，而根据比利时没有确认的诉讼地

9 见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vol. I, Peace, R. 
Jennings and A. D. Watts, eds. ( 哈洛，朗曼出版社，1992年 )，
第860页。

10 F. A. Mann, “The protection of shareholders’ interests in the 
light of the Barcelona Traction case”《美国国际法学报》，第67
卷 ( 1973年 )，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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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一程序性理由，股东被剥夺了财产和其他权利。

很难想象西班牙不了解巴塞罗那电车公司的国籍。

他又回想到霍姆斯法官的意见，认为法律的定义有

赖于实际生活的经历，而不是法律的逻辑。因而，

现在十分应该根据最新的发展重新审议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约拉姆·迪斯泰因在1998年《国际法：理

论与实践》的一篇题为《根据国际法为公司提供国际

保护》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在目前大规模——且日

益增长的国际投资年代里，地方子公司起到了外国

母公司远远伸出的长臂作用，而对地方子公司的损

害实际上构成了对外国母公司的损害，国际法必须

允许将子公司的“面纱揭起”，以便使外国人的财产

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只有“揭起面纱”才能公开地方

公司是由外国母公司或其他股东所拥有的这一真实

情况。11 他认为，在当时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观点

对于评估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再适当不过了。

4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优秀

报告尽管对国际法院就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所作的

判决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但是报告员完全采纳了在

条款草案第 17条中所阐述的原则，并主要根据法

院在 1970年似乎接受的情况而试图对这些原则提

出一些例外。这种批评与总体接受法院裁决的做法

之间有一些矛盾，特别是由于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 27段中指出，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在 30年后的

今天依然被普遍认为不仅精辟阐述了有关公司外交

保护的法律，还真正反映了习惯国际法。此外，发

言者本人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2段的说法，

即国际法院的判决对于委员会没有约束力。相反，

法院的判决如果是根据并采用了国际法，包括习惯

法作出的，这对于委员会这一负责编纂国际法的机

构具有约束力。委员会只能为考虑到法律的逐渐发

展时才能偏离特定的习惯法裁决；而且在偏离时必

须说明委员会为何赞同新的规则。

45．为更好地评估最近在对公司和股东实行外

交保护方面的趋势，对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结案

之后所缔结的协议数量及其特定解决办法，最好能

得到比报告第17段中所提供的更多的资料。

11 见Y. Dinstein,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compan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K. Wellens, ed.,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 海牙，马蒂努斯· 奈霍夫出版社，1998年 )，第
505页，特别是第515页。

46．只要公司成立的所在国与公司注册其办

事处的所在国是同一国家，他就赞同条款草案第

17条第2款。但是在公司于一国成立，而在另一国

注册其办事处的例外情况下，这将会造成一些问

题，因为所涉两国都无法满足第 2款中要求的两项

条件，因而不能适用该条款。在这种情况下，这一

公司就不会有能够为其行使外交保护的国籍国，这

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根据前面的建议，将“和”

改成“或”将会同时使两国都有权利行使外交保

护：即成立公司的所在国以及注册公司办事处的所

在国。鉴于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思

路，这种做法不明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

公司都只有一个国籍国，但同时有一些，可以设想

是比较机灵的公司，却有两个国籍国。最谨慎而方

便的解决办法就是核准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同时仅

保留第一项标准，并在评注中解释，另一项标准是

多余的，因为公司的注册办事处几乎总是位于公司

成立的国家。另外还应加上一句，指出，如果公司

的注册办事处设在另一国家，应优先采用第一项标

准，因而公司的国籍国是成立公司的所在国，而不

是注册公司办事处的所在国。

47．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过于狭隘。他建议，

在“存在”和“替代”之间应当插入“依法或事实上”

一语。“事实上”一词将能包括业务极其惨淡，尽管

法律上讲还没有倒闭，但事实上已不再有能力作为

法人维护自身的公司。另一方面，他对于条款草案

第18条 (b)项有保留意见，因为该款并不构成一种例

外，而是属于法律逐渐发展标题下的新的规则。这

种新的规则当然可以比条款草案第17条中的基本规

则更经常地适用，但是却超越了所提议的目标，而

且有可能造成麻烦；该款有争议性，应当删除，主要

原因是，正如塞普尔维达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阿多先生等人所恰当地指出的，根据国际仲

裁对投资和国内法提供保障就绰绰有余了。

48．他认为，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应当含

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如果存在保护人权或保护

投资的具有约束力的案文，并提供了其追究责任的

特别渠道，则草案的有关条款就不再适用。

49． 条款草案第 17条可以提交起草委员会，

而草案第 18和第 19条也可以提交，由于这两条可

以结合起来，所以两条应当同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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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丰巴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优秀报告讨论

了四项实质性问题：公司国籍的定义和属性；对公司

的外交保护；对公司股东的外交保护；以及条款草案

第17和第18条中所建议的解决办法的相关性。

51．关于第一点，所涉的基本原则与制约自然

人国籍的原则相同，即只有在领土上具有主权的国

家才有权确定公司的国籍。确定国籍有两项标准：

大陆法系国所使用的注册总部办事处的所在地标

准，以及英美法系国家所倾向的成立公司所在地标

准。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国际法院正式承认

了这些标准的存在，但是没有表示优先倾向于其中

的某一项标准。

52．国际法没有考虑到公司与所在地国家之间

的联系在法律上的效率：因此国际法院所采取的方

式不同于在诺特博姆案中的方式。国际法院在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正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国际

法所摒弃，并为 1985年《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和有关保护私人外国投资的双边条约所摒弃。

53．就公司的外交保护问题而论，国际法院提

出了这项规则：如果公司遭受损害，唯有成立公司

的所在国才具有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这项规则反

映出国际习惯法，但不影响它与条约进程之间辩证

联系的发展。

54．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中，国际法

院排除了对股东行使外交保护的可能性，其理由在

一些方面可以受到批评。对股东实行一些保护似乎

是合理的，这种保护并不能作为一项独立的原则，

而是作为适用于某些特定情况的例外。

55．总的看来，条款草案第 17条是可以接受

的。既然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承认了第 2款中提出

的两项标准，方括号就应当删去，“和”应当改为

“或”，以便反映出两种备选办法。条款草案第 18
条总的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它反映出在例外情况

下有理由对股东提供保护的原则。应当修改 (a) 项，

删去“在成立公司的所在地”一语；而 (b) 项所规定

的例外应予保留。

56．卡姆托先生提出了是否有必需规定时限的

问题。正如佩莱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国际法中十

分普遍的问题。但是在本草案中，有可能存在对行

使外交保护权规定属时管辖权范围的情况。

57．在形式方面，梅莱斯卡努先生建议将条款草

案第17和第18条合并起来，以此来强调规则与例外

之间的联系。他本人主张维持两个条款相互独立的形

式。他认为，这两条都应当提交起草委员会。

58．佩莱先生说，他发现对于特别报告员第四

次报告的反应很令人不安。他同其他委员一样赞同

所提交的所有条款草案，并希望将草案提交给起草

委员会。尽管这样说，他还是发现特别报告员过于

诚实。毫无疑问，特别报告员有责任向委员会提供

一切必要资料，使之能够提出意见。在这方面，特

别报告员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诚实而积极地提供

了所有内容。但是，报告员一律提供资料，却没有

指出或解释他为什么比较倾向于选择某一解决方

式，而非另一方式。据此，例如关于条款草案第17
条第 2款，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应当核准国际

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采纳的原则。但是

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特别报告员却审查了至

少七种选择，讨论了各种选择的优点和短处，却没

有为他认为比较可取的建议提出理由，尽管他的选

择是有依据的。

59．他将力图解释为什么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倾

向的建议。首先，他同意，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是

对委员会进行任何审议的无法躲避的起点。国际法

院在 1970年的判决中详细讨论了问题的每一方面，

而且甚至在附带意见中就并非其结论中心内容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这种方式十分可取，但可惜后

来放弃了。法院的立场已经在仔细分析此案每一部

分的长篇诉状中作了明确阐述。他与特别报告员一

样认为西电公司案可以说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

的某些方面，但是，其解决方式还是有赖于很难运

用于一般性情况的特殊法。

60．正如特别报告员所解释的那样，国际法

院在做出 1970年的判决时提到了公司成立所在地

和 / 或公司总部办事处注册地的双重标准（“和 /
或”的问题他将在后面回过来讨论）。暂且不提他

也会在后面回过来讨论的纯粹技术性因素，对这

一标准能有真正取代性的是诚然有些形式主义的

经济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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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初看，这一标准似乎有其理由。毕竟，在

现代世界里，投资——尤其是外来投资构成了各

国财富的一项基本部分。起实际作用的是经济现

实：无论是比利时的、法国的还是尼日利亚的投资

者利用在加拿大还是巴哈马群岛注册公司以便在西

班牙、美国或乍得投资。如果此项投资遭受了东道

国的国际不法行为的损害，最终还是投资的真正来

源国、即股东的国籍国的经济遭受损害，这一点已

经在国际法院 1970年的判决第 86段中指出了。这

一案例中的一些诉状极为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尽

管这种面向经济的、新开放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路

在30年以前不如此后那样普遍。

62．他逐步推理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36段
中的说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

并没有根本分歧的利益。放弃经济控制标准的真正

理由并不在此，而奇怪的是，特别报告员却没有明

确阐述这两项理由，但是国际法院在 1970年的判

决中却再明确不过地阐明了这些理由。

63．其中的第一项纯粹是出于实际的理由，也

是常识问题。在当代的资本主义体制中，“追踪”公

司资本的真正来源异常困难，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

的话。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多数

股东是比利时人，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自然人，而

参与那些“比利时”股东公司资本的公司很有可能

是法国的、美国的或者印度的公司。国际法院在判

决第87段中指出：“……必须证明投资实际属于一

个特定的公司。这……有时候十分困难，尤其是涉

及复杂的作业时更为困难”[ 第46页 ]。法院在判决

第96段中继续指出：“如果其活动具有国际性的公

司的股票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股票经常易手，

危险就更大。”[ 第 49页 ] 现在的情况比 1970年有

过之无不及。

64．应当在原则上摒弃经济控制作为标准的第

二项理由更多的是由于政治或道德问题，而不是实

际问题。特别报告员除其他章节外，主要在其报

告第10和第21段中表示担忧，成立公司所在地和 /
或总部办事处注册地的标准可能会使股东得不到保

护。这种担忧似乎是过于审慎了。股东以其资本主

义的理智，可以选择在本国以外的国家成立公司，

以便最大程度地扩大利润；实际上，在所有可能的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是股

东的特权。但是，用一个比喻说，他们不能够既得

了面子（即一般形式是更有利的税收体制），又保住

里子（即得益于“接近”其国籍国，使之能够更积极

有效地行使国家提供外交保护的权利——请注意是

权利，而不是责任（请参看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

决第94段））。正如国际法院在判决第99段中恰当地

指出的那样，这一段特别报告员没有引用：

“还应当指出，具国际性作业的公司的业务推广

者必须考虑到，各国对其本国国民具有提供外交保护

或拒绝提供外交保护的裁量权。推广者到国外建立公

司的时候，通常必须按照特定的考虑因素行事；这些

因素常常是东道国提供的征税或其他优惠。对公司、

因而对股东的保护于是交给了不属于股东国籍国的其

他国家这一情况又平衡了由此得到的优惠，这从任何

方面看似乎都并非不公平。”[ 第50页 ]

65．正是这些考虑因素，而不是特别报告员提

出的因素，使佩莱先生完全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结

论，而结论具体形式就是条款草案第17条。

66．至于该条款的措辞，他认为第1款没有问

题，但前提是，损害必须由国际不法行为造成。但

是，这一点估计已包含在条款的含义之内，将在评

注中明确阐述。

67．关于特别报告员载于其报告第 51段的条

款草案第17条第1款措辞，特别报告员提出其理由

是“科科特对这种情况的悲观评估”，即“若干以条

约为基础的解决争端程序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

统的外交保护法”，12 这种情况在国际法院对巴塞罗

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书第 90段中也提到过。这一

趋势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但是他认为没有理由将其

称为悲观。相反，缔结明确肯定国际投资各参与者

的权利、以及具有实效和高效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

双边协议本身是一件好事，尽管他对于当代投资保

护协定中所载的一些规则还有一些理念上的保留。

但是，这一保留并不影响他赞同特别报告员提议的

条款草案第17条第1款。

68．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也并没有引起原则

性问题。但是，正如他已经几次说过的那样，他对

于将“并在其领土内设有注册办事处”放置在方括

12 Kokott，在上述引文中（第2756次会议，脚注5），第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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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感到极为关切。在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

为自己是内部的，而不是国际的立法人员，他感到

这种态度完全不可接受。尽管一些委员提出了其明

确见解，但是对公司国籍的确定主要是属于国家内

部司法的事务。这种情况适用于自然人，例如国际

法院在诺特博姆案中的结论就是如此；同时也适用

于公司，例如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

决书中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法院在判决书第39至第

43段中指出，公司实体的法律地位是国内法的问题，

甚至主要是属于国内司法管辖的问题。在条款草案

第3条中提到了确定自然人国籍的有两项主要相互

替换的标准：出生地法和血统法，同样，公司的国

籍也有赖于两种相互替换的制度，即成立公司所在

地和公司办事处注册地，不过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

上同时也采纳另一种制度。尽管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53段中有自己的说法，但是国际法院坚持在要求

有公司成立地这一标准外还要求办事处注册地标准，

这并不是“错位”。国际法院这样做只是尊重各国

的法律制度，因为各国或者采用两种制度中的一种，

或者同时采用两种制度。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其他

委员希望坚持要求所有其他各国都接受其本身主张

的制度——即公司成立地制度，但国际法院却不是

这样，它同时还尊重其1970年判决书第38段中所提

出的原则，而且，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54段中援

引了这项原则——即：既然承认公司实体作为由国

家主要在其本国管辖范围的区域内创设的机构，就

要求国际法必须参照国内法中的相关规则。

69．与有些成员希望相信或提出的主张相反，

国内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致地说，盎

格鲁萨克逊国家及其追随国一般遵守公司成立地制

度，而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倾向于注册办事处所在地

或真实总部制度。值得顺便指出的是，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判决书的英文本不够理想，因为“siège 
social”一语译为“总部”（headquarters）更为妥当。

的确，意大利在加亚先生的开明的影响之下转向公

司成立地制度；但并不能因此而间接地要求其他国

家也遵循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委员会应当将这一

问题留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应当如同国

际法院1970年所做的那样，适当注意到，存在着两

种制度。

70．诚然，国际法院在其判决书第 70段中所

使用以及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52段中所引述（尽

管只是部分地引述）的方式造成了一些问题。国际

法院写道：“传统规则使国家有权对根据其法律注

册并在其领土内设有注册办事处的公司行使外交保

护。”[ 第42页 ] 这里的连接词的确是“并”。但是，

研读一下包含这一句的整个段落使人怀疑甚至国际

法院是否有可能没有考虑两种替换的标准。总之，

这是他本身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

71．因此，他强烈敦促特别报告员和起草委员

会保留目前在方括号中的语句，并按照加利茨基先生

和其他委员的建议，将“和”改为“或”，从而消除国

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使用的措辞形式

中造成的含糊不清问题。这是在各国国内法依然存在

的少数领域内尊重主要是各国国内司法管辖的唯一

方式。而他特别强调地质疑委员会内偏向于盎格鲁萨

克逊体制的同僚坚持要那些目前依然采用总部所在

地标准制度的各国接受公司成立地标准制度有何种

依据，而所在地制度并不是像加亚先生刚才指称的那

样，实际上不如成立地制度那样拘泥形式：尽管这些

国家只是少数，而且经济上并不强大；尽管从技术上

说可以认为公司成立地制度比较可取，他本人并不能

宣称这一点，而且作为国际律师，他完全不同意这种

说法，因为委员会没有受权确定一种制度优先于另一

种制度。委员会的任务与国际法院1970年的任务一

样，就是要指出，各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自由，而他

看不出为什么委员会硬要保留支配这种自由的可能

性。另一种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干脆删除第2款，从而

只字不提，并在评注中强调指出，确定公司的国籍主

要是各国管辖范围内的事务。

72．条款草案第 18、第 19和第 20条是对第 17
条的完全可以接受和应当核准的例外，各位委员应

当铭记，是国际法院在其 1970年的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判决中提到了这些例外的，当时是比较审慎

地以附带意见的形式提出的，因为所有这些例外均

不适用于该案的案情。

73．条款草案第 18条 (a) 项所涉的例外情况关

系到公司在其成立所在地不复存在的情况。同样，

他认为这一原则没有问题，但是他对于该款的起草

有些困惑。如果公司不复存在，那样无论是公司的

成立所在地国或者其办事处注册地国就都无法保护

公司了。我们不可能保护一具死尸；最多只能保护

死者的受益人，而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按照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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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办法，受惠人就是股东。这样，他问道，国际

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采用的标准，正如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59和第60段中所解释的那样

比预先采用的标准更为严格，那样这种标准是否过

于严格。如同杰苏普法官所应用的布朗利先生的意

见、菲茨莫里斯法官所引用的保罗·德威斯彻法官

的意见以及如同他重新阅读过的里普哈根先生对此

问题的个人意见一样，他认为最好还是主要坚持法

定实体有效作业的想法。确实，外交保护的基础是

一种假说：公司实体本身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法律

假说。但是当这种假说已经完全不再符合任何事实，

当法律实体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当它“实际上已不

存在”，那样就必须放弃假说，回到现实。整个问题

是，公司是否能够行使其权利并维护其利益。如果

能够，就没有理由放弃条款草案第17条中拟定的原

则。如果不再能够，那样就有必要提出条款草案第

18条 (a) 项中的例外；但是正如特别报告员根据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思路、但不一定是其方式而提出

的意见，这种例外似乎肯定过于狭窄，而且拘泥形

式。更适当的是应当指出，只有在“通过公司提供现

有救济的可能性”[ 第41页，第66段 ] 已被排除时才

能代表股东行使外交保护；或者当公司事实上已不

能够维护其权利和利益时才能行使外交保护。

74．另一方面，他并不反对特别报告员的建

议，即加上“在其公司成立地”语句，从而就能够

避免含糊不清：例如，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

该公司不能在西班牙行事这一情况不应列为考虑因

素，至少不能根据国籍标准来考虑；不能在西班牙

行事的情况只涉及行使外交保护的另一条件，即用

尽国内救济规则的情况。

75．他不赞同其他委员对于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的看法。不错，特别报告员已经表明，国际

法院并没有坚决实施如下规则，即如果公司持有应

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的国家的国籍，那样可以代表

公司股东行使外交保护。特别报告员还表明，这方

面的先例不够明确，尽管看来他夸大了不明确的程

度。但是西电公司案证实了这一见解，尽管美利坚

合众国和意大利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商业和航运

条约》13在法院仲裁分庭的推理中并没有单独起到

独一无二的作用。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84

段中强调指出的，也正如一些发言的委员为进一步

证实其对国际法院 1970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

附带意见所持批评而指出的那样，联合王国和美国

已宣布赞同这一例外。但是仅因为美国赞同一项国

际法的规则——或者该国允许该条规则所存在的

部分——并不表明这项规则就一定不好。此外，这

项规则现在并不像一些委员所说的只反映在一些双

边投资协定中，而是反映在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缔结

的几千种这类协定中，无论其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

的倾向如何。这种事态巩固了国际法院在其附带意

见中提出的原则。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60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科洛德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

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

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和
Add. 1；2 A/CN. 4 /L.631）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_______________
13 见第 2757 次会议，脚注 6。



65第 2760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1 日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卡巴齐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透彻并

客观地研究了法人的外交保护这个专题，他正确地

提出了这些法人的国籍问题，并且有意重申国际法

院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所具有的中心意

义。特别报告员提议，为了外交保护的目的，公司

的国籍国是公司在其境内注册并在其领土内设有注

册办事处的国家——后一项条件在方括号中。许

多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了公司、股东和其他

有关当事方的利益确立了其他的安排，但如果缺乏

这样的协定，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依然是对

法律的正确表达。

2．具体就条款草案第17和第18条来说，前者

没什么问题，应该提交起草委员会，虽然“并在其

领土内设有注册办事处”这一短语不是十分有用。

显然，这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上所

采纳的标准，但实际上，总部是在注册的地方，公

司拥有它注册所在的国家的国籍。如果保留这一短

语，并用联词“并”连接，那样有些公司，如果其

注册办事处所在的国家不是它注册所在的国家，那

样这些公司——虽然数量可能很少——但有可能

失去获得外交保护的权利，仅仅因为它们未能满足

条款草案第 17条确立的两项条件。如果连词“并”

改为“或”，这会导致双重国籍问题以及愿意行使

外交保护的多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因此条款草案第

17条第2款中的这一短语应该删除。

3．条款草案第18条确立了下述原则：在公司受

损害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国籍国无权对这些股东

行使外交保护，但为这项原则确立了两项例外，委

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这样的例外是多余的——特别

是 (b) 项中的例外。诚然，正如这些委员指出的，外

交保护很少在实际当中被援引，因为当地补救通常

足够，可以援引多边或双边安排，但这两点或许不

是对所有国家总是有效的。正如特别报告员指出的，

无论这些情况是多么少见，它们还是应该在条款草

案里加以规定。因此第18条也应提交起草委员会。

4．佩莱先生重申他的看法，认为公司的成立

和注册办事处代表着可授予公司国籍的两种不同制

度。因此，仅仅说第一种制度起决定作用，后一种

只不过产生于第一种制度，是不对的。如果将条款

草案第 17条第 2款中的连词“并”改为“或”，这

会引起双重国籍问题，但国际法有办法处理这一问

题。在处理自然人问题时，委员会已经注意到可授

予国籍的两种不同制度，而不必将其中一种制度，

例如出生地主义，强加于人，因此在处理法人问题

时也可以这样做。至于主席所提到的情况，即有的

国家对两种制度均不采用，并且不承认公司的国籍

概念，似乎很难想象国际法中有这样的情况，即一

国拒绝让其公司拥有国籍，如果的确有这样的情

况，那么整个第17条都会有问题。

5．加亚先生说，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

中，对“注册办事处”（法语是“siège”）与“所在

地”（法语是“siège social”）作了区分。判决第71段
还使用了“siège statutaire”这一说法，作为对“注册

办事处”的另一种表达。从判决中这些词语的使用

可以看出，国际法院最初提到的“所在地”其实只

不过是一个地址，类似于“注册办事处”的正式建

筑物。因此无论是采用注册标准，还是注册办事处

标准，都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前者只不过是在实际

当中用得更多罢了。

6．布朗利先生说，委员会遇到了两项主要困

难。第一项根本的困难源于下述事实：公司的国

籍总是由国内法确立的，国际法随后而来，或者

是承认国内法所作的决定，或者采用其自己的标

准。委员会似乎没有完全面对这一问题。第二项

困难与诺特博姆案原则的适用有关。在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上，国际法院并没有紧紧抓住这个问

题不放。法院认为它可以将这个问题抛开，而在

公司的注册标准和注册办事处的所在地中加上该

公司与加拿大之间有关的其他一系列联系，所以

法院事实上决定诺特博姆案原则经适当变通适用

于公司， 虽然法院没有明说。 关于诺特博姆案，

法院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第 71段中所作

的概述是，自由选择的要素是十分重要的，有关

人士自由选择他们愿意与哪个管辖区建立联系。

另外也应指出，即使在涉及个人的情况下，归化

是一项十分有力的自愿联系。因此不需要这样适

用诺特博姆案原则， 以致于人为地取消公司的 
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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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为条款

草案第 17条第 2款提的措辞所根据的是下述想法，

即公司的注册地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注册办事处虽

然也重要，只是注册的自然后果。在布朗利先生看

来，“注册办事处”是重要的，是因为它表明在公司

与注册所在国家之间存在的联系。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判决第 71段中，法院叙述了构成这种联系

的各项要素（注册办事处、账户、股东名册）。因

此人们可以将条款草案第 17条中的“注册办事处”

一词解释为代表了法院如此描述的那种联系。另一

方面，较成问题的是，在“注册办事处”和“siège 
social”这两词中间存在的相似性。在某些法律制度

中，“siège social”是指“总部”，换句话说，是指

公司办公的地方。在上述判决第70段中，国际法院

不同意采用“siège social”标准，即公司控制中心

所在的地方。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法院的判决似乎

是反对双重保护或二级保护概念，认为只有一个国

家能够保护公司。如果将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

的“并”改为“或”，这等于引入一项国际法院的判

决没有支持的原则。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似乎赞同采

用注册这一唯一标准，但也有必要保留“注册办事

处”这一短语，以便使国家与公司之间的联系具有

效力，这一点可见于国际法院判决第71段。

8．池先生说，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的两项

标准是原文不动从国际法院的判决第70段搬来的。委

员会是不是想通过援引主权国家的国内法来质疑法院

的判决？至于布朗利先生所提到的关于真实联系的主

张，判决第70段里，法院指出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标

准。虽然委员会不应盲目尊重国际法院的判决，但是

需要在主权国家的管辖权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之间做

出选择时，那样考虑到各国加入了国际法院的规约，

并且该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那样委员会

必须明确地决定它必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9．布朗利先生说，说特别报告员偏离了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是不公平的。相反，他是

以这项判决为基本指南的。然而，没有人要求国际

法院就国籍问题做出裁决，有关当事方并没有对此

问题提出争议。在判决的有关段落里，法院提到注

册原则和注册办事处原则，但也提到公司与国籍国

的其他联系。另外，不能忘记，在有些国家的国内

法中，不存在公司的国籍这一概念。正由于此，需

要有一项足够宽泛的国际标准，来包含各种各样的

可能。条款草案第17条应该是指这样的国家：公司

在那里注册并 / 或在其境内拥有注册办事处并 / 或
与它具有其他适当联系。

10．山田先生说，对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

的两项标准他都无法接受，因为这两项标准是累积

性的。一家公司只有当其总部设在日本的时候，它

才能在日本注册。他问特别报告员是否有任何这样

的法律制度，即按照这种制度，一个公司的注册办

事处可以设在它注册地以外的国家。如果两项标准

可以互换，那样有一种危险，即一个公司可能具有

双重国籍，而报告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11．巴哈纳先生问佩莱先生，法国法律如何看

待一个公司在另一国注册而其总部设在巴黎的情

况，他问法国是否在实际当中会给这一公司予以外

交保护。

1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强调，公司

的国籍问题所遵守的是国内法的规则。困难在于，

这些规则各有不同，一些国家强调注册，另一些国

家强调经济控制权，而另一些国家强调注册办事

处，更有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具体标准。他同意布朗

利先生和山田先生的意见，即注册标准和注册办事

处标准应该结合起来。在此问题上似乎正出现一种

一致意见，但他对于下述可能表示关切，即外交保

护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国家来行使，这似乎有悖于巴

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这样的情形将是，公司

会既受到其注册国的保护，又会受到其总部所在地

国家的保护。然而，在大多数制度里，注册概念和

注册办事处概念是不可分的。

13．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他说委员会必

须找到令人满意的国籍定义，该定义承认公司与国

家的联系。在这方面，委员会可以借鉴条款草案第

3条第 2款与个人有关的国籍定义。特别报告员不

妨考虑这一想法。

14．卡姆托先生说，他认为布朗利先生的解释

是令人信服的。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诺特博

姆案的影响是明显的，即法院列出了事实要素，证

明公司与加拿大的联系，即注册和注册办事处所在

地。本着这一精神，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的第

二项标准应该保留，应该使用连词“并”，并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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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方括号。如果只保留第一项标准，那样对法人的

国籍要求就会比对个人的国籍要求松，这就偏离了

国际法院的判例。但是，为了考虑到国家立法的某

些要素，或许可以加上“与其有真实联系”这样的

短语。那样在两个国家出现相互对立的请求时，由

法院来衡量这些联系要素。

15．布朗利先生说，将注册办事处标准与另一

项标准结合在一起，将会过于严格。而且，与特别

报告员不同的是，他认为公司的国籍问题是不受国

内法制约的。这种法律可以授予国籍，但任何冲突

必须通过国际法来解决。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并没

有说国籍应受国内法制约。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

的问题不是国籍问题，而是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问

题，这属于国际法处理的事项。在诺特博姆案中，

国际法院与领海问题做了类比，这是具有启发性

的。这种领海的存在是由沿岸国的法律确定的，但

国际法对于沿岸国这方面能做什么给予了限制。因

此，他认为应采用更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而不是条

款草案中的这两项标准。

16．池先生说，虽然每个国家的国内法可能为

公司的注册规定不同的条件，但问题是：在国内法

与国际法出现冲突时，哪项法律优先？由于《国际

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因此必须

首先遵守法院的判决。

17．佩莱先生回答巴哈纳先生的问题说，他因

对适用的法律了解不够，难以给出详细的回答，但

是按照法国法律，“总部”标准指的是实际情况和公

司的实际活动。法国在外交保护方面的实践很难说

清楚，因为这些活动笼罩着神秘感。

18．关于所讨论的那一点，他同意布朗利先生

的意见，即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并没有提出答案，

因为国际法院并没有就国籍问题做出裁决。另一方

面，法院清楚地说明，公司的实际存在不受国际法

制约，法人由国内法界定。这是因为与个人不同的

是，法人只是国内法律的产物。国家授予这样的法

人以国籍，但这一国籍不一定被其他国家承认，因

为正如诺特博姆案指出的，在这个人与国籍国之间

一定具有真实的联系。按照这一逻辑，他想问的

是，条款草案是否应该重新引入真实联系这一概

念，这一概念将使行使外交保护成为可能。这样的

联系可以根据各种标准来确定，例如注册地点、总

部、注册办事处和可能的其他标准。必须找到满意

的措辞来表达这一想法。

19．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问，这是否

意味着佩莱先生放弃了双重保护的想法。

20．佩莱先生说，如果一个公司与多个国家有

真实而强有力的联系，那样什么也不能阻止多个国

家有权为该公司行使外交保护。但是，为了逐渐

发展国际法的目的，委员会可以说，只有一个国

家——即公司与之有最强的联系的国家——可以

行使外交保护。

21．加亚先生指出，不能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忽视了国际法。他援引的判决第70段第一句说：

“在为了外交保护的目的而将公司实体分配给国家

的时候，国际法根据了而且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

根据了与关于个人国籍的规则的比照”[ 第42页 ]。
判决在提到国内法时，只是涉及公司的注册，而没

有涉及国籍，因为国籍概念在涉及法人的国内法律

中并不总是存在。由于适用于公司的法律设想了各

种各样的标准，因此有必要按照国际法寻找一种标

准，同时不忘记真实联系问题。注册办事处地点不

是这种联系的要素。

2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欢迎辩论所出现的转

折。他提出，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应该以更宽泛

的词语来拟定——例如说，外交保护是由国籍国

来行使的，而国籍国在每一个案件上由国内法来确

定，但条件是，国籍国与有关公司之间存在着真实

联系。这样做，就使委员会不必讨论各种标准，而

各种标准可以在评注里提到，同时又能保留“真实

联系”这一条件。

23．庞布－齐文达先生请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以

书面形式提出其建议，因为随着讨论的进行，这项

建议会令人感兴趣。

2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当然遵从这一请

求，但是由布朗利先生来起草可能更好。

25．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9和第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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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条款草

案第 19条是一项保留条款，目的是保护权利受到

损害的股东，而不是权利受到损害的公司。正如

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上所承认的，股

东在这种案件中具有独立的诉讼权，其自身有资

格获得外交保护。

27．国际法院分庭还考虑了西电公司案中的问

题，但未能详细阐述关于此问题的习惯国际法规

则。所提议的条款有两个问题没有答复：第一，权

利的内容，或者说何时发生直接损害；第二，做出

这种认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

28．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中

提到了股东的最明显权利，但所列的权利并不是详

尽无遗的。这意味着应由法院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

来确定这种权利的界线。然而，必须小心地划定股

东权利与公司权利之间的清楚界线。他不认为就此

问题可以拟定一项规则，因为应由法院来视具体案

件来决定。

29．对第二个问题，很清楚，确定适用于股东

的直接权利是否受到侵犯这一问题的法律，是由公

司成立地国家的法律系统所做的事情，尽管对这一

法律秩序可以加以补充，提到一般国际法原则。他

并没有希望拟定一项规则，而只是想陈述国际法院

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中所承认的规则，即，

在股东的权利受到直接损害的情况下，其国籍国可

以为其行使外交保护。

30．他接着评论第 20条关于公司的连续国籍，

他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国家惯例主要涉及自然人。

在这方面，他提到委员会曾在 2002年第五十四届

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此问题的条款草案第4条。3 这一

原则对于自然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自然人与公司

相比经常更容易地更换国籍。公司要想更换国籍，

只能在另一国家重新注册，在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改

变了国籍，从而已经打断了国籍的连续性。因此，

要求规定一国有权针对在受到损害之时并在正式提

出求偿之日均属根据其法律注册的公司行使外交保

护，这样做看来是合理的。

3 见上文脚注1。

31．如果由于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

害，一公司在其注册地停止存在，那样这时的问题

便是，求偿是由股东的国籍国按照条款草案第 18
条 (a) 项提出，还是由已消亡的公司的国籍国提出，

或者由两个国家提出。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

决中曾暗示过这种情况所存在的困难，一些法官认

为，两个国家都有权行使外交保护。

32．他同意这一种意见，因为很难查明公司消

亡的具体时刻，会存在“时间上的灰色地带”，即

公司实际上已经消亡，但形式上可能还没有停止存

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注册地国和股东的国籍

国都应该能够干预。他意识到，在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并没有赞同这样的双重保

护，但看起来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适当的。

33．最后，他认为没有必要就股东的连续国籍

问题单独起草一项规则；由于他们是自然人，条款

草案第4条的规定将适用于他们。

对条约的保留 4

（A/CN. 4 /529 , B 节；A/CN. 4 /535和 
Add. 1；5 A/CN. 4 /L.630 和 Corr. 2）

［议程项目 4］

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准则草案

34．主席请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委员会关于对

条约的保留准则草案的报告（A/CN. 4 /L.630）。

35．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起草

委员会完成了对委员会上一届会议转交给起草委员

会的15项准则的审议。

解释性说明

本“实践指南”中的一些准则草案附有示范条款。采纳

这些示范条款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好处。使用者应参照

评注，以评估适合采用某一示范条款的情况。

［…］

4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2段。

5 见上文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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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撤回和更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2.5.1 撤回保留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

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意。

2.5.2 撤回的形式

撤回保留必须以书面提出。

2.5.3 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

1．对条约提出一项或多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定

期审查各项保留，并考虑撤回已不适用的保留。

2．在进行这样的审查时，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对维护

多边条约的完整性这一目标给予特别注意，并在必要时，

尤其是根据其国内法和自从提出保留以来国内法的演变

情况，考虑各项保留是否仍然有用。

2.5.4 ［2.5.5］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

1．在不违反作为条约保存人的国际组织的惯例的前提

下，下列情况中的人士有权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撤回所

提出的保留：

(a) 就撤回保留而言，该人士出示了适当的全权证书；

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意认

为该人士有权无须出示全权证书撤回保留。

2．以下人士因其职务，无须出示全权证书而有权代表

一国在国际上撤回保留：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b) 就撤回对一国际组织或该组织一个机关所通过的

条约的保留的目的而言，各国派到该国际组织或其机关的

代表；

(c) 就撤回对委派国与一国际组织间的某项条约的保留

而言，委派国常驻该组织的代表团团长。

2.5.5 ［2.5.5 之二，2.5.5 之三］违反与撤回保留有关的内部

规则在国际上不产生后果

1．确定撤回保留的内部主管机构和应遵循的内部程序

属于每个国家的国内法或每个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

的事项。

2．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以保留的撤回违反了关于撤

回保留的权限和程序的该国国内法或该组织内部规则为理

由宣布撤回无效。

2.5.6 撤回保留的告知

撤回保留的告知程序遵循准则2.1. 5、2.1.6和2.1.7所
载的适用于保留的告知的规则。

2.5.7［2.5.7, 2.5.8］撤回保留的效力

1．在撤回一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所有其他缔约

方的关系中，撤回该项保留即引起该项保留所涉及的各项规

定全部适用，无论其他缔约方曾接受还是反对该项保留。

2．在撤回一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反对该项保留

并由于该项保留而反对条约对它自己和提出保留者之间生

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中，撤回该项保留即引起条约

生效。

2.5.8［2.5.9］撤回保留的生效日期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撤回保留只有在一缔

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收到通知时才开始对该国或该组织发生

效力。

示范条款 * 

A．撤回保留生效日期推迟

对本条约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保存人］发出通知撤

回保留。撤回在［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之后 X［月］［天］

期满时开始生效。

B．撤回保留生效日期提前

对本条约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保存人］发出通知撤

回保留。撤回自［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C．自由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

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保存人］提出通知撤回保留。

撤回自该国发给［保存人］的通知中所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2.5.9［2.5.10］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

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

撤回保留自撤回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确定的日期起

生效，条件是：

(a) 该日期须晚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收到关于

撤回保留的通知的日期；或

(b) 撤回保留并不增加撤回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对

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而言所拥有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

* 示范条款的评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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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2.5.11］部分撤回保留

1．部分撤回保留对保留的法律效力产生限制，并使条

约的规定或整个条约更完整地适用于撤回保留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

2．部分撤回保留须遵守与全部撤回相同的形式和程序

规则并在相同条件下生效。

2.5.11［2.5.12］部分撤回保留的后果

1．保留的法律效力因部分撤回保留而发生与新形成的

保留相符的改变。对原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只要其

提出者不撤回反对意见，则继续有效，但条件是该反对意

见不是仅仅针对被撤回的那部分保留提出的。

2．对部分撤回之后所形成的保留不得提出反对意见，

除非部分撤回具有歧视效果。

36．他提请委员会注意新的一节，题为“解释

性说明”，这一节将放在准则草案的开始部分。在

审议与准则草案 2 . 5 . 9有关的示范条款时，起草委

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保留这些示范条款是有益的，

但不敢肯定应放在哪里：是放在实践指南案文里，

放在有关的准则草案之后，或放在脚注里；还是放

在准则的附件里；或还是放在有关准则草案的评注

里，以解释这些示范条款可以使用的情况。在排除

了若干可能性之后，并鉴于特别报告员打算为今后

的准则草案提供更多的示范条款，起草委员会得出

结论，认为最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将示范条

款放在与之相关的准则草案里，并在实践指南的开

始部分加上一项解释性说明，说明示范条款的作

用。此外，另外一项脚注将引导读者参考有关的评

注。解释性说明还将用来解释将来可能出现的与实

践指南有关的问题。实际上，解释性说明将犹如实

践指南的一般性导语。

37．关于准则草案2.5.1（“撤回保留”），他说，

起草委员会对于特别报告员原先提出的准则并没有

做出任何修改。6 这项准则的措辞与 1986年《维也

纳公约》第22条第1款的措辞几乎完全一样。“除非

条约另有规定”，这一短语也见于《维也纳公约》，

并被保留下来，虽然有一项谅解是，所有准则草案

6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七次报告中提出的准则草案文本，
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 4 / 526
和 Add. 1 -3号文件。

仅仅具有剩余性质，因此可在没有任何其他条约规

定的情况下遵守。

38．准则草案2 .5 .2，题为“撤回的形式”，起

草委员会未做任何修改暂时予以通过，一如特别报

告员所提出的那样。这项准则的措辞与1969年《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的措辞一样。

根据全体会议进行的辩论，起草委员会审议了是否

应该提到“默示的”撤回，这种撤回源于国内法的

过时或一般国际法的发展。曾提到这样的意见，即

在一国宣布它打算撤回一项保留后，它须受此宣布

约束，即使在保留被正式撤回之前。但委员会还是

决定，为了保持条约关系的法律确定性和安全性，

以及与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一致，这种

“默示的”撤回不应该接受。

39．准则草案 2 . 5 . 3题为“定期审查保留的功

用”，在全体会议上几乎得到了一致赞同。好几位

发言者提到了英文中在涉及国际组织时使用了“内

部立法”这一词语。有的委员也提到明确地提及条

约监督机构的可能性。有的委员表示，内部立法的

演变不是应对保留加以重新考虑的唯一理由：国际

法的演变或其他因素也可以发挥作用。起草委员会

仔细审议了所有上述意见，决定在第 2段中在“根

据其”之前加上“尤其是”，以精确地表明这些演变

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

40．起草委员会将“内部立法”改为“内部法

律”，这样可同样适用于国际组织。有的委员也提

到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46条所用的“国际组织

的规则”等词语，但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在评注里

提到这些词语。在同一款，“special”一词代替了

“particular”一词，在“reservations”词语前面加上了

“retaining”一词，而第二行中的“careful”一词被删

除，因为在加上了“in particular”等词语之后，这个

词便没有理由存在了。

41．关于条约监督机构，起草委员会商定，尽

管它们有特别的作用，但不应该在这里单独提出

来，因为其他立法机构（例如联合国大会或欧洲理

事会议会）经常做出类似的关于撤回保留的建议。

然而起草委员会决定，这一问题应在评注里加以详

细论述。最后，在论述这一条时，再次强调了所有

准则草案都属于建议这一事实，这是为了排除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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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即在进行定期审查时，各国可能认为保留可

以轻易地做出。

42．准则草案 2 . 5 . 4涉及哪些人有权在国际上

提出撤回保留，这项准则最初是准则 2 . 5 . 5，特别

报告员曾提出两种案文，一个较短，一个较长。全

体会议选择了较长的案文，鉴于实践指南所具有的

教育功能，因此起草委员会保留了那个案文。该项

准则草案还需要与它所对应的准则草案 2 . 1 . 3（在

国际上提出保留）在文字上一致。正由于此，这项

准则的标题改成了“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此

外，第2款 (c) 项的方括号被去掉了，这一项对应着

准则草案2 .1 .3中的第2款 (d) 项。

43．准则草案 2 . 5 . 5是将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

的准则2.5.5之二和2.5.5之三合并起来。这项准则

对应着准则草案2 .1 .4（“违反与提出保留有关的内

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起草委员会调整

了第1款（原先的准则草案2.5.5之二）的措辞，使

之与准则草案 2 . 1 . 4统一起来，并将“每个国家或

国际组织的内部法律”改为“或每个国际组织的有

关规则”。这一改动，表面上看与准则 2 . 5 . 3不一

致，但这是故意的，也是有道理的。起草委员会认

为，准则2.5.3里的“内部法律”具有更宽更一般的

含义，而在准则2 . 5 . 5，“组织的规则”是指更为具

体的问题，即涉及撤回保留的权限问题。另一个问

题也被提出来，涉及撤回保留可能会造成条约的所

有缔约方义务减少的问题。然而起草委员会指出，

这一问题更多地涉及准则草案 2 . 5 . 7，因此在评注

里提到就可以了。最后，准则 2 . 5 . 5的标题是原先

准则2 .1 .4的标题。

44．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准则草案2.5.6（撤回

保留的告知）也有两个版本，一个较短，一个较长。

起草委员会选择了较短的版本，该版本提到准则草

案 2 . 1 . 5、2 . 1 . 6和 2 . 1 . 7，这几项准则涉及保留的

告知和保存人的职能（已由委员会在第五十四届会

议上通过）。7 应该指出，为保留的告知（准则草案

2 . 1 . 6）所确定的程序，包括使用电子邮件或传真，

也同样适用于保留的撤回。这项准则草案的标题是

“撤回保留的告知”。

7 见《2002年……年鉴》，第一卷，第2733次会议，第2
段。

45．准则草案2.5.7（撤回保留的后果），这项

准则是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的准则2.5. 7和2.5. 8的
合并的结果。当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反对

条约对它自己和提出保留者生效时，原先的案文并

不适用。而按照目前的案文，新的准则草案 2 . 5 . 7
第1款相当于原先的准则草案2.5.7的案文，第2款
相当于原先准则草案2 .5 .8。

46．考虑到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起草委员

会将第1段第1行中的“条约”改为“该项保留所涉

及的规定”。评注里应该说明，“provisions”采用复

数，也可以包含单独的一项规定，也应提到关于整

个条约的特定方面的保留的准则草案 1 . 1 . 1（保留

对象）。

47．起草委员会在第 1款的结尾保留了“无论

其他缔约方曾接受还是反对该项保留”这些词语，

这就表明准则涉及两种不同的情况。为了清楚起

见，起草委员会还在第2款加上了“由于该项保留”

等词语。

48． 准则草案 2 . 5 . 8是特别报告员原先提议

的准则草案 2 . 5 . 9。其标题是“撤回保留的生效日

期”，并沿用了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2条第3款的措辞。起草委员会在通过这项案文时

只对法文本做了小小的改动，法文本第一行加上了

“autrement”这个词，以便与《维也纳公约》案文保

持一致。

49．这项准则草案附有示范条款。对于这类条

款的具体位置和作用，起草委员会曾进行过广泛的

讨论。起草委员会最后决定将其他示范条款保留在

准则里，并在开头的解释性说明里提到这些示范条

款的作用。正如已经商定的，示范条款还将附上一

个脚注，请读者参见评注，在评注的适当的地方，

将会对示范条款的使用加以解释。起草委员会在准

则草案 2 . 5 . 8之后放上了一个一般性标题“示范条

款”。然后是示范条款的案文，分别以 A、B 和 C 开

头。起草委员会没有对示范条款案文本身做任何修

改，只是将“保存人”前面的方括号前移，把“向”

或“自”等词包括在内，这样做更为恰当。

50．准则草案2.5.9（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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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基本上和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一样。起草委员会

审议了下述一项建议，即“撤回国的处境”应改为

“其他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的义务的内容”。有的委员

声称，这种替换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可能单方面地

确定撤回保留的后果。因此，如果做出保留的国家

或组织可以这样做，那样其他缔约方应受到保护，

不会由于单方面地确定撤回的后果，而使其义务发

生（更加不利的）变化。在这方面，也有一种意见

认为，所说的义务应是指撤回国的义务，而不是其

他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的义务。这两种意见不一定是

相同的，因为可以这样说，其他缔约方的义务几乎

总是受到撤回保留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澄清这项准

则，有的委员建议，在 (b)项结尾应加上“相对于撤

回国而言”。

51．然而按照第一种意见，可以有这样的情

况：撤回保留（例如涉及在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领

域进行法律合作的保留）并没有真正影响其他缔约

方的义务，即使撤回具有追溯效力。在讨论的过程

中，有人觉得，如果提到义务的内容，那样也可以

提到权利的内容。有的委员指出，最初所用的词

“处境”既包含权利也包含义务。起草委员会最后

商定的意见是，能够表明撤回的国家并不对其他缔

约方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的最好措辞也就是现在所通

过的措辞，即“不增加撤回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相对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而言所拥有的权

利”。最终而言，撤回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该将

自己置于相对其他缔约方而言更有利的位置。

52．在这项准则草案中没有（对原先的措辞）

做任何其他修改。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撤回国”，

根据的一项谅解是，在评注里可以加以说明，这一

词语指的是撤回保留的国家（或组织），而不是指

退出条约的国家（或组织）。

53．准则草案 2 . 5 . 10（部分撤回保留），这对

应着特别报告员原先提出的准则草案 2 .5 .11。考虑

到全体会议上所做的评论，起草委员会决定，将这

两款颠倒顺序，这样更符合逻辑，在论述程序之前

先论述定义。

54．起草委员会将“做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为了限制保留的法律效力并确保条约的规定更完

整地适用而修改做出的保留”改为“对保留的法律

效力产生限制，并使条约的规定更完整地适用”。起

草委员会觉得“修改”这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也

可能指扩大保留。因此最好明确地说明部分撤回保

留是什么——即是为了限制保留的法律效力。

55．对于“使条约的规定得到更完整的适用”

这些措辞，进行了讨论。最后这一措辞获得通过，

因为更好地反映了这样的想法，即部分撤回保留能

够使条约得到更完整地适用。由于这一改变，“撤

回”这一词加在了“国家或国际组织”之前。准则

草案的标题保持不变。

56． 准则草案 2 . 5 . 11（部分撤回保留的后

果），这项准则草案是特别报告员最先提出的草案

2 . 5 . 12。对这项准则草案做了修改，考虑到了全

体会议辩论中所表达的两点意见：第一点观察到

涉及这样的可能性，即对于部分撤回的保留原先

提出的反对意见会继续有效，只要是该反对意见

不是完全适用于已经被撤回的保留的那部分。因

此准则草案的第 2 句做了相应的改动。第二点意

见涉及这样的可能，即部分撤回保留具有歧视性

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对部分撤回之后产

生的保留提出反对意见。最后一句加上去正是为

了说明这种可能性。

57． 准则草案第一句保持不变， 只是将

“effects”由复数改成单数“effect”，因为复数没有

必要。

58．最后，他说起草委员会建议委员会通过它

收到的准则草案。

59．主席感谢起草委员会主席。他指出起草委

员会的报告原文是英文和法文，建议委员会里使用

其他联合国正式语文的委员仔细地检查译文，并将

任何意见发给起草委员会主席。

6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关于法文本，他

有若干意见。 在准则草案 2 . 5 . 2中， 所用的词语

“doit être formulé”是错误的。请求是以书面形式提

出，撤回是以书面形式做出。在准则草案2 . 5 . 3结
尾，最好将“qu’il a subies”改成“intervenues”，后

者更为中性。在准则草案 2 . 5 . 4第 1款 (b) 项，在

“circonstances”这一词之后应加上“pertinentes”。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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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草案 2 . 5 . 9，他无法理解撤回保留会怎样增加

撤回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权利。

61．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他说准则草案

2 . 5 . 4的标题应改成：“Compétence pour retirer une 
réserve au plan international”（在国际上撤回保留的

权限），在他看来这样与内容更为一致。他对于西

班牙文本也有一些意见，他将会在适当时以适当的

方式将意见转给秘书处。

62．加亚先生提到一个语法问题，他说在准则

草案 2 . 5 . 7英文本最后一段结尾，最好说“whether 
they had accepted the reservation or objected to it”。

63．蒙塔兹先生说，在准则草案2.5.10法文本

第 1段，“assurer plus complètement l’application”应

改为“assurer une plus large application”。

64．罗森斯托克先生建议准则草案 2 . 5 . 9英文

本 (b) 项的介绍，在“国际组织”之后，应加上一个

逗号。

65．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提醒委员们注意，

对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进行审议时并没有机会就实质

性事项进行补充讨论。关于准则草案 2 . 5 . 2，其措

辞与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3条第4款
的措辞完全一致，这正如起草委员会主席所指出的

那样。对于准则草案 2 . 5 . 4，他提醒主席说，他本

人曾经就准则草案 2 . 1 . 3提出过使用“compétence”
这一词，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因此看来难以

避免的是，准则草案2.5.4必须与准则草案2.1.3统
一起来。他不反对在“circonstances”一词之后加上

“pertinentes”，但他认为这个字是多余的。

66．关于准则草案 2 . 5 . 8，他说示范条款 A 的

法文本中，方括号应该放在“notification ”和“au”
之间，而不是放在“dépositaire”之前。

67．在就准则草案 2 . 5 . 9的 (b) 项发表意见时，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再次提到了去年在全体会议和起

草委员会曾经进行过的长时间讨论。当时，加亚先

生曾提出过关于有可能存在歧视性撤回的想法。如

果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曾经想到这一点，他应该很容

易看到 (b) 项的实际范围。

68．关于准则草案2 . 5 . 10第1款，他说他对于

使用“une plus large application”这些词语并不热情，

因为这些词语有可能提出解释或领土适用等方面的

问题。他认为“complètement”这一词更为恰当。

69．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他指出准则草

案2. 5.10第1款法文本和英文本不一致。“limits”和

“vise à atténuer”这两种说法是有区别的；最好使用

“aims at limiting”。

70．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 提议使用

“purports to limit”。

71．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 他

不反对在标题里使用“Compétence pour retirer une 
réserve au plan international”（在国际上撤回保留的

权限），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准则草案

2 .5 .4与2 .1 .3的措辞应该一致。

72．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说，他理解保持一致

的必要性，但在二读时，准则草案的标题可以至少

与其内容保持一致。

73．达乌迪先生提到法文本与英文本有差别，

他们应该遵从哪一种文本。

74．主席和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应遵从

法文本。

75．佩莱先生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说他希望

主席不会催促对准则草案 2 . 5 . 4的标题进行修改，

因为准则草案2 .1 .3也将不得不修改。

76．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说，他不会再坚持。

作为委员会主席，他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

员会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准则草案，这

些准则草案将根据讨论期间所提的意见进行最后 
修改。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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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

生、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 （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 和
Add. 1；2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

来看，对公司和其股东实行外交保护是这一专题中

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方面。外交保护的历史可追溯到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但大多数投资目前都是通

过公司而不是通过自然人进行的，诺特博姆案已经

涉及这一情况。

2．发展中国家及转型期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

题，莫过于吸引投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

要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保障。就如何使这一问

题规范化而展开的讨论，与其说是法律上的，不如

说更具政治色彩，存在着偏向公司甚至多国公司而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不是照顾发展中国家及转型期国家利益的倾向。然

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辛苦地吸引

外国投资。因此，制定一种国际上可适用的投资管

理制度，可让这些国家受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制

度，则除了倒退回与经济强国举行双边协定谈判以

外，别无他法；而这些协定不可避免地会给试图吸

引外国投资的国家以更少的优惠条件。

3．此外，奇怪的是，尽管目前大多数投资都

是通过公司进行的，但公司所受的保护却不如自然

人：自然人不仅能寻求外交保护，而且还能援引人

权。公司则没有这些保护，因为商法仍是一个处于

襁褓期的法律领域。

4．对正在审议的专题展开的辩论因而可归结

到一个问题上：委员会是否应仅限于依据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来对现有的国际法进行编纂，还是应决

定同意采取一种能同时兼顾公司及其股东的新途

径？在他看来，没有理由认为已朝后一方向发生了

任何显著变化。因此，他赞成采取一种以法律原理

而不以司法实践为依据的途径。

5．在本专题与国际组织责任专题之间，以及

在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公法的主体与公司作为国内法

的主体之间，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情况

下，集体主体（国际组织和公司）与个体主体（国

家和自然人）之间是有分别的，这一点已得到人们

的认可，只不过是集体主题拥有法律人格，一种与

其创建者有所区别的人格而已。在他看来，符合逻

辑的结论是，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是正确

的，必须当作委员会的工作依据。正如国际法院所

强调的，公司的特点是，公司与其股东之间有着明

显的分别。因此，条款草案中应清楚地表明，应由

公司的国籍国，而不是股东的国籍国对公司实行外

交保护。这是从辩论中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因此他

支持条款草案第17条第1款，因为委员会所面临的

任务是，依据明确的司法实践，即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来编纂法律。

6．然而，辩论的要点是，如何确定公司的国

籍。佩莱先生已找到问题的所在，并指出委员会

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依据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的判决来编纂国际法，而且还要确定公司须符合

哪些条件才真正能够要求得到其作为“国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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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外交保护，从而逐渐发展国际法公法。国

际法院在判决中承认，加拿大享有行使外交保护

的权利，认为该公司与该国之间有着真正的联系：

该公司是在该国注册的，而且在该国有注过册的

办事处——即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累加条件。

该案同其他案件一样，还参考了其他要素，例如

公司经济活动的主要地点、经济控制权和主要股

东的国籍。委员会目前的任务是决定将来如何对

国籍问题加以规范。

7．公司的国籍问题同自然人的国籍问题、外

国人制度或领海制度一样，都是主要属于国家管辖

范围的领域。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直接按国内法的规

定处理。但对所有这些领域，国际法必须要确定指

导方针。因此，他不赞成关于从条款草案第17条第

2款中删除“并在其领土内设有注册办事处”字样的

建议。最好列举一些说明性条件，而不是提出单一

标准或累加条件，因为国家的做法千差万别。例如，

在美国，就外交保护而言，如果某公司是在美国注

册的，而且至少50% 的股东是美国公民，那样该公

司即被视为“国民”。瑞士则对股东大多是瑞士公民

的公司一律给予保护。根据这些考虑，并根据上届

会议的辩论情况以及就自然人国籍问题所采用的规

则，他建议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的内容如下：

“就外交保护而言，一个公司的国籍国是该公司

在其境内注册，或在其境内有注册办事处或住所，或

在其境内开展基本经济活动或拥有国际法所承认的能

反映该公司与该国之间存在真正联系的任何其他要素

的国家”。

这种表述将让法院能灵活地采用多种标准来确

定是否存在真正联系，而存在真正的联系才是与公

司的国籍具有相关性的唯一根本标准，事实上对自

然人的国籍也是如此。

8．他没有在这些说明性要素中列入特别报告

员所提出的一种可能的选项——“经济控制权”标

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A/CN. 4/530和
Add. 1）第 33段中所表述的观点，即：这一标准更

加符合外国投资的实际经济情况。然而，如果使用

这一标准，就好像是走后门，以股东的国籍国而不

是以公司的国籍国为依据来实行外交保护，这就可

能会摧毁委员会目前做法的整个逻辑结构。这是因

为，提及经济控制权，就等于提及大多数股东的居

住国，而行使经济控制权的正是这些大多数股东。

9．第二项任务是决定可否给予股东以外交保

护，而如果可以，则应何时给予。国际法院已原则

上承认这项权利，但认为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中，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除德拉瓜湾铁路案和

奥里诺科轮船公司案的一些任意裁决以及若干一揽

子协议外，实在国际法对这一问题只字未提。要对

股东实行保护的第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股东由

于国际不法行为而直接受到损害。他认为，条款草

案第19条已涉及这一问题，可以令人满意。

10．第二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股东由于公司

自身的原因而受到损害，例如被没收或公司在其注

册地已不复存在。他赞成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中

规定的例外，但起草这一规定时，须排除股东为了

享有其所属国家的外交保护而决定关闭公司的可能

性。

11．他还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保护公司免受国

家渎职和滥用法律之害的建议。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规定此

种例外，所涉公司可能就完全享受不到外交保护。

12．最后，他支持将条款草案第 17至第 20条
交由起草委员会处理的建议，以尽快最后拟订出可

令人接受的案文。

13．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梅莱斯卡

努先生、布朗利先生和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就起草工作

提出的建议。他对布朗利先生的建议很感兴趣，因为

他认为该建议并没有偏离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裁决

的精神。然而，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

的建议却令他不安，因为这些建议似乎又回到了真正

联系这一检验标准上。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比

利时争辩说，由于该公司的大多数股东都是比利时

人，因此它拥有“确认的地位”，因此比利时与该公

司之间比加拿大与该公司之间更具有真正的联系。国

际法院没有接受比利时的这一说法。尽管梅莱斯卡努

先生宣称，他不希望通过走后门的形式采用经济控制

权的检验标准，但实际上这正是他所做的，因为这样

一来法院就必须要审查该公司是受了哪一国的控制，

而这反过来又会要求确认谁拥有大部分股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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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必须保持警惕，不要让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条款

草案第17条第2款的表述得到通过。需要有一种更为

谨慎的途径，而布朗利先生的建议经修改之后，可以

回答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佩莱先生所呼吁的采用

比注册办事处更加宽泛的检验标准。无论如何，在该

条规定中采用真正联系的概念，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14．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之所以提到真正联

系这一概念，原因有二：一是逻辑上的原因，二是

实践方面的原因。就第一个原因而言，如果要在条

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列举一系列说明性标准，那

样还必须要对法院指明每一条标准所占的相关比重

如何。如果不指明如何从所列举的标准中做出选择，

法院可能就会将整个裁决责任推给国际法院法官。

15．第二个论点，即实践方面的论点是，转

型期国家的投资者往往都是其股东为接受投资的

国家的国民的外国公司。例如，一家在瑞士注册

并在瑞士拥有注册办事处的公司，其唯一的股东

是罗马尼亚人，这家公司可能在罗马尼亚开一家

银行，而其全部的活动都仅在罗马尼亚开展。在

这一情况下，如果不在条款草案第 17条第 2款中

至少提及真正联系这一点，结果将是，一家罗马

尼亚公司实实在在地受到另一国的保护。这种情

况不只对罗马尼亚适用，对所有转型期国家都适

用，因为转型期国家为外国投资者规定了比本国

投资者更优惠的制度。在这些情况下，对任何够

得上资本家这一称号者的诱惑将是抓住时机在外

国注册公司，大获其利。委员会不应鼓励这一行

为。虽然布朗利先生建议的表述富有独创性，但

还必须承认，他建议的“真正”联系与布朗利先生

建议的“适当”联系之间并无太大差异。

16．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询问布朗利先生：在其

建议中使用“适当”二字的意图是否想扩大外交保

护的可能性？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采

用注册公司和注册办事处的标准来确定国籍，是对

当时的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的一种承认。但从那以

后，国内法律发生了巨大变化。梅莱斯卡努先生甚

至介绍了一种把大多数股东的国籍作为最重要的一

项标准的情况。国内法律果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

化，以至于委员会如采用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就可

能会得出一项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大不相同的规

则吗？

17．布朗利先生强调说，他有意避免使用诺特

博姆案原则中的任何措辞：一切用意均在于此。如

果将诺特博姆案的原则适用于当前情况，将十分麻

烦，而且如果试图对一切可能的实质性或有效的联

系进行编纂，甚至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使用“适当”

二字，就是要从建设性的角度，有意模糊。

18．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对当前情况也没有任

何直接的帮助。目前条款草案中提出的问题并非巴

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当时所关注的重点，在该案中，

国际法院关于公司国籍的说明仅限于对该案够用的

情况。法院提及该公司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系，具有

说明性质，而不具有规范性质，而从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中，委员会是无法推论出如何处理当前情况

的。使用“适当”二字，将让那些不赞成诺特博姆

案原则的委员们可以选择适用必要的灵活性。国内

立法千差万别。即使所提及的注册办事处及其他标

准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此外，如果按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的建议，大力适用诺特博姆案原则，将会事实

上限制外交保护的可能性。措辞必须要有足够的模

糊性，以拓宽这些科学范围，并确保可能出现的各

种千差万别的情况没有一种被排除在外。

1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条款草案第 17条
第 2款的一个宗旨是为国籍国下定义。国内法中对

此有各种不同的标准：国籍国可以是公司注册国、

注册办事处所在国或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国民的所

属国。这意味着，一家公司可能拥有三个潜在的国

籍，也就是说三个国家有可能对行使外交保护的权

利提出要求。因此，第 2款的另一个宗旨是防止提

出相互对立的要求。在这方面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

法：或者正如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对国内法规定的

各种不同标准加以审议，并决定哪一种标准占主导

地位，在这一情况下，其余的标准都居于次要地

位；或者对所有这些标准都一视同仁，并规定一项

“真正联系”的国际标准，而将哪一国是国籍国的

问题留给法院来根据这一标准做出裁决。

20．池先生指出，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

第 70段中，国际法院对如何取得国籍问题作了定

义，即通过创办公司和注册的方式取得国籍。判决

中还称，在对法人实体实行外交保护这一具体领域

中，没有任何绝对的“真正联系”检验标准被认为

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这似乎排除了对“真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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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检验标准的适用。在此方面，他同意詹宁斯教

授的意见，即：在个人的国籍与公司的国籍之间进

行类推，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基于个人国籍的国

际法规则并不总是可以不加修改地适用于公司。3 
詹宁斯教授还指出，不能将“真正联系”检验标准

适用于船舶，因为船舶是动产，而不是个人。4 在所

有这三种情形中，都存在着极其不同的情况，因此

他赞成布朗利先生提出的使用“适当联系”这一术

语来将这种多样性加以考虑的建议。

21．蒙塔兹先生回应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发言，

说他不同意关于领海是一个基本属国家管辖的问题

这一说法。沿海国家可以颁布与领海有关的法律，

但此种法律必须符合国际法。

22．在对条款草案第 17 条第 2 款进行的讨论

中，曾谈到国家可以颁布公司注册方面的本国法

律； 国家还可以颁布船舶注册方面的本国法律。

但根据国际法，最突出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国如要授权在某一船舶上悬挂该国国旗，就必

须要确定该船舶与该国之间存在“实质联系”（第

91条）。虽然过去对用以确定是否存在海洋法所

规定的此种联系的标准加以澄清的努力均已失败，

但他认为“实质联系”这一术语或许可适用于目前

的情况。

23．佩莱先生说，他原则上支持条款草案第17
条第 2款中对公司国籍的定义所提出的三项建议。

特别报告员米库尔卡先生在其涉及国家继承的国籍

问题的第四次报告中，5 明确对适用于公司国籍的

标准作了定义，并令人信服地证明各国在此方面适

用了多种标准。他能理解特别报告员对明确提及

“真正联系”所表示的关注，但认为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所提出的建议不得被解释为

重新引入弊大于利的控制权标准。事实上，必须将

他们的建议解释为提及真正的“法律”联系，而这

种联系只能由国内法来确定。国内法相互之间差异

很大，而且可能包括“主要法律利益”这一标准。

如果有国内法规定提到了此种主要法律利益，那么

3 见第2759次会议，脚注9。
4 同上，第732页。

5 《1998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489号文件。

国际上也可予以考虑。鉴于法人所具有的具体性

质，国际法是不能忽视国内法的规定的。

24．从各国在对法人尤其是公司授予国籍方面

所明显适用的各种标准上可以看出，正如米库尔卡

先生所说的，这些联系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委员

会的讨论似乎表明，在授予国籍方面有两项标准：

一是公司注册和注册办事处，二是有效的营业场

所。鉴于米库尔卡先生的报告，尤其是考虑到一些

国家对国籍这一具体概念所表示的态度，他不知道

委员会甚至是否应该在目前情况下提及“国籍”问

题。重要的是，公司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

或“适当”的法律联系，以便能行使外交保护；如

果对国籍问题的提及可能遭到一些国内法律制度的

反对，而第2款中却仍要提及，也许有些过分。

25．在关于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的评注第85
段中，引述了布朗利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建议的例外

提出的批评意见。6 但在本届会议早些时候，布朗利

先生大大缩小了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的范围，布朗利

先生解释说，在该段中，他所指的是属于所涉国家

（即：公司的国籍国）国民的股东。在这一情况下，

而且仅在这一情况下，他赞成布朗利先生的观点，

即：让另一国对属于本国国民的股东行使外交保护，

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即在涉及

股东属于犯有国际不法行为国家的国民等情况下，

则应该为他们的利益而行使外交保护。举例而言，

某公司属于甲国国民，而其外国股东是乙国的国民，

如果该公司因甲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害，那样其

属于甲国国民的股东显然不能受第三国的保护。但

其属于乙国国民的股东，因为是国际不法行为的受

害者，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受自己本国的保护。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该案中，正如

国际法院在其判决中所反复说明的，公司的国籍国

可以行使外交保护。除非接受条款草案第18条 (b)项
的假设，否则就会有意造成一种不同于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的局面出现，即：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行使

外交保护。(b) 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它不仅没有与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一般原则相矛盾，而且事实

上还符合法院在该案中的推理，即：只需要一种国

际保护，但必须要有一种国际保护。如果认为布朗

6 见第2757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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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先生的反对意见也适用于一般的情况，那样在出

现国际不法行为时，就根本没有任何保护。当公司

的国籍国犯下国际不法行动时，则只能由股东的国

籍国提供保护。由于这正是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
所预想的情况，因此他完全赞成特别报告员所建议

的草案。

26．条款草案第 19条涉及的是报告第 88段中

引述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所预想的另一种例

外情况。他对报告第 88至第 92段中的分析没有任

何意见，只不过在他看来，国际法院在此方面的判

决，与一些法官尤其是小田法官和施韦贝尔法官在

西电公司案中的个别意见相比，相关性更小。问题

是，股东自己有哪些权利不同于公司的权利？据该

法院称，这些权利可包括对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权；

对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认

为已超出股东自身的权利，应属于经理和董事的权

利。这一点不必在条款草案第19条的条文中写明，

但也许应在评注中予以明确。一些股东对公司负有

特殊的责任，经理的国籍国也有权行使外交保护。

27．条款草案第 19条中所体现的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管辖权并不是这一方面的唯一判例。早

期的仲裁决定，例如特里温福公司案，也采取了

相同的立场。

28．条款草案第20条带来的问题比条款草案第

19条更多。他与那些对个人的连续性国籍规则持反

对意见的委员看法相同。由于受到损害的被认为是

国家而不是受保护的个人——这是外交保护所依据

的法学原则的一项前提——因此只有国际不法行为

发生时受保护者的国籍才具有相关性。由于同样的

原因，他也对法人的连续性国籍表示反对。然而，

正如报告第93段所引述的，委员会在条款草案第4
条 7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以至于明显偏向于取得的

国籍，而不是原属国籍。虽然他不同意这一立场，

但如果对法人采用不同的推理方式则显得很荒唐，

因此很遗憾，为保持前后一致，他表示愿意接受这

一立场。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95段中为反对将草

案第 4条第 2款给予个人的例外延伸至法人而提出

的论据，根本不能令他信服。他不理解为何第 4条

7 见上文脚注1。

的评注第 6至第 8段中所说明的理由不能亦适用于

法人，包括公司。如果考虑到特别报告员在第 95
段中的推理基本上是从确定公司国籍的唯一标准乃

是公司注册地点这一错误认识出发的，那样将第 4
条第 2款的例外延伸至法人，似乎就显得更有必要

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是不当地将某一特定的法

律制度予以普遍化，而国内法在这一方面同其在个

人法律人格方面一样，相互是有差别的。

29．对于将条款草案第 20条第一部分交由起

草委员会处理的问题，只要当中的措辞与条款草

案第 4条第 2款的相当， 虽然不能说他完全同意，

但至少他只得表示接受。该条规定中所提及的是

“人”，而不是“自然”人或个人。正如他在2001年
和 2002年所建议的，尤其考虑到委员会目前在法

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这一案文也许应加以修改。

30．他赞成保留条款草案第 20条方括号中的

内容。原因在于：第一，报告第 98段及随后段落

中所提出的论据令他信服；第二，这是与他已表

示支持的条款草案第 18条 (a) 项相符的唯一解决

办法。然而，他认为无论是条款草案第 18条 (a) 项
还是条款草案第 20条，都没有把公司在法律上已

不复存在这一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这让他的支

持程度多少打些折扣。更重要的是，公司应当实

际上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益。如果委员会和 / 或
起草委员会同意他在第 2759次会议上所概述的意

见，那样可以按照以此种方式做出修正的条款草

案第 18条的措辞对条款草案第 20条加以统一。

31．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05段中所

表示的没有必要为股东单独起草一项连续性规则的

意见，但不同意关于自然人的连续性规则已涵盖股

东的说法，因为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此，而在另

外一些——为数更多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

是法人，是由条款草案第17条规定的。就像一扇门

只能或者打开或者关闭一样，人也只能或者是自然

人，或者是法人。

32．除他表示的保留意见和他建议增加的小部

分内容外，他同意将条款草案第 17至第 20条交由

起草委员会处理。第四次报告的法文本中有多处措

辞不准确；尽管他知道翻译部门的工作压力很大，

但他希望这些错误能得以纠正。试举一例：第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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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了短语“succession d’Etat”，但这一短语应永

远写作“succession d’Etats”。

33．布朗利先生说，由于他与佩莱先生在许多

重大原则和政策问题上观点一致，因此他对后者在

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所表示的立场感到惊讶。巴

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裁决对 (b) 项中所阐述的原则

极其轻视，将之称为“理论”，并认为对该案不适

用。在委员会第2759次会议上，佩莱先生做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发言，论述了公司是如何依附于一国的

国内制度的，并论述了注册公司的性质。这样一来

便将一些经济政策决策者的意愿考虑进来。在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国际法院强调指出，注册公司

这一行为属于自由选择的行为，而这正是第 18条
(b) 项所涉的主题：当一群人决定在甲国投资而甲

国要求他们组建本地公司时，他们是根据自由选择

来作出决定的。然而佩莱先生对外国公司在第18条
(b) 项的具体情况中会作出自由选择这一点，既不

赞成，也不相信。

34．加亚先生说，佩莱先生论点中的一项中心

内容是，假定发生了国际不法行为，除非允许一个

非公司国籍国的国家进行干涉，否则任何国家都无

权给予保护。但是，国家对自己的跨国公司没有一

般意义上的国际法义务，除非涉及人权。这涉及其

他所有国家。

35．至于可否对股东的权利做出宽泛的解释，

例如使之包括管理权这一问题，他认为，西电公司

案判决第 70段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表明，根据相

关条约规定，股东管理权可能不只包括形式上的权

利，还涉及公司资产的管理权，这将影响公司资产

的征用。

36．卡姆托先生说，委员会好像越来越偏离条

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中规则的本质。在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裁决第 70段中，将公司注册的地点作为

主要的标准，而国内法与这一问题毫无关系。在船

舶的国籍问题上，国际法让国家来选择船舶的注

册标准。为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的目的，委员会

只要决定是否应将允许考虑附属要素的措辞放在

“和”字之后。他对梅莱斯卡努先生所举的例子感

到有些惊讶。主要标准必须是注册或组建公司的国

家：船舶的国籍问题即是这样的情形，他认为没有

任何理由对公司采取任何不同于此的做法。“公司的

国籍”一语在整个“赛加羚羊号”轮案（第2号）中

都在使用，是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应当予以保留的。

对条款草案第20条可以做这样的修改：用“具有其

国籍”取代“根据其法律注册”一语，这样将消除

所有的歧义，而且也将解决佩莱先生所关注的关于

应该使用一项还是多项标准的问题。

37．佩莱先生在对卡姆托先生的评论作答时

说，在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中存在某一情况这一事

实，并不能作为将这一情况用在别处的好理由。至

于加亚先生所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存在国际不法行

为是根据条款草案第1条第1款 8的定义假定的。也

许还可以在其他情况下实行外交保护，但这些情况

都不在草案的范围之内。关于布朗利先生所提出的

意见，他想指出的是，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

国际法院不愿对目前由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所处

理的问题发表意见。布朗利先生十分强调自由选择

的问题，但某人选择去一国旅游这一事实，并不能

为该国可能针对此人所犯下的国际不法行为开脱责

任。如果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那样就没有任何

理由不能通过外交保护这一机制来使该国在国际上

做出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全力维护条款草案第18
条 (b) 项的理由。

38．曼斯菲尔德先生说，由于讨论的重点似乎

有所转移，因此他不得不发言。根本问题在于谁可

以为公司实行外交保护。报告以及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都表明，唯一能这样做的国家只有该公司的公

司注册国，或者按照佩莱先生的意见，该公司与之

有正式联系——一种在该国国内法中等同于公司

注册的联系——的国家。正如布朗利先生所指出

的，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国际法院无需决定

必须要具备正式联系的哪一具体内容。另一方面，

法院还清楚表明，它的任务不是揭开公司的面纱，

试图去了解公司的主要经济利益在何处：它所审查

的是正式联系的问题。

39．这样一来， 避税地公司怎么办呢？他认

为，这也不成问题。如果某公司决定在某一避税地

注册，这种选择是合法的，但其必然结果就是，该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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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果需要外交保护，不大可能会从这种国家得

到。如果事情搞糟了，它可以缔结一项双边投资条

约来处理问题（实际上许多公司都这样做）。委员

会当然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编纂法律，只是这样编纂

出来的基本会是备用规则，可能与公司实际上的经

营方式并非特别有关。

40．讨论中似乎出现了另外两种看问题的角

度。第一种是，可以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必须是与

该公司有某种形式的真正联系的国家。然而，如果

委员会朝这一方向行事，就不得不要以这样或那样

的方式揭开公司的面纱。这不仅会给法院，而且还

会给投资国带来麻烦，因为它们将不得不决定是否

接受由认为与其有真正联系的公司受到损害的国家

所提出的外交陈述或要求。这就把查实是否存在事

实上的真正联系的责任推到了国家身上。实际上，

就船舶而言，“真正联系”这一检验标准在处理船舶

悬挂方便旗的问题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些

船舶悬挂着各色旗帜，在全世界的海洋上游弋，对

濒危鱼群造成极大损害，一旦发现有人可能会追上

来时，便更换它们的注册。

41．讨论中似乎出现的第三种立场是，在哪一

国可以对某一具体公司实行外交保护的问题上，不

必过于精确；可以这样做的国家不只一个，也是可

以接受的。从公司的角度来讲，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对投资国来说，却会带来他刚才提到的麻烦：要

决定是否接受外交交涉、要求等等。该国必须有能

力了解自己负有哪些义务，并确定会有一个国家还

是多个国家可能提出交涉。提出要求的国家和接受

要求的国家都需要圆滑老练，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两

国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一国拒绝接受某一特定

国家的外交交涉，就会对其与想要进行交涉的国家

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42．委员会中出现的这三种思路，让他试图寻

求特别报告员的指导。一开始他认为委员会非常坚

定地着眼于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并以正式联系

（而不是揭开公司的面纱）为依据来决定谁可以实

行外交保护。当时唯一的问题是，实际、正式的注

册公司行为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足以作为正式联系

的检验标准。如果目前的趋势仍然如此，那样就可

以通过采取较为限制的方式来强调注册公司这一正

式联系，从而避免多个国家可实行外交保护的可能

性。然而，如果把注册公司这一正式联系之外的任

何要素当作依据，那样委员会就必须谨慎行事，以

防出现多个要求的情况。揭开公司的面纱，就等于

揭开一只很大的潘多拉魔盒，他不知道从中跳出的

将会是什么。

43．蒙塔兹先生说，他认为条款草案第 19条
没有问题，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该条意在保

护股东，以免其直接权利因国家的不法行为而受到

损害。其所依据的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中的裁决，该裁决承认股东本身有权受到外交保

护，而不需要借助于受损害公司的追索权。欧洲人

权法院的裁决，其大方向也是这样的。

44．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不必细究股东

权利的内容，但他很想知道一个有趣问题的答案。

一个公司因被国有化而不复存在时，便不再能在当

地法院代表其股东采取任何行动，那样股东的权利

可以被看作直接权利吗？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能

适用于这一情况吗？还是应由条款草案第19条来处

理——换言之，股东有独立追索权吗？毫无疑问，

国际法承认国家有权将公司国有化，因此国有化行

为本身并不属于不法行为，但根据国际法目前所确

立的条件，被收归国有的财产的权利人应获赔偿。

45．他对接受条款草案第 20条没有任何困难，

但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95段中提出的论据没有

太大的说服力。没有任何理由采用任何不同于条款

草案第 4条对自然人的连续性国籍已采用的做法。

该条结尾方括号中的短语应予保留。

46．加利茨基先生说，关于条款草案第 17条
第 2款，委员会现在有四项提案，特别报告员的提

案、布朗利先生的提案、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提案

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提案。这应已足够作出定义

了。委员会必须采取它对自然人所采取的方式，即

以国籍为依据，来对法人的外交保护作出定义。问

题是如何着手。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定义不

够，因为其中没有反映此后的发展情况。

47．他同情布朗利先生的提案，但该提案带

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两项标

准，这两项标准都是依据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提

出的，而布朗利先生的提案却有三项标准。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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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标准应该分别理解还是一起理解呢？布朗利先

生建议的联系是“和 / 或”。 他不明白这在实践

中将如何运作。提及“其他适当联系”，会带来

多重国籍的危险。他的理解是，委员会一致认为

在公司的问题上，不允许有多种国籍。这种多重

权利会弊大于利。如果一国以公司注册地、注册

办事处所在地或其他适当联系为依据实行外交保

护，这就会防止其他国家以其他依据实行外交保

护吗？这三项新提案都超出了特别报告员提案的

范围。特别报告员的提案依据的是公司注册地这

个唯一的标准，也许还有注册办事处所在领土标

准。这一点非常清楚，但不实际。三项新提案从

种类上拓宽了外交保护权利所依据的条件。也许

应在第 2款中插入一句话，以排除多重国籍和实

行外交保护的多重权利的可能性。

48．布朗利先生说，多重国籍就像是怪物，诚

然，一个公司也许符合由一个以上的国家实行外交

保护的条件。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他不知道如何来

制定规则避免这一点。如果委员会提出限制性很强

的表述，从而严重限制外交保护的可能性，那样情

况会更糟。如果通过制定规则，委员会试图确保不

会出现任何多重国籍的情况，那是注定会失败的，

而且会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49．至于他所提出的提案的措辞，为易于理

解，他建议把所有的“和”去掉。但当然，如果公

司具有所有这些联系，将这些“和”放进去，也没

有任何害处。但为使提案一目了然，“或”以及“和”

都应留在条文内。他希望该提案具有包容性，而非

排他性。

50．阿多先生说，布朗利先生似乎在为公司的

多重国籍作辩护。这是否意味着委员会改变方向，

偏离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51．布朗利先生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

决中并没有涉及这一具体问题。国际法院明确表

示，无论比利时还是西班牙，都没有对该公司具

有加拿大国籍这一问题提出争议。当时判决中纯

粹实事求是地列举了已有的所有联系，范围上大

大超出了公司的注册地和总部所在地。在说明所

有这些联系时，判决中碰巧使用了“和”字，但这

不具有规定性意义；法院只是在说明能确认加拿

大国籍的所有事实。从分析的角度讲，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充分的联系；而对何以构成法律上的必

要联系这一问题，判决中并未作答。在这一领域，

委员会不能简单地说它沿用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的先例，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判决中并没有采

取任何法律立场。

52．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她同意布朗利先

生的意见，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援引了其他的标

准，而该公司与加拿大的联系在该案中是不相关

的。但除了一些更属于形式上的联系之外，例如

在某一地点召开会议、纳税等，更实质性的联系

好像都被法院排除在外，这就是比利时人输掉这

场官司的原因所在。在此方面，她提到了判决第

70段中的一句话：“但是，在对法人实体实行外交

保护这一具体领域中，没有任何绝对的”真正联

系“检验标准被认为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第

42页］。因此，国际法院裁决，在该案件中，真正

联系是无效的。法院最终推翻了资本是留在比利

时的这一论点，尽管这当然算一种真正联系。根

据布朗利先生的提案， 委员会将接受真正联系，

因为真正联系是适当的甚至是最适当的联系，因

为损失最大的正是比利时人。所以这是一项政治

决定：委员会要不要保护股东？

53．如果法院可从一整套适当的联系中任选一

个，这将意味着公司比个人享有更多的保护。个人

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拥有财产，并不被认为是个人被

授予该国国籍的充分联系。公司在各地都有活动，

而任何一项活动都可以被视为适当的联系。这将极

大地增加对公司的保护。

54．布朗利先生在对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发言

作答时说，他并没有提议委员会偏离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的判决，国际法院并没有对这一点做出裁

决，因为没有人要求它这样做，而且当事双方也没

有对公司的加拿大国籍有争议。这就是为什么在这

一关键性段落中，法院指出，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多

种联系，这一点并不在争议之中。既然法院对这一

点并未作决定，也就不存在任何偏离的问题。

55．阿多先生说，根据他的理解，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拒绝的是双重国籍。如果委员会允许不同

国籍的话，那就是偏离国际法院判决。有一个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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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照目前的情形，他无

法看出委员会是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5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同意埃斯卡拉梅

亚女士和阿多先生的意见。关键的问题是，委员会

是认为公司应只拥有一个国籍，还是认为公司可根

据国内法的各种不同标准而拥有多个国籍。在后一

情况下，就会有多个国家可以实行外交保护。委员

会是打算对这一局面加以规范呢？还是希望允许这

一混乱局面持续下去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中，国际法院裁决只要存在不只一项有所不同的要

求，就不可受理。因此必须寻求可确保这一局面

不致发生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法院同意了加拿大

的立场，而拒绝接受比利时的论点。尽管佩莱先生

提出了意见，公司不应拥有一个以上的国籍。至于

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可参照国内法的若干标准，即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做法，或者可普遍参照国内

法，并强调尽管可能存在多种标准，但真正联系是

唯一有效的标准。任何其他做法都是在回避问题。

57．卡姆托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条款草案第

17条第2款中，是从以公司注册地标准为出发点这

一假定着手的；只有接受这一假定之后，才能提出

真正联系的问题。委员会必须要找到一种笼统、灵

活的表述，从而可以评价确定真正联系的各种因

素，例如开会地点、纳税等。这正是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裁决所称的。一些人认为：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把所有问题都搅在一起，但没有对任何问题做

出裁决，而且认为委员会必须拿出一种对所有问题

都不做定论的措辞。他不同意这些人的想法。

58．布朗利先生在回答那些对多重国籍有顾虑

的人时表示，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学术性

问题，因为在通过对这些问题提出外交要求、进行

仲裁或提起诉讼的方式打官司的大多数案件中，都

没有任何结论，因为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兴趣提出关

于所涉公司的国籍是普遍适用的 X 国籍这一问题。

当然，的确存在一些提出第三重或第四重国籍的问

题会对仲裁中的被告国或被告当事人有利的情况。

他并不是赞成多重国籍，但委员会应当谨慎行事，

不要把事情搞糟。多重国籍是很难避免的，尤其对

公司而言更是如此。替代办法是，制定限制性极强

的规则，以类似诺特博姆案的原则作为一种对国籍

问题进行审查的手段，从而大大减少其数量。

59．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在对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的解释上还明显存在很大的分歧。卡姆托先生

所说的，即使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如果最终证

明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他建议作何处理呢？在瑞

士，重要的不是公司注册地，而是股东的国籍。有

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很不幸的，但实际情况是与卡姆

托先生的立场相矛盾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

承认其他的标准，国际法院并没有裁定这些标准无

效，而只是承认这些标准的确存在。

60．根本就没有什么多重国籍。在提出多重国

籍的要求时，法院最终会根据一个单一的国籍来做

出裁决。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观点。不可能阻止公

司作出援引若干标准来证明其与多个国家有联系的

努力。但最终，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所依据的是，

承认对公司的外交保护只能由一个国家——国籍

国——来实行。整个辩论的焦点是，如何确定哪一

个国家是国籍国。委员会应当撇开从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中得出的论点，而试图设想一种与国际法实

践相符合的情形；这个问题也许可交由起草委员会

来处理。

61．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说，代表一

个因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实体或个人实行外

交保护的国家，必须要与该行为的受害者有真正联

系。对法人实体而言，试图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与

受害者之间，也必须要有一种真正联系。委员会将

之称为国籍，但也可称为别的东西。问题在于试图

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与国际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之间

的联系。因为这一原因，他赞成采用一种类似布朗

利先生所提议的灵活的表述。指称这种联系所常用

的措辞是“国籍国”，即：公司根据国内法，无论

是通过公司注册，或是通过建立社会场所，还是通

过符合国际法的任何其他方式，与之建立真正联系

的国家。当出现多个国家声称其具有真正联系的情

况下，就必须要考虑哪一项真正联系优先。委员会

不能允许一切可能的情况都发生。但必须要保持灵

活，提出范围广泛的标准，以便根据具体情况逐项

决定。

下午 1 时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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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 （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 和
Add. 1，2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1．山田先生在讨论了关于公司国籍国之定义

的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以后，感谢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介绍真正联

系、有效联系或适当联系的要素。他确认，国际私

法的目前趋势是较多地把重点放在公司的住所，较

少地放在公司的国籍，以之作为说明公司与一国之

联系的要素。但是，如同布朗利先生已经指出过

的，国际私法领域中的主要问题是适用的法律，而

不是公司的国籍。

2．但是，就外交保护来说，委员会必须清楚

地说明据以宣示公司国籍准则的一项明确的国际法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规则。委员会于 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暂时通

过的第 1条第 1款规定了国籍国有权为自然人和法

人行使外交保护的基本原则。3 因此，无论国内法是

否承认公司的国籍，都必须拟定据以界定这种国籍

的一项国际法规则。

3．因此，问题在于：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

告（A/CN. 4 / 530和 Add. 1）以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为基础拟定，并且将“公司”和“注册办事处”规定

为准则草案第17条第2款，是否适当地反映了习惯

法，或者是否有一个必须加以弥补的法律真空，以

期逐渐发展国际法。

4．虽然他认识到依赖公司和国家之间“联系”

要素的根本原因，但对于这种联系是否“真正”、

“有效”或者“适当”来说，他不愿意把它视为独

立、备选的要素。当委员会在2002年通过的第3条
中界定自然人的国籍国的时候，它并没有采用联系

概念。委员会应该对公司的国籍国采取同样的着手

方式，因为引进“联系”要素会导致复杂化。例如，

在华盛顿州成立、注册办事处设在华盛顿州雷德蒙

德的美国微软公司，从美国以外的活动赚取27%的

收入，并且同另外的 58个国家和地区有很密切的

联系。还有，总部设在伦敦的汇丰银行在香港还设

有实际总部，直到香港归还中国的时候，还同渣打

银行在一起，发挥着香港中央银行的职能。它在各

大洲的80个国家和领土开设了9 , 500个办事处。可

以说，所有这些国家都同微软公司和汇丰银行有适

当的联系。此外，一个公司很可能由于与它最密切

的国家在该国及其领土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

害。如果由于那种联系，该国被视为该公司的国籍

国，外交保护制度就无法发挥职能。他对布朗利先

生提到“适当联系”的案文无法苟同，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提议的案文则依赖国内法，它并不总是承认

公司的国籍。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案文也引进“联系”

要素作为备选准则，他引述了大多数股东是罗马尼

亚人的瑞士公司的情况。他理解为什么梅莱斯卡努

先生不希望瑞士政府在那种情形下行使外交保护的

原因，但他假定，梅莱斯卡努先生考虑到已经在罗

马尼亚发生伤害的情况。他不知道如果伤害发生在

日本，他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总之，如果委员

3 见上文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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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引进“联系”因素作为备选准则，它就必须

解决多重国籍问题，并且拟定一个处理这种情况的

新条文。

5．他对条款草案第 19条没有任何困难。他认

为，特别报告员将该条文同条款草案第 18条分开

拟订，是因为同第 18条不同，该条文处理了对条

款草案第17条第1款来说并不是例外事项的一个情

况。他无法领会公司不受损、而股东直接受损的情

况，但是，第19条似乎假定这种情况。由于公司的

外交保护问题不曾在该情况中发生，第 19条并不

是第17条的除外条款。第18条 (b) 项也设想了公司

的外交保护问题不曾发生的情况。例如，如果日本

的索尼公司由于日本政府的不法行为在日本受到损

害，那就不属于第 1条中所界定的对法人的外交保

护范围。因此，它不能够成为第 17条的例外事项。

因此，这个问题是对索尼公司国外股东的外交保护

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要得到处理，比较适当的做法

是把第18条 (b) 项移到第19条。

6．谈到条款草案第 20条，他对第一句的内容

没有问题，不过，必须使它的案文同第17条第2款
的最后案文保持一致。但是，方括号内的但书似乎

与第18条 (a)项抵触。第18条 (a)项规定，公司不再

存在以后，公司的国籍国不再有权行使外交保护，

但是，第20条的但书规定，国籍国仍然有资格以不

再存在的公司的名义行使外交保护。因此，应该删

除该项但书。

7．池先生说，他可以支持条款草案第 17条第

1款。他也赞成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一致的第 17
条第2款。他记得，国际法院不曾认为“真正联系”

是确定公司国籍国的备选准则，而认为它是公司和

注册办事处两项准则以外的一个要素。

8．关于条款草案第 18条，他可以接受特别报

告员为 (a) 项选定的措辞，它符合法院使用的通常

案文，不过，他认为比较可取的说法是公司破产，

而不是公司不再存在。至于 (b) 项，他认为，由于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使得公司受到损害的时候，

子公司和母公司的股东都应该受到保护。

9．他赞成维持特别报告员拟订的第19条，因

为特别报告员曾经说过，它是一项保留条款，提供

更多的法律渊源，以确保股东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

籍国的保护。他也赞成第20条目前的案文，尽管同

布朗利先生一样，他认为应该把正式提出求偿的日

期改为判决的日期，在法人的情况中，这个日期似

乎比较适当。

10．最后，他建议把条款草案第 17至第 20条
提交起草委员会。

11．布朗利先生评论山田先生以索尼公司为例

说明的论点，他说，如果委员会把重点完全放在

第17条第2款中所载列的两项准则之一，即：公司

或办事处，而不同样重视“联系”的要素，可能会

过度地限制了国籍的影响。此外，如果委员会坚持

认为，必须符合两项准则，就会把许多情况排除在

外，从而限制了以公司名义行使外交保护的可能

性。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因为不可能事先列出准

则。因此，他建议了“适当联系”的概念，以便有

可能设想容许行使外交保护的其他情况。

12．他不同意池先生的评论：第17条第2款中

提到的两项准则的选择符合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

理论根据。在该案中，国际法院不曾就加拿大公司

的国籍做出决定，因为该公司必须做出决定。

13．山田先生答复布朗利先生，承认他提到极

端的案例，还认为有必要在两个极端情况中作一个

折衷。

14．池先生说，他根本不渴望将注册国和注册

办事处国这两项准则合并，并且不反对将两者分开

处理。他记得，条款草案第17条规定了国家与公司

之间联系的一般规则。

15．梅莱斯卡努先生解释说，在他的提议中，

“联系”并不是一项附加准则，它只是在确定其他

准则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他不了解他引

述罗马尼亚股东占大多数的瑞士公司事例引起的关

切，并且担心，在详细叙述了公司国籍的概念以

后，委员会可能制订一项粗暴违反已经通过的自然

人外交保护条款的决定。

1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条款草案第 19条
中的保留条款不曾解决股东保护其自身权利的国籍



85第 2762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3 日

国权利问题，因为该条款排除了从编纂范围中提到

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好作为一项个别条款或作为第

19条的除外条款处理。

17．达乌迪先生也祝贺特别报告员编写了第四

次报告。他同意卡姆托先生在 2002年表示过的意

见：规定国籍和国内法规则作为国籍归属的指导方

针是国际的观点。“真正联系”准则的确可能限制外

交保护的范围，使得许多公司无法得到保护，除非

允许股东的本国在没有建立国籍联系的情形下保护

股东或其公司。条款草案第 18条在巴塞罗那电车

公司案的两个例外情形下保证这项权利，条款草案

第19条则指明：这是股东的、而不是公司的正当权

利。这项规定使得若干公司无法得到外交保护。有

些委员希望使股东的国籍国有权以公司的名义行使

外交保护，但是，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的修正案

文不曾这样做。因此，最好先澄清了这一点再将该

款提交起草委员会。

18．关于条款草案第 18条，他不反对在特别

报告员于两项个别条文中具体引述的两个情况中规

定一项除外条款，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对国家为了

行使保护提出竞争要求的看法。条款草案第 19条
没有形成任何困难，因为它编纂了最常见的情况，

主观权利受到损害的个别股东的情况，它符合对自

然人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中所规定的一般规则。关

于条款草案第20条，他认为，条款草案不应该在持

续性国籍中优待法人，而不优待自然人。因此，他

赞成将这一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19．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谈到条款草案

第17条第2款，他说，公司的国籍国概念应该作相

当广义的解释，即使因而偏离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的判决也不妨。确定国籍的准则应该在国内法中

寻求，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引起多重国籍问

题。因此，必须明确指出，有权作为公司的国籍国

行使外交保护的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使对于同一

个案件可能有许多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竞

争性的要求。这个解决办法可能很难转化为一项规

则，但是，可以在评注中予以解释。被视为国籍国

的国家的优胜地位应该以该国与公司之间的真正联

系为依据，但对这项联系作相当广义的解释，同时

考虑到——像布朗利先生所提醒的那样——国际

法院不曾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公司的国籍问

题不曾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浮现。或许工作

组应该在将条款草案第 17条提交起草委员会以前，

仔细研究所有这一类的问题。

20．条款草案第 19条可以视为第 17条中的规

则的另一个例外事项，它涉及股东所受到的直接损

害，可予列入第18条。这项规定是可以接受的，但

是，应该界定它的范围，因此，必须明确地区别由

于公司受到损害而损害股东权利的行为与由于法定

规则和公司法而直接损害股东权利的行为，巴塞罗

那电车公司案判决书中载有此类事例（第 47段）。

也可以在评注中说明这个问题。至于调用法律秩序

决定股东权利的事项，它必须是注册国的国内法，

包括公司是在违法国注册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

特别报告员认为可以援用法律的一般原则。

21．阿多先生说，只要将第20条结尾方括号内

的措辞删除，条款草案第19和第20条可以接受。

22．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加亚先生对条款草

案第 17条的非正式提案，对不想扩大对公司的外

交保护的委员来说，至少有利于解决两个问题：与

国内法的联系和国内法没有指定公司国籍的国家。

但是，由于一些委员对条款草案第17第2款的立场

产生深刻的分歧，或许应该要求成立一个工作组来

处理这项条款。但是，目前又可以将条款草案第18
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23．条款草案第 19条提出了一个形式问题和

若干实质问题。形式问题涉及该条与其他条款的联

系。条款草案第 19条是明确地作为第 17和第 18条
的例外条款提出的，实际上，它是与第18条处于同

一个层面上的例外事项。特别报告员个别地处理了

这个例外事项，因为他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

决极为信服，还因为这项例外条款涉及稍微不同的

情况，甚至认为可以把这个情况放在对自然人的外

交保护部分处理。但是，最好能够把它挪到第18条
中处理，至少重新审议三项条款之间的关系。

24．关于条款草案第19条的实质内容，特别报

告员不阐明股东的直接权利的内容，这一做法是恰

当的，但是，应该在评注中加以解释：应该根据注册

国的法律确定上述权利的内容。关于应该根据哪个

法系确定有侵害股东权利的情事，特别报告员又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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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认为，应该根据注册国的法系予以确定，不过，

在提到西电公司案的时候，他也考虑到在若干情况

下援用一般原则的可能性。委员会应该考虑一下这

样做的可能性，因为有些国家的制度可能不很明确

地界定：是什么构成违反上述直接权利的行为，因

此，或许应该借鉴若干共同法系中的一般法律原则。

有时候，一些公司根据某一国家的法律注册，但是，

在争端的解决等方面，却决定采用另一国的法律或

国际法。或许应该在评注中说明：如果对股东直接

权利的损害涉及上述各个方面，就应该适用公司的

创建股东们所选定的法系。一旦在评注中澄清上述

事项，就可以把第19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25．对有关公司持续国籍问题的条款草案第

20条，特别报告员适用了与自然人的持续国籍同样

的准则，但在加以修改的时候，考虑到法人不能像

自然人那样容易地改变国籍。要是在与条款草案第

17条第2款的关系上，放弃了严格的注册规则，而

采取适当联系，这一着手方式可能引起困难，可能

因而需要指定股东的国籍国、或指定大多数的股东

国籍国为公司国籍国。但是，股票经常换手，大多

数也会改变，因此对于确定公司国籍的准则，需要

谨慎处理。条款草案第 20条中方括号内的但书规

定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04段中提到的公司国籍

国和股东国籍国都有可能提出外交求偿的“时间上

的灰色地带”是有道理的。因此，应该删除最后部

分的方括号，并且在评注中做出必须的澄清，然后

把第20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26．加利茨基先生提到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
说，已经议定国籍国是公司注册国的规则。因此，

他提议，对于该条款中提出注册办事处准则这一有

争议的部分，应该改用下列措辞方式：“或以另一种

方式确认该公司取得国籍的事实”，这种措辞方式

与布朗利先生提议的措辞方式类似。特别报告员为

条款草案第 19条提议的案文完全可以接受。但是，

条款草案第 20条首先引起了术语问题。如果认为

国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样，“根据其法律注册的公

司”和“已经不存在的公司的注册国”的短语应该

分别改为“持有其国籍的公司”和“已经不存在的

公司的国籍国”的措辞方式。但是，条款草案第20
条也引起实质内容问题，因为如上所述，方括号内

的但书可能与第18条 (a) 项不一样。对于单一的情

况，即：当一个公司“由于受到损害而不再存在”，

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规定，股东的国籍国可以行

使外交保护，从而自动地排除了注册国，因为不能

持有多重国籍，而第20条第二部分却规定，注册国

可以继续为公司提出求偿。消除这项矛盾的一个方

法是将第 20条分为两款，第二款由方括号内的案

文组成，将其中的“条件是，”删除，并且在第18
条 (a) 项的“公司”之前添加“除了第20条第2款以

外，”等语。当然，在第 2款中给予注册国的权利

应该比条款草案第18条 (a) 项中给予股东国籍国的

权利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27．丰巴先生说，条款草案第 19条除其他外，

提出了区分权利与利益和这种区分的程序后果的问

题，以及是否总是需要很明确地区分公司的权利和

股东的利益这一更加根本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 88和第 91段以及第 89段中所

说：即使在西电公司案的情况中，国际法院也未能

阐述关于股东组织、控制和管理公司的权利的习惯

国际法规则这一事实，则对这方面还是有怀疑的余

地：这种规则是否真正存在？它们难道不是国内法

的初级规则吗？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90段中指

出，提议的案文没有答复股东权利的内容和适用的

法律秩序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有人认为，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中只是以例证方式提到

股东最明显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在每一个

别案件中，由法院确定这种权利的范围。关于第二

个问题，报告第92段载有发人深省的论点，但是引

起了实际上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28．条款草案第 20条中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是

关于公司持续性国籍原则的受理、确定和适用的实

践情况。应该考虑到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它

确定所应遵循的方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

性是，基于它的性质、内容和功能，自然人和法人

的国籍是一样的，两个情况，同样重要，因此可以

找到相似之处并且得出同样的解决方法；第二个可

能性是，不存在上述的相似之处，必须采取审慎和

明确的着手方式以便为两个不同类别的情况规定同

样的规则。与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03段中所叙

述的情况相反，这个问题首先是逻辑问题，其次才

是公平问题。第 20条的依据似乎是对关于自然人

和法人国籍的社会学和法律问题的类比，但是，只

有对实践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以后，才能够显

示这个论据是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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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最后，他认为，特别报告员在条款草案第

19和第 20条中的提议不无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

性，但是，应该更加密切和仔细地加以审查，同时

考虑到委员会就讨论期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必

要情况下在工作组范围内所达成的结论。

30．巴哈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

告中广泛地处理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及其

基本原则。在这项判决中，国际法院区分了两个实

体：公司和股东。国际法院确立了公司和所涉加拿

大情况两者之间密切而且固定的联系，阐明了可以

根据公司注册国和注册办事处所在地的法律行使外

交保护权利的原则。国际法院虽然拒绝了诺特博姆

原则的可适用性，却在两项例外情况下同意：股东

的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但它拒绝承认外交保

护第二权利的存在，即使注册国不愿意行使该项权

利，也不承认第二权利。特别报告员确认国际法院

的判决受到批评，可能需要脱离该项判决而拟订比

较充分符合外国投资现实情况的规则，并且鼓励外

国投资者采取外交保护程序，而不是双边安排的保

护办法。他也记得，在上述判决中，国际法院所做

的不是编纂国际法，而是解决争端。但是，特别报

告员在其报告第 27段中把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

判决定性为对公司的外交保护的精确陈述，这项矛

盾促使他为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公司国籍的七个方

案，并且拟定了对公司和（或）股东行使外交保护

的有关规则。

31．他认为，第一选项（注册国）是最好的一个，

因为它是最安全的一个，理由是它制定了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案中所阐明的规则，而似乎受到一些委员支持

的第四选项（经济控制国）则有其缺点，报告第32至
第36段中对此作了解释。因此，他赞成特别报告员

为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拟议的案文，方括号中的短

语被保留了下来，方括号本身则同“和”一起被删除

了。注册办事处的准则也许是多余的，因为登记是注

册的自然结果，但是，为了同国际法院所使用的措辞

方式保持一致，应该把它保留下来。

32．关于条款草案第 18条，他提议把 (a) 项中

的“地”改为“国”。条款草案第19条同条款草案第

20条一样，可以接受，但是必须把结尾的方括号删

除。他对采取超越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对

公司及其国籍国之间的联系给予比较灵活的定义的

做法，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布朗利先生和加亚先

生的提案没有帮助。布朗利先生的提议比较广泛，

但是，定义必须精确和简明。

33．加亚先生宣读了他对条款草案第 17条新

案文的提议：

“根据其法律组成公司并且设有该公司注册办事

处的国家有权作为国籍国对该公司受到的损害行使外

交保护”。

34．这项提议旨在顾及有些国家可能没有关

于公司国籍的规则所引起的关切。另一个目的是

纯粹为了外交保护的目的而拟订一项规则，并不

是要使新的国籍准则凌驾于一些成员国所使用的

准则之上。

35．佩莱先生说，加亚先生的提议根本不能解

决他的关切。布朗利先生的提议同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提议一样，比较有利于形成

一份折衷案文。

36．主席请特别报告员总结一下关于条款草案

第17条的辩论情况。

37．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条款

草案第17条第1款重申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基本

原则。委员们多半赞成，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处理了

起草问题。因此，他建议把它提交起草委员会。

38．但是，就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来说，辩

论已经转变到一个新的方向，目前有人建议采用注

册国、注册办事处和社会中枢以外的准则。有些提

议，例如加亚先生的提议，是审慎的。布朗利先生

的提议也是这样，他对这一点的解释是：要使准则

更加灵活，以便包括社会中枢，但要列入提到股东

国籍国的文字。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

生的提议比较激进，意味着揭开公司的面纱，以便

查明与公司的联系最密切、从而成为公司经济控制

地的国家。这一着手方式很难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一致，倒是符合强调与国家联系原则的诺特博姆

案的方针。但是，由于委员会没有在条款草案第 3
条中遵循诺特博姆案中有关自然人的检定，对法人

进行这种检定可能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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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已经提出的关于双重保护的其他问题也就

是注册国和社会中枢国都对同一公司行使外交保护

的情况。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已经有一些法

官支持过这个概念。总之，绝不容许多个国家采取

行动。如果委员会承认股东的国籍国，并且如同他

在报告第 104段中所引述过的杰索普法官所说的那

样：“被告可以表明他已经同其他索赔人达成全面

的解决来排除某一位索赔人”［第200页］，就会出

现相反的情况。但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的判决中明确地反对双重保护或在对公司和股

东的保护方面的第二权利的概念，判决书第 88段
中曾提出这个论点：“若是向一代表外国资本的公

司实施不法行为的问题，则国际法一般规则授权公

司的国籍国单独提出索赔”。其含义可能解释为：

有若干国籍国单独提出索赔或只有一个国家提出这

一索赔。

40．关于第 2款，委员会可以继续在全会上辩

论（它不曾建议采取这一方式），或者将这一款提

交起草委员会或关于这个议题的工作组。许多委员

支持第 2款的根本概念，但不一定支持具体案文，

即拟定的条款必须强调公司和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

之间的正式联系。但是，如果许多委员主张列入真

正联系概念，尤其是确定公司经济控制地的提议获

得支持，则这个问题应该交由一个工作组审议。他

认为应该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将这个事项提交起

草委员会。

41．是否将条款草案第17条第2款提交起草委

员会或将其提交一个新成立的工作组对其进行深入

审议呢？表决以后，主席说，由于第二选项的赞成

票获得微弱多数，这个问题将交由一个不限成员名

额的工作组审议，由特别报告员主持。

就这样决定。

4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鉴于加

亚先生建议把两款合并，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在工

作组达成决定以前，先不要对条款草案第17条第1
款做出最后决定。他督促委员们踊跃参加工作组，

以避免稍后在全会上对整个问题重新展开辩论。

43．卡姆托先生说，比较可取的做法是，工作

组只把重点放在第 2款，即使这样做意味着起草委

员会将在稍后审议是否将这两款合并。第 1款采取

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措辞方式，它明确显示

了国籍概念中外交保护的核心。因此，他希望，委

员会不会看不到这个根本概念，一定要把它列入条

款草案。

44．主席确认工作组将把重点放在条款草案第

17条第2款。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

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4）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45．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介

绍了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分担的

法律制度第一次报告（A/CN. 4 / 531），他说，该报

告分为三部分，他将逐个审议。

46．该报告第一部分摘要叙述了委员会关于国

际责任问题的工作，尤其是两位前任特别报告员昆

廷－巴戈斯特先生和巴尔沃萨先生关于本专题的工

作。委员会的工作组在 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

编写的条款草案中，除其他外，处理了旨在根据

“受害人不应承担全部损失原则”达成公平解决办

法的协商责任制度。5

47．在委员会工作期间，针对尚未解决的这个

问题的四个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第一个方面是，

根据昆廷－巴克斯特先生和巴尔沃萨先生采取的着

手方式，预防与责任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个问题

已经根据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将两个

专题分开处理的决定获得了解决。6 因此，委员会

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已经能够制定关于预防危

4 见上文脚注2。
5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第21条。

6 《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5和
第168 (a)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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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一套条款草案，共19条。7另

外的三个问题是：(a)国家赔偿责任和严格赔偿责任

作为创建国际制度的基础的作用；(b)活动的范围和

划定“跨界损害”的准则；以及 (c) 损害的级限。

48．首先，历来有人认为，对国家赔偿责任的

强调是把重点放错了地方。人们担心，在许多领域

中缺乏关于不利的跨界影响、且在科学上得到证实

的既定国际标准的情况下，建议采取的办法可能相

当于不加禁止之活动的绝对赔偿责任，是国家所不

能接受的（报告第18段）。也有人认为，应当不要

不适当地在国际上强调严格或绝对的赔偿责任，各

国对赔偿采取比较务实的做法，而不信赖任何一个

连贯的赔偿责任概念。

49．两位前任特别报告员历来都小心地限制活

动的范围，把重点放在跨界活动对物质环境的影

响。为此目的，虽然他们曾经决定不要拟定一个可

适用条款草案的活动清单，委员会却制定了明确的

划界准则，例如将对地球公域造成的损害排除在条

款的范围之外，把这个问题留给随后根据大会的单

独授权进行的研究。他曾在报告第 28段中提到这

个事项。

50．委员会在谈到预防制度所规定的触发义务

的损害门槛时，认为，这个门槛应该是“重大的”

损害。由于对于把门槛定在危险活动引起损害情形

下分担损失的任何模式的范围内达成了广泛共识，

报告建议接受同样的“重大损害”门槛，作为触发

赔偿义务的级限。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37
段中所述，2002年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为解决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造成的

国际责任而设立的工作组，建议委员会把专题范围

限定在预防制度所包含的同样活动，但是，它也应

该把重点放在不包括国家责任在内的许多原因所造

成的损害，它应该处理由涉及危险活动的不同人员

分担损失的专题，它应该在本专题的范围内列入人

员、财产受到的损失（包括国家继承物和国家遗产

的要素），以及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8

7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7段。

8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7和
第448段。

51．最后，报告第一部分指出三个主要的政策

考虑因素，成为国际赔偿责任专题的考虑基础，即：

(a) 每一个国家必须在其境内有与其他国家的权利

和利益相容的尽可能多的选择自由；(b)为了保护上

述权利和利益，需要制订预防措施并在发生损害的

情形下制订赔偿措施；(c) 在与上述两项原则一致的

情形下，无辜受害人不应该承担损失或受伤后没有

得到帮助（第43至第46段）。2001年通过的条款草

案 9已经处理了第一项目标，并且部分地处理了第

二项目标。委员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处理余下的

政策内容，即：鼓励各国缔结国际协定，制定立法，

执行迅速有效补救措施的机制，包括在遇到重大跨

界损害的情形下提供补偿。

52．虽然得到普遍支持的建议主张任何赔偿责

任和补偿制度应该着眼于确保无辜受害人不承担危

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损失，但是，一般认为，基

于许多原因，不可能在每一个情况下都能够给予充

分和完全的赔偿。同时，任何分担损失的制度都应

该鼓励所有与危险业务活动有关的人采取预防或保

护措施，以避免损害；补偿任何受害人受到的损害；

并且通过费用的内部化发挥经济功能。

53．按照委员会委员们和各国在大会中的建

议，报告第一部分 A 节首先审查任何跨界损害引

起危险和经济损失代价的各部门和区域条约和其

他文书（第 47 - 113段）。其中包括：还没有获得

批准、但是作为一个模式，对委员会的工作，尤

其是对于损害的定义，起到重要指示作用的 1993
年《关于对环境危险活动所致损害的民事责任的

公约》；《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所造成损害

的责任及赔偿巴塞尔议定书》；以及关于石油污染

和核活动引起损害的责任制度和关于外层空间活

动的责任制度的文书。

54．目前主要在欧洲正在议定一些新文书。规

定创立赔偿责任和赔偿制度的其他现行国际和区域

文书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以及《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

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

约》等等。

9 见上文脚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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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上述文书有些还没有生效，有的已经得到

普遍批准，却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报告第二部

分 B 节中对此作了说明（第114 -121段），即：

(a) 国家赔偿责任似乎是例外事项，在外空活

动的情形下才获得接受；

(b) 必须不是名义上的或者可以忽略的损害，

而是可以觉察的或者可以验证的损害，才通过单

一实体统一办理赔偿责任，在固定业务活动的情

形下，则通过设施的经营者办理。但还有其他可

能性，例如，在船舶的情形下，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的是船东、而不是经营者。真正的主要原则看来

不是说，需要负责任总是“经营者”，而是说，在

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对危险进行最有效控制的团

队应该负主要责任；

(c) 在遇到危险活动的情形下，控制活动的人，

其赔偿责任是严格的，但也是有限的。这样做的道

理是需要反映“污染者付费”原则，但是，在一些

情形下，可能被公平分担危险的原则所取代，由国

家给予大部分补贴；

(d) 当补偿义务以严格赔偿责任为依据的时

候，通常做法是把赔偿责任限定于普遍可以保险

的限度。大部分的方案规则，经营者必须购买保

险和另一些适当的有价金融证券，以便利用该方

案。当然，有限赔偿责任常受到批评，认为不能

充分鼓励经营者采取更严格的防范措施。如果限

制定得过低，该计划甚至可成为污染或造成损害

的许可证。如果造成损害，该计划也不能满足无

辜受害者提出的所有正当要求和索赔；

(e) 大多数有关危险活动的赔偿责任制度都规

定，应提供额外资金满足对损害提出的索赔要求，

特别是支付应急和恢复措施的费用，各国在损失分

担中承担一定的份额。但是，其他份额是由缴款者

创立的共同基金承担，有些缴款者是同一类危险活

动的经营者，有些是对危险活动的进行有直接利益

的实体；

(f) 世界上许多国家认为严格赔偿责任属于所

有法律体系。究竟是否国际法一般原则，是可以

论证的，无论如何，可以视为逐渐发展国际法。

对于并不危险、但仍有造成重大损害之危险的活

动，或许会有可以与过失或疏忽相联系的较好的赔

偿责任情况；

(g) 从事件本身的实质看来，过失赔偿责任制

度也许能够更好地为无辜受害者的利益服务，但值

得作为赔偿责任的一种选择加以保留。就过失赔偿

责任而言，受害人有机会诉诸证据和推理规则并非

不寻常。如果取消举证责任，可要求经营者证明他

已采取一名理智和谨慎者针对作业风险可望相应采

取的一切谨慎措施。

56．报告第二部分C节（第122-149段）处理了

涉及民事责任制度的一些重要问题，其根源在于每

一个国家法律的发展和法律在国内管辖范围内的适

用，由于国情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取决于占优势的

法律体系。

57．因此，造成的损害与被指称引起损害的

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以及与可预期性、接近

性或直接损失有关的问题并不是以一致的方式处

理。必须指出，一般都不支持对环境本身造成的

损害的赔偿责任。另外，在对环境或自然资源造

成损害的情形下，一般都对于合理的或经“核可

的”或“授权的”预防性或事后恢复或复原措施引

起的费用的补偿权利或偿还做出规定（第 131段）。

“合理性”准则是指依据主管法院的法律考虑到所

有情况以后认为适当和相称并且符合成本效益的

措施。

58．对民事责任制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所涉

法律问题是复杂的，只能根据特定案件的是非曲直

加以解决，此类解决也取决于着手处理案件的管辖

权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虽然商定特定条约安排来解

决适用于某一活动的法律制度是可能的，但不能就

民事责任制度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如果尚认为可

取，应严格属于关于国际私法的统一和逐渐发展的

法庭。

59．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报告的第三部

分中（第 150 - 153段），他提出了需要审议的一些

呈件。尽管各项计划显示了共同的要素，但它们

也显示出， 每项计划是为其自身的情况订做的。

不能断定在每一案件中商定赔偿责任公约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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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地履行职责，以任何特定的一套因素为基础

的公约就更不用提了。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让原

告在最合适的管辖区提起诉讼，或者商定一项特

别的解决方法， 可以同样出色地履行这一责任。

最好给予各国足够的灵活性，来拟定适合其特别

需要的责任计划。因此，委员会赞同的分担损失

模式应该是一般性的，同时也是备用性质的。

60．为拟订这一模式，考虑到委员会早先在报

告第 153段中为这个专题所作的工作，他提出下列

建议。如果这些建议普遍得到接受，就能够为拟订

关于国际责任专题的更加精确的条款草案提供依

据，使委员会能够充分地履行其任务。委员们也可

能愿意评述一下适合的文书类型和委员会履行其任

务的最佳方式。一个可能的做法是，拟定一些条

文，并建议通过这些条文，列入关于预防制度的框

架公约草案的议定书。但是，他愿意采纳得到大多

数委员批准的任何建议。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63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

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

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薛女士、山田 
先生。

  –––––––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

（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1）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考虑到前一届会议

设立的工作组的工作成果 2 以及第六委员会的认可，3

她希望整个专题的可行性将不再成为问题。

2．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A/CN. 4/531）组

织得很有条理，但导言部分的语气过于悲观。毕

竟，特别报告员在 2002年不仅得到本委员会的支

持，还得到第六委员会的支持，正如秘书处编制的

关于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的

专题摘要（A/CN. 4 / 529）中所表明的。大会曾对昆

廷－巴戈斯特先生多年前就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受影

响国从损害来源国获得赔偿的权利提出的建议给予

肯定。同样，巴尔沃萨先生关于补充保障措施的建

议也被接受。报告中提到了 1996年工作组而且显

然多数委员曾赞成其结论。令人困惑的是不曾立即

对这些结论采取进一步行动，假如特别报告员曾向

委员会更深入地说明遇到的困难从而使委员会能够

设法克服这些困难，本来是可以有所助益的。

3．关于2002年工作组的建议，“无辜受害者”4

一词使用得不恰当，尤其是对环境或全球公域而

言，很难适用“无辜”这类道德标准。此外，2002
年工作组讨论了“重大”损害 5的门槛问题，但为了

赔偿的目的，提及“明显”损害便足够了。

4．关于政策方面的考虑，根据报告第43段，委

员会应致力于“鼓励各国缔结国际协定，制订适当的

立法和执行机制，以便迅速有效地采取补救措施”。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2-
457段。

3 2002年11月19日大会第57 /21号决议，第2段。

4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50段。

5 同上，第4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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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委员会的任务要广泛得多，也就是说要拟定规

则。虽然委员会不能将这些草案规则强加于各国，但

它不应当只提出“软”建议或非常一般性的准则。

5．第 44段让人觉得无辜受害者总是要承担部

分损失，这在实际中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难以

对这种损失进行量化。尽管如此，委员会也不应背

离这样一种假定，即受害者无须付出任何代价。

6．特别报告员对损失分配模式的分析非常有

用，结论是，除空间活动外，国家赔偿责任是极其

例外的情况。她认为，国家几乎总是起一种后备作

用，或者直接（例如在公约中规定由国家承担经营

者不能负担的损失），或者间接（由当事国建立基

金）。当然，主要责任实体应当是经营者。但是，她

赞成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不应由经营者而应由控

制活动的实体来承担责任。值得指出的是，若干公

约提到“经营者”，而有关者很可能是起控制作用

的实体。例如，《关于对环境危险活动所致损害的民

事责任的公约》第2条将“经营者”的概念扩展至控

制某个程序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任何人。

7．特别报告员曾说要介绍一些赔偿责任模式

和赔偿制度，但是她希望报告员能够做得更多。国

家有责任为公平分配损失做出安排。因此有必要起

草一般规则，哪怕是备用性质的。

8．关于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53段中提出

的建议，所建议的任何制度的确不应损害根据本国

法律所界定的民事责任提出的索偿要求（(a)分段），

她想增加一项但书，即不一定总是必须先用尽国家

补救措施之后才能诉诸国际机制。在某些制度下，

有可能直接提交国际机制。委员会或许应说明可以

援用民事责任，但不必在用尽之后才可诉诸国际争

端解决和损失分配机制。此外，应可诉诸若干国家

法院，至少在损害起源国和损害发生国中。

9． (b) 分段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她同意 (c) 分
段中的建议，即范围应与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的范

围相同。尽管如此，应采用较低的门槛，即用“明

显”损害而不是“重大”损害。

10．关于 (d) 分段，有必要对“国家赔偿责任

是种例外”这个断言加以限定——即当国家发挥

主要作用，而不是后备作用时，这是一种例外。甚

至《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公约》和《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草

案，6 虽未生效，但也以此为标准，同样各种基金和

其他机制也间接地这样做。从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大

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专题摘要

第 171段可以看出，多数代表团支持国家承担后备

赔偿责任。事实上国家有责任要履行这一事实鼓励

它采取预防措施，而这反过来可促使遵守关于预防

跨界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条款草案。7

11．显然，这种因果关系应当只以合理性原则

为基础（(e)分段）。但是在由若干来源引起的损害问

题上（(f) 分段），一种共同连带责任制度比公平分摊

制度要好，因为可以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保障。

12．经营者的责任无论是否有限（(g) 分段）总

是应当由其他供资机制加以补充，但是“有限”一

词造成了一些困难。即使存在完全责任，经营者恐

怕也无支付赔偿的经济能力，因此需要有其他赔偿

来源。委员会还必须考虑保险公司不愿为活动保险

的情况。虽然经营者可能负有完全责任，但没有人

愿为受害人的损失做出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显然

需要有补充基金的保障。

13．关于 (h) 分段，国家肯定必须在关于预防、

保护和国家基金方面制定国内计划，但是委员会在

目前阶段不应背弃为某种争端解决机制，如仲裁机

制做出安排的义务，而且它应就这种机制是否应是

强制性的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4．她完全赞同 (i) 分段中的考虑。至于 (j) 分
段和 (k) 分段，对给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应予以赔

偿，而不只是作为对人员或财产的损害。《关于危害

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和欧盟指令

草案中都采取了这种立场。8

15．她反对特别报告员关于拟定一般规则作为

预防条款议定书的建议，这种做法将把预防作为一

6 《欧洲共同体官方公报》，2002年6月25日，C151E，
第1322页。

7 见第2762次会议，脚注7。
8 见上文脚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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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要义务加以强调，而把赔偿仅作为一项附带义

务。事实上这两者应是同样重要的。最好是制订一

项具有两部分的公约，一部分涉及预防，另一部分

则涉及对损害的赔偿，并载有规则阐明关于赔偿责

任的一般原则。这一设想，正如专题摘要第 179段
所表明的，得到了第六委员会的支持。

16．佩莱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博学又卓

越，但仅证实了该专题无助于法律的编纂和逐渐发

展。他怀疑该报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其标题所

表明的，主题着重于界定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

况下损失分配的法律制度，其实，如果在此谈论的

是赔偿而不是损失或许会更简单一些，因为这才是

问题所在，或者，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38段中

更明确指出的那样：“促进一种更公平、更快捷地

赔偿跨界损害受害者的做法”。他想强调“跨界”一

词，因为特别报告员没有完全紧扣专题，特别是在

引述奥克泰迪矿案（报告第143至第149段）或博帕

尔灾难诉讼（报告第 149段脚注）时。对于一个已

经困难的专题，不宜于再纳入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

国领土境内的活动而造成的损害问题，尽管事实上

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报告第19段脚注）也支持建

立一项多国公司赔偿责任制度。

17．出于类似理由，起码他不愿看到委员会着

手进行一项旨在为跨界损害受害者建立更迅速、公

平之制度的研究。这份报告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论据

阐明这项任务超出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委员会的

任务是致力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而且

尽管其章程中未做出明确规定，但委员会主要是，

如果不是专门地，针对国际公法来履行这项任务。

然而，特别报告员自己曾承认国际责任不是一个容

易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专题（报告第2段），而且1980
年代中对这一专题本身的价值或可行性可能表示的

任何怀疑（第9段），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顽

固。委员会自 1970年代以来就一直为这个专题所

拖累，从来不能完成它。或许如托穆沙特曾强调的

（报告第 18段脚注），这是因为一种整体办法不宜

于产生积极结果。9 特别报告员自己也承认是如此，

9 C. Tomuschat,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out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 Francioni and T. Scovazzi, ed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Harm (伦敦，格雷厄姆
和特罗特曼出版社，1991年 )，第 37-72页，详见第 55页。

他说（第150段）“所涉法律问题是复杂的，只能根

据具体案件的案情加以解决”，也就是说要根据情

况、损害或危险的性质而定。

18．特别报告员的另一项反对意见（报告第24
段），与委员会自己于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得

出的结论一样，是“要求补偿的趋势是重实效的，

而不是以一致的赔偿责任概念作基础”。101997年，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工作组认为“这个专题的范围和内容还不

明确”11（报告第33段）。归根结底，无论是在文献

中，还是在判例法或实践中，都没有就任何事情达

成任何共识，但特别报告员所列举的诸多公约表明

“不可能有单一的损失分配模式”（报告第 46段）。

这对于国际法律和各国国内法律来说确实如此，正

如报告中反复指出的一样——例如第 117段的一个

相关脚注或第125段。关于国内法律，应顺便指出，

根据法国的本国法律，以及很可能在其他对行政法

和民法加以区分的制度下，无过失责任现象不只在

民事责任中，而且在行政责任中也大大增加了，特

别报告员没有提及这种现象的依据，但委员会或许

应给予一些考虑，这就是所有公民平等分配公共负

担的原则。

19．无论是在因果关系、注意义务、损害定义

还是专属管辖权方面，特别报告员承认没有一项特

定的解决办法得到广泛的支持（第128段），而且不

能得出一般性结论（第150段）。当然，有一些好想

法，如设立国家或国际赔偿基金，但这不属于编纂

或逐渐发展的范畴，而是国家之间的谈判问题。或

许值得在拟定统一法律方面或在国际私法领域发掘

可能性，但这是私法编纂机构的事情，而首当其冲

的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不是本委员会。

20．其他人很可能会说是第六委员会需要这个

专题，但他对此并不很肯定，而且他怀疑本委员会

是否不曾强加于它。无论如何，本委员会没有受到

任何阻碍，完全可以向第六委员会说明它走错了

路。如果本委员会真决定要着手这项“不可能的任

10 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作
组的报告，《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1，
第120页，第5条评注第32段。

11 《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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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且很可能是一项无意义的任务——那样

本报告便是这样做的最好依据。但目的是什么？仍

然是个迷。

21．他想挑出一些实质性内容加以评论，以便

在结束时显得更积极一些，但条件是在今后会议上

审查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如果这确实必要，但

他表示怀疑——时须进行某些调整。首先，委员会

必须避免提及“民事责任”，因为纳入“民事”这个

修饰语将会使来自那些对行政法和民法加以区分的

国家的法学家感到困惑。纳入对国家自身造成的伤

害（如报告第40段中所建议的那样）可能是个好主

意。请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原谅他的不同意见，为了

避免重复相同的工作，明智的做法是在本草案中采

用与在关于预防危险活动引发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

案中所采用的相同的责任门槛。

22．他完全赞成特别报告员第153段 (d) 分段中

提出的建议，大意是关于赔偿责任制度不可能得出

一般性的结论。如果情况如此，对委员会来说，唯

一合理的可能性——倘若它希望投入这项任务，而

他本人是不赞成的——是试图制定仅作为备用的示

范条款。绝对清楚的是，在赔偿责任，包括经营者

的赔偿责任问题上，没有任何一般性规则是恰当的，

而且在这个领域中也不可能采用任何统一规则。

23．他无法理解为什么 (e) 分段中要对“合理

性”和“因果关系”加以区别；因果关系是合理的标

准。(f) 至 (k) 分段中明确表明该专题的编纂时机尚

未成熟。此外也不清楚最后成品该采取什么形式：

肯定不是一项公约，不过示范规则或许是适当的。

最后，不应将本专题与预防专题结合起来，因为与

后者不同，本专题还不到编成法典的时候。

24．加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体现了一

种值得注意的努力，要概述一个极其困难专题中

涉及的所有问题。 报告中含有数量惊人的材料，

无疑会有助于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在报告的最

后部分中，特别报告员扼要概括了一些尝试性的

建议，有待委员会做出反应。由于委员会内部对

所建议工作的可行性存在意见分歧，更明智的做

法本来应当是特别报告员在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之前让委员会先做出反应。但情况恰恰相反，特

别报告员给读者制造了困难。

25．在对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做出答复时的主要

困难是，尚不清楚所设想的是何种类型的最终产

品。一方面不清楚“损失分配模式”应是一种条约

制度模式还是一种与国家法律平行的模式；另一方

面也不清楚这应是一套建议还是准则，使国家和其

他有关人员在确立一种制度时能够全面评估问题。

就目前来看，所建议的似乎是后一种模式；的确，

这也许是较容易的解决办法。

26．报告第二部分表明存在一系列条约制度，

主要目的在于涵盖特定风险。这些制度种类繁多，

体现了特定部门参与的必要性并使人怀疑是否有必

要努力概括一种一般和备用制度。如佩莱先生所提

醒的，特别报告员自己曾在报告第 46段中指出这

些条约“表明不可能有单一的损失分配模式”。在

借鉴这些条约制度之前，首先应评估它们对特定部

门是否合适。为此有关条约的批准书数量不一定起

决定作用：一项条约可能只因为表述不明确而得到

广泛批准。此外，并非所有条约都与委员会工作中

的这个预期的案由事项，即跨界损害问题有关，因

此它们的内容可能是不可置换的。

27．关于报告最后部分中提出的某些建议，他

犹豫是否应像第 153段 (a) 分段中所提出的那样，

建议采取一种“不妨碍根据民事责任提出的索偿要

求”的制度。设想一种能涵盖损失分配各个方面的

全面制度似乎更合理。如果根据一项条约或其他制

度经营者负有责任，那样就没有理由期望增加另外

的责任来源。在研究损失分配问题时应当采取全面

的办法，要顾及到国内法律制度。

28．对于第153段 (d) 分段中关于“最能控制活

动的人”应承担首要责任的建议，或许应根据发生

损失时保护财产的必要性来重新予以审议。这似乎

是认为应由船主而不是租船人对船舶造成的损害负

责的主要理由。于是这便促使船主对风险投保，而

且他们可以将费用转移到租船人身上。

29．至于造成跨界损害的国家内部的活动，在

原因所在地区内也可能发生一些损害。在一种全面

性制度中，这种损害不应被忽略。《核损害补充赔偿

公约》第十一条也设法保护在设施国境内遭受损害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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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最后，由于经营者根据严格赔偿责任制度

负责赔偿的数额可能不足以覆盖所有损害，因此一

种可行的方案应考虑让许多国家参与，无论它们是

否参与了实际危险活动，都可以为损害提供部分赔

偿。《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第四条对这种安排作了

规定。然而，很难概括补充《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

公约》的《关于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国际公

约》采取的解决方案，其内容见报告第47和第48段，

因为在其他案件中不存在类似情况。如果有意确立

一种可行的赔偿制度，就不能忽略国家的作用。

31．曼斯菲尔德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不仅

明确说明了委员会为什么一定要处理好跨界损害情

况中的损失分配问题，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基

础，使上届会议成立的工作组 12 能够赖以将问题向

前推进。

32．一些委员仍然想避免这个专题，但他个人

认为出于一些理由委员会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第

一，当初是委员会自己认为国家责任专题只限于国

际不法行为。而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些十

分著名的作者曾努力指出这一点。尽管如此，这是

委员会选择的办法。第二，委员会确立的预防和反

应义务很重要——他还会重提这个问题，但是这

些义务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一场事故的风险。第

三，如果履行了预防义务但仍然发生了损失，那样

索偿要求便不可能以不法行为作为理由。第四，除

非让遭受损失的人，也就是无辜受害者来承担后

果，否则委员会迄今的工作存在着差距——而且

这个差距很明显，足以要求委员会予以弥补，不然

它将失去信誉。

33．对现有制度的调查确实非常有用。他不想

对损失分配方面采用的不同办法，或对采取这些办

法的理由发表意见，只想指出所有这些办法有种共

同的东西，就是都认为预防胜过对策。应当承认，

不同部门在预防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令人

遗憾的是在某些部门中可预防的事故仍然发生得太

频繁。然而，一般来说，从事危险活动的所有经营

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

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认识到由事故带来的费

12 见上文脚注2。

用，无论赔偿责任是什么，都非常高而且从机器和

人员停工时间、生产损失、无法满足订货和声誉损

失各方面来看，可能是其企业唯一最大的花费，而

这是可以预防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些因素，而

不是因为认识到有法律义务要采取预防措施或要支

付赔偿，日益促使经营者采用最新预防技术，设法

遵循不断改善的程序并努力克服自满情绪。事实上，

在世界任何地方已没有任何从事危险活动的企业能

够继续忽视这些管理方面的认识却还想经营下去。

34．委员会的工作有两个意义，在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中都得到了承认。首先，委员会要确保其工

作成果有助于促使那些确实能控制风险的人采用最

佳风险管理技术。其次，委员会正在努力处理的损

失分配问题是备用性的，不能企图代替现有制度，

更不能阻碍专为特定部门订制的新制度的发展，或

试图提出某种兼顾所有可预见情况的新的、详细的

全面制度。

35．显然，针对有关活动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具

体制度有很多好处。但必须承认这些具体制度迄今

取得的成功有限。更概括地说，一种具体制度的目

的是确保事故发生后能够适当分配损失，具体地

说，就是要确保不让既未参与有关活动又未从中受

益的无辜受害者承担损失。然而，出于各种理由无

法达到这一目的：有关制度可能未得到实施；有关

国家可能未参加该制度或不在其涵盖范围内；可能

不曾预见特定的损害风险或损害本身的性质，而且

这些可能未被涵盖在制度范围内；或者最佳预防做

法在特定事故情况中可能证明是无效的。

36．委员会有必要仔细考虑如何确立一些剩余

义务以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由既未参与危

险活动又未从中获益的无辜受害者承担全部损失，

而得不到任何支持。不过，委员会在这样做时不得

歪曲对那些最能够控制风险的人的鼓励措施。这也

许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是不够的，但至少要让有关国

家承担一定的剩余义务，以便在事件发生后的意外

情况中处理损失分配问题。不过，这是需要进一步

思考的问题。

37．他同意报告第 152段中提出的建议，即模

式应是一般性的和备用性的。此外他还支持第 153
段 (a) 和 (b) 分段中的建议，大意是模式不应损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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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律、国际私法或与国家责任有关的国际公法所

规定的补救措施。虽然他持有一些保留意见，但他

目前可以接受 (c) 分段中关于将范围限于预防条款

草案范围的建议。但是，委员会在其工作的某个阶

段将必须进一步审议对全球公域的损害问题。

38．他同意关于重大损害的门槛的建议，尽管

这很实际，但“门槛”在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被当

成一个问题。在一种备用制度中，要处理的损害的

程度永远都不会低于“重大”。至于 (d) 分段，他已

经指出，需要对那些最能控制风险的人给予最大鼓

励来管理风险，包括管理赔偿责任。

39．大体上说，(e)至 (i)分段中的意见很好，不

过其中包含的材料非常浓缩，工作组需要对某些方

面开展进一步讨论。(j) 分段和 (k) 分段提出了需要

进一步思考的难题。世界对环境损害的态度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认为这种损害只关系到发生损害的

国家这种观念已不再符合当前的事实，人们现在越

来越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全球相互关联的。至于 (k)
分段，涉及到旅游和利润损失问题，赔偿责任本身

可能是个困难的概念。不过，如果有明确的因果关

系，那样在违背国家责任的情况下便可能有理由提

出索偿要求。此外，应当承认对于某些较小的经济

体来说旅游损失几乎可能是种灾难：想到它们可能

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而得不到任何支持，这很难与任

何公平的意识相符合。报告为工作组进一步探讨这

些难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框架。

40．最后，他从注重实效的角度出发，认为关

于工作最终形式的决定，可能会从工作组的持续工

作中产生。

41．布朗利先生说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让他觉得

很难。这不是特别报告员的错，他提供的概述是有

帮助的，但委员会在处理严肃的结构问题方面需要

指导。所建议的制度将是一般性和备用性的。这将

不会是一个一般国际法制度，因为委员会并没有在

编纂这种法律：它在创建一个全新的制度。

42． 目前仅有的条约模式是高度政治性的。

例如，构建欧洲核制度是为了限制责任以保护新

兴民用核能的发展。因此，该制度体现了一种努

力，要在进行一项既定活动时使风险与可能性相

平衡。 这类制度显然与委员会目前的任务无关。

因此，他对委员会审议中可能产生的备用制度的

性质仍不能信服。

43．昆廷－巴克斯特先生在其关于国际责任的

各份报告中所采用的办法继续在这方面产生影响。

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不曾在国家责任和其他考虑之

间加以区分，而且他在其报告中列举的所有例子都

是很明确的国家责任方面的例子。

44．委员会确实必须对仲裁方面的可能性做出

规定，但是他疑惑在这种情况下可适用什么样的法

律。条约制度是独立的，并且以其自己的方式处理

仲裁问题，但是委员会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现在还

不清楚。

45．显然，委员会必须处理那些严肃的结构问

题并要避免在第六委员会中引起反应，这可能损害

其目前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 
（ A/CN. 4 /529 , E 节；A/CN.4 /532，13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工作组的报告

46．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工作组的

报告时指出，考虑到全会中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

他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一次会议提交了条款草

案第2条的修订案文，其中删除了关于“政府职能”

的提法。在一次讨论之后，工作组就一项新案文达

成了一致意见，他现在就将这项案文提交给全会以

便转交给起草委员会。

47．新案文就“国际组织”提出了一项定义，

旨在涵盖根据条约或其他国际法文书建立的拥有

国际法律人格的所有国际组织。案文没有提及“能

力”，因为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违反了国际法规定的

*  续自第2756次会议。

13 见上文脚注1。



97第 2763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8 日

某项义务，那样无论如何都应当引起其国际责任。

这项定义强调了国家的主要作用，但也承认组织的

成员可能包括非国家实体，如其他国际组织、领土

或私人实体。工作组通过的案文如下：

“第 2 条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国际组织 ’ 一词是根据

条约或其他国际法文书建立的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

格［有别于其成员国的］的组织。除国家外，国际组

织的成员还可包括国家以外的其他实体。”

48．许多委员参加了这次工作组会议并作出了

积极贡献，他对此表示感谢。

49．庞布－齐文达先生说，他不是起草委员会

的成员，所以他想表明自己完全支持经过修订的第

2条，但要求将方括号中的内容删除。

50．薛女士说她未能参加工作组的会议，但看

来似乎仍需要全会对新案文赖以为基础的政策问题

发表意见。她同意第 2条是本条款草案中最困难的

条款之一。以往的公约中曾使用“政府间组织”的

说法，但未加以定义。不过既然委员会已经同意将

“政府间组织”作为本条款草案的目标，为之下定

义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51． 她对特别报告员最初报告的第 2 条（A/
CN. 4 / 532，第 34段）持保留意见，但新版本的措

辞仍有些问题。例如，“根据条约或其他国际法文

书建立的”这种措辞不一定能反映各国和国际组

织的实际做法。关于“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

这个表达法，国际法院在 1949年关于伤害赔偿案

的咨询意见中曾指出，国际组织或政府间组织拥

有“国际人格”［第 15页］。但是，其意是否仅包

括“国际组织”并不明确。然而，不是所有的国际

组织都一定拥有这种人格，而且将这个本质上纯

理论性的概念纳入修订后的案文中，使案文比原

来的条款草案更加模糊不清。最后，关于“除国家

外，……可包括国家以外的其他实体”这句话，她

认为组织的组成问题应由其组成文书来决定。如

果委员会保留措辞，那样就必须说明这种组织的

特性和非国家实体地位的关系。否则定义范围可

能变得过于宽泛。

52．经修订的案文内容混乱。如果已经就政策

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可以将案文提交起草

委员会，那样起草委员会将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

能阐明本委员会打算涵盖何种国际组织。

5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感谢工作组和特别

报告员能够顾及到对“国际组织”定义的各种不同

意见。但是，薛女士就修订后案文的措辞提出的意

见确实有一定道理。第一句话提到根据条约或其他

国际法文书建立的组织，但没有说明是否非国家行

为者和国家一样可以谈判这样一种文书。只要组织

是根据一项纯由国家谈判的文书而建立的，那样即

使该文书规定成员中可包括非国家实体，也不会造

成任何问题。否则，便会有空白，需要起草委员会

来弥补。

5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注意到这项定义选择了

三项标准。第一项标准是要根据条约或其他国际法

文书来建立，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所有国际组织

都是如此。第二项标准是要拥有国际人格，这适用

于具有国际权力（这种权力是暗含的）的所有国际

组织。如果一个组织不拥有国际人格，而只具有其

活动所在地的国内法律人格，则本条款草案对它不

适用。第三项标准关系到成员组成，这是个有用的

补充，表明了一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拥

有非国家成员。经过修订的案文完全可以接受，不

过起草委员会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案文。

55．池先生说，他曾在工作组中提出薛女士说

到的问题，即“国际法文书”的含义是什么。埃斯

卡拉梅亚女士说其中可以包括大会的决议。这个表

达法非常宽泛和不准确。此外，他还在全会中提出

“国际人格”与“国际法律人格”之间的区别问题，

这关系到“国际法文书”这个用语，因此有必要予

以澄清。

56．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决定

将第2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57．佩莱先生说第 2条中的定义非常好。他强

调如果全会将一项工作组已经讨论了很久的条款提

交给起草委员会，那样起草委员会一定要尊重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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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立场，不应就通过有关条款时已经解决的

许多问题重新展开讨论。

上午 11 时 30 分散会。

  –––––––

第 2764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

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

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

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

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薛女士、山田 
先生。

  –––––––

外交保护 1 （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 和

Add. 1，2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工作组的报告

1．主席请外交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介绍工作

组关于条款草案第17条的报告。

* 续自第2762次会议。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回顾加亚先

生曾建议将条款草案第 17条第 1款同该条第 2款合

并。为审议这一问题而设立的工作组起草了一项案

文，考虑到这一建议，行文如下：

“就［对受损害的公司的］外交保护而言，国籍

国［是公司根据其法律成立的国家］/［在每一具体情

况下根据国内法确定］，与公司之间具有［充分］/［密

切和长期］［管理上的］/［正式的］联系。”

3．工作组收到了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加亚先生和佩莱先生的建议，并就下述问题

达成了共识，即首先，需要适应管理制度没有注册

公司的做法，但适用其他一些制度来创办公司的情

况，第二，需要根据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的裁决中决定所列举的联系，在公司与国家之间

建立某种联系。不过，与此同时，工作组谨慎地避

免由于采纳一个公式，示意审理此事项的法庭应考

虑到控制公司的股东的国籍，因而另生枝节，因为

这一点已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被法院驳回。对

工作组提交的第 17条的案文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行

文，特别报告员建议应将该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
 

4．主席请特别报告员总结关于外交保护的条

款草案第18至第20条的辩论情况。

5．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辩论恰当

地围绕用来确定一个公司国籍的标准进行。在谈论

所说的三项条款问题之前，同时，布朗利先生说委

员会应更深入地审议法人而不是公司的地位，在对

他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之前，他希望就这一主题向

委员会提出一项增补。然而，由于法人有各种极为

不同的类型，很难在国际法中提出一个对所有法人

普遍适用的体制。委员会一些委员实际上建议，更

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准备

从外交保护的角度再纠缠这一主题的细节。

6．条款草案第 18条对公司注册国行使外交保

护的规则规定了两项例外，将这一可能扩大到股东

的国籍国。第一项例外载于条款草案第18条 (a)项，

_______________
* 续自第 276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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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问题，委员会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公司已存

在时，股东的国籍国无权行使外交保护。还提出了

其他有益的建议：卡姆托先生建议，对求偿应规定

一个时间限制，阿多先生提出了对公司经理人提出

求偿的可能性。他本人认为，可在清算期间求偿，

但公司完全不存在之后，股东应当有权说服其国籍

国进行干预。鉴于对第18条 (a) 项没有强烈的反对

意见，他建议应将该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7．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引起了更为激烈的

辩论，委员会委员之间出现分歧。有 15位委员赞

成列入 (b) 项，即巴哈纳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

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

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科洛德金

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佩莱先生、

山田先生和他本人；9名委员反对，即阿多先生、

布朗利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卡特尔先生、科

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罗德里格斯·塞

德尼奥先生、德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和塞普尔

维达先生。他本人认为，(b) 项中规定的例外是一

组规则和原则的一部分，整体构成了国际法院在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决定，并从下述事实中

得到证明，即法院提出了此类例外的可能性，虽然

它与案件本身无关。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应当将

其列入。至于例外是否属于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委员会委员的看法同样也有分歧。他本人认为，习

惯法不断发展，如果委员会希望逐步发展该领域

中的法律，应当谨慎从事。

8．委员会许多委员认为，第18条 (b)项没有必

要，因为股东有其他补救办法，例如国内法庭、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或一些双边或多边协定中规定

的国际法庭。但情况并非始终如此，这或是因为没

有国内补救办法，或是因为国籍国或东道国并非解

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或双边投资协定的成员。他对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和塞普尔维达先生认定可以

援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一类的保护感到奇怪，

而印度或墨西哥都并非其成员，实际上，许多其他

重要国家，包括巴西、加拿大、波兰、俄罗斯联邦

和南非也都并非其成员。

9．一些委员或许是出于对外国投资的历史性

敌对，对第18条 (b) 项持反感态度，认为它损害了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正如卡姆托先生和蒙塔兹先

生指出的，自从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

做出决定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他想到的一

类情景是，某位企业家，应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请

求，在该国创办了公司，由于政府的更迭，公司的

财产被没收，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国内补救办法，也

没有国际补救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保护

投资者人权的问题。

10．许多委员强调，只应作为最后手段援用第

18条 (b) 项中所载的例外。他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关例外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不能太过随便，只有

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才应援用。因此，他

建议应将第18条 (b) 项提交起草委员会。

11．条款草案第 19条问题不大。一些委员认

为，这一例外最好应放在第 18条中。不过，他认

为，为了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决定保持一致，这

两条应当分开。对条款草案第 20条没有反对意见。

对其中的但书存在分歧，一些委员建议，这个问题

应在评注中处理，他对此没有异议。有人建议该条

的案文应与第 4条协调，这也是对的。因此，他建

议这两项草案应提交起草委员会。

12．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印度认真考

虑了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体制，但由于各种国

内原因，行动拖延了。无论如何，只要存在有效

的补救办法，反对或赞同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就

不能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承认国际投资争端

解决中心的权限。

13．他赞同将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纳入，但

有一项谅解，即其中所规定的例外只应作为最后手

段发挥作用。

14．布朗利先生说，一些非常重要的公法机

构，例如城市或大学，被主要司法机构视为等同于

公司。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内系统都以同样方式来

处理这些问题。他还希望特别报告员重新考虑其关

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支持条款草案第18条 (b) 项
中的例外的说法。

1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应当在案文正文

或评注中表明，条款草案不会影响适用于受国内法

律管辖的公司以外法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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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加里茨基先生说，他同意将条款草案第17至
第20条提交起草委员会，但认为条款草案第20条不仅

应如特别报告员建议的，与第4条保持一致，还应与

条款草案第18条(a)项第二部分保持一致。这两款之间

的关系可或由起草委员会解释或在评注中说明。

17．佩莱先生说，他很赞赏特别报告员显示

的决心， 特别报告员不仅有力地维护了其立场，

也采纳了其他意见。关于是否侧重其他法人的问

题， 他说他一向赞同这样做。 最好应包容无遗，

因为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原则不应与适用于公司

的原则有很大不同。不过，伊科诺米季奇先生建

议的保留条款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特别报告

员答应的增补是恰当的。关于条款草案第 18条 (b)
项，他重申他不同意布朗利先生的意见：巴塞罗

那电车公司案对双方都不成其为理由。正如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所说，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人

权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毕竟，如果一个国家有

国际不法行为，应当有人能够追究它的责任，如

果所有其他补救办法都已用尽，外交保护就是这

样做的一个途径。

18．他认为不应将一项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除非原则问题已在全体会议上得到解决，

否则，起草委员会的负担将会太沉重。条款草案

第 18条 (b) 项即是这种情况，工作组建议的条款草

案第 17条尤其如此。不过，他还是赞成将有关条

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9．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委员

希望批准工作组提出的新的条款草案第 17条，并

同意将条款草案第 18至第 20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但应附上辩论期间的评论意见。

就这样决定。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

（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3）

3 见上文脚注2。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20．卡特卡先生意识到委员会面临一项难题，

他说，一些委员对此事的可行性有怀疑，但他希望

这不会妨碍事情取得进展，即使只是为了后人的缘

故。他感到遗憾的是，1998年，委员会决定将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排除在草案范

围之外，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35段中说明的（A/
CN. 4/531）。最近的一个案子涉及“普雷斯蒂奇号”

油轮，这是一艘在巴哈马登记的希腊油轮，在中国

修理后，装载俄罗斯的原油，驶往亚洲，这个案子

表明，疏忽可能导致很高的代价。西班牙决定将损

坏的邮轮拖到离海岸 270公里以外的海面上，它满

载危险货物，沉没到3500米深的水底，污染西班牙

和法国的海岸达几个月的时间。遗憾的是，特别报

告员排除了没有给个人或国家带来任何直接损失的

对环境的损害（第153段 (k) 分段）。

21．他赞扬特别报告员在其部门和区域分析

（第 47 - 113段）中，审查了各项区域和国际环境文

书，但如果他能多审查一些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立

法就更好。特别报告员不妨就报告第 149段博帕尔

案的脚注一类意外提供更多细节，以便审议这一问

题。

22．在第 122至第 149段中，特别报告员分析

了民事赔偿责任的若干要素，仍然侧重于对个人和

财产的损害，忽略环境本身，甚至说，在某些情况

下，此类损害可间接有利于环境。他希望委员会会

做得比这好些。

23．虽然他对 (f)、(g)和 (k)分段有一些疑虑，但

他同意第153段中提出的大多数建议，尤其是关于

第153(c) 分段中重大损害界线的建议。至于今后的

条款草案的形式，他认为，现在就决定还为时过早，

但他不同意按照特别报告员的想法，将其作为关于

预防体制的框架公约草案的议定书通过，因为例如，

一种软性法律方针或许更恰当。特别报告员应当反

思，为什么他在第47至第113段中提到的一些公约

至今仍未生效。或许是因为这些公约过于笼统，缺

乏针对性。2003年5月在基辅（乌克兰）召开的“欧

洲环境问题”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强调了保险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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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金融手段对有效实施民事赔偿责任体制的重要性。

当然，委员会在此类问题上缺乏专门知识，但同以

往一样，特别报告员本可以借助专家的帮助。

24．庞布－齐文达先生说，虽然特别报告员作

了出色的工作，但他或许应当更准确一些界定这一

主题，因为很难说，该报告如第4段所指明，“有助

于人们了解委员会想要建议的损失分担模式为何”。

从术语的角度来看，或许应当只使用“损害”一词，

该报告第47至第113段列举的几乎所有公约都是这

样使用的，而没有使用“损失”一词。

25．预防的问题已经解决，委员会目前应当将

其工作重心转向危险活动引起的越界损害的补偿。

本主题引起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下事实导致的结果，

即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特别是在国际

法不加禁止的、工业或商业危险活动引起的损害方

面，换言之，这些活动纯粹是私人性质的，这些活

动由国家开展（同时并没有失去其私人活动性质），

只是因为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决定把自己摆放在与

私人的同等条件下。这些活动如果引起了跨界损

害，影响其他国家，就涉及到损害赔偿的程度。在

这方面，他有两点意见，一个是概念性的，另一个

是方法性的。就概念而言，这些活动不受国际法禁

止，不是因为它们属于私人活动，而是因为国家从

这些活动中受益。国家对赔偿过程的参与，是对有

关活动的依赖关系引出的逻辑后果。就方法而言，

如果目的是建立全球国家损害赔偿体制，那就必须

知道哪些活动或活动的哪一部分可能引起国家对其

损害性后果的赔偿责任。因此，他希望知道，是否

能开列一份有关这些活动或局部活动的完整或部分

清单，这份清单能否改变或修订，如果能够，则由

谁来改变和修订。他还想知道，这样一份清单能在

多大程度上影响赔偿制度的范围和影响，以及将其

纳入草案的附件可在多大程度上加强该制度的可信

性。

26．确定国家在跨界损害赔偿中的作用先于形

式和方式问题引出了实质性问题。第一个案例考虑

了国家作为经营者或危险活动的实行者承担赔偿责

任而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在

这一案例中，国家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要视解

决赔偿的方式而定，在与其他国家谈判后，赔偿可

能依照解决争端的种种可能采取不同方式。第二个

案例涉及国际不法行为，经确定，国家虽非有关活

动的经营者，但没有履行越界损害条款草案中规定

的义务。在该案中，国家的责任属于国际责任，正

如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所言，仅仅承认责任即

构成了某种赔偿。这是一种象征性赔偿，它补充

了经营者或“在事故发生时能最有效控制危险的一

方”（报告第114段）的赔偿。第三个案例涉及在确

定国家完全履行了预防义务的情况下，经营者本身

的赔偿责任。损害的范围将促使其他机制，尤其是

法律机制发挥作用。他对这三种情况的简单概括或

许可以体现在临时性原则纲要中，委员会可在以后

考虑这些原则究竟应采取何种明确形式。他鼓励特

别报告员在这一方面开展工作。

27．布朗利先生说，他始终很关心委员会关于

这一主题的工作与现有国际法其他领域工作之间的

结构关系。他询问庞布－齐文达先生，他能否同意

他所描述的大多数情况充分涵盖了国家责任，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国家赔偿责任的概念还有什么必要

性。他还想听听其他委员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

28．庞布－齐文达先生解释说，他指的是可能

的情况，同时考虑到报告中设想的情况。问题在于

(a) 委员会是应当设法提出一系列普遍适用的规则，

还是 (b) 应当首先制订一个清单，或特别报告员提

供的例子已经足够。至于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

为引起的赔偿责任的条款草案背后的理由，或许可

能发生这种情况，即在其领土上开展活动的国家很

可能机械行事，然而，在发生意外时，必须有一个

参照框架以处理赔偿问题。在国家不法行为的责任

制度之外建立某种制度的价值就在这里。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议程项目 11］

美洲法律委员会观察员的声明

29．主席对美洲法律委员会的观察员若昂·格

朗蒂诺·罗达斯先生表示欢迎，并请他向委员会报

告该委员会的工作。

30．格朗蒂诺·罗达斯先生（美洲法律委员会

观察员）说，他很荣幸地在国际法委员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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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的委员都是当代世界上一流的国际法学

家。美洲法律委员会是美洲最古老的法律机构，将

在 2006年纪念其创立 100周年。委员会 2003年 8月
届会的议程分为两个部分。A 部分包括正在审议的

项目，B 部分则为后续项目。A 部分的第一个项目

涉及第七次美洲国际司法问题特别会议。美洲国家

组织大会请委员会支持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协商，

并为会议期间的协商编写必要的报告、建议和其他

材料。

31．第二个项目涉及在合同外民事责任方面的

适用法律和国际管辖权的权限。由共同报告员提交

的文件表明了这一主题的复杂性，因为英美法系国

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有种种明显的

不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建议的方针包括，就合同

外赔偿责任通过一项公约，就各类赔偿责任通过一

项专门公约，或通过一个法律范本。讨论集中在应

采用哪类规则来确定适用法和管辖权，选择在于究

竟是使用提供了某种程度可预测性的方法，还是使

用更为灵活的方法。在该领域制定统一的方针，适

用于整个北半球似乎是可取的。然而，鉴于制定这

样一项公约成本很高，应当考虑到因解决问题的方

针的分歧造成的严重问题和现有资金，以及是否可

能在其他论坛解决这一问题，或在美洲范围内寻找

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人们表示关注的是，除

了各国的国内法律外，还需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的

一般法律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的例外。不法行为地法

标准以及针对最重大关系的原则提出的例外的普遍

性作为例子列举出来。必须指出，拉丁美洲、加拿

大和加勒比地区大多数国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

十个州，适用某种形式的不法行为地法，它的好处

是可以预测，虽然人们指出，这可能导致不公正或

武断的结果。关于适用何种标准的讨论涉及审议北

半球大多数国家不断变化的法律冲突规则，而除非

载有这些规则的文书具体限制在合同外赔偿责任的

特定一个小类中，否则，规则很难得到接受。委员

会要求就该问题提出最后报告，同时考虑到已经提

交的初步报告以及会议期间表达的看法，即鉴于问

题的复杂性和在“合同外民事赔偿责任”项下包含

了多种类型的赔偿责任，认为最好首先建议针对合

同外民事赔偿责任的特定一类通过关于管辖权和适

用法律的美洲文书，仅在此后情况允许时，就合同

外民事赔偿责任整个领域通过关于管辖权和适用法

律的美洲文书。

32．审议的第三个项目是美洲竞争法框架内的

卡特尔问题。委员会已经审议了美洲的竞争法问

题，作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法律方面问题的一部

分，它最初是对成员国国内有关竞争或保护主义的

现行法律和立法进行了初步比较分析。随后，这一

主题扩展为审查关于北半球竞争法的国际规则，主

要是侧重于卡特尔问题，尤其是其国际层面的问

题。人们对出口卡特尔表示了特别关注，这些卡特

尔的组成是为了向它们产品的出口对象国施加影

响，因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问题。编制了一个调查

表，请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中负责监督竞争情况的

国家当局提供信息，说明有关竞争和卡特尔的法

律、近来的案例和做法。

33．经过各项初步研究，委员会2003年3月届

会的综合报告概述了竞争法的演进，侧重于卡特尔

的作用，并纳入了对该地区 20个成员国的调查结

果。报告还包括关于区域和多边安排以及国际论坛

中合作问题的各节，最后一节涉及竞争和卡特尔政

策的今后方向。计划以美洲国家组织的六种正式语

文发表该研究报告的最后扩充本。人们表示关注的

事实是，目前与竞争和卡特尔法有关的所有问题都

受各国国内法的制约，因为美洲范围内的国际法没

有任何条款规定自由竞争是义务性的，使美洲国家

组织有权对违反该法实行制裁。制定一项关于这个

问题的公约或许更为成功，只要它与各国国内立法

中的实际规定保持协调，并尊重一般法律原则。这

些关注，以及小国在竞争法领域的特殊问题和面临

潜在国际管制的国家的援助和合作需要，将在关于

这一问题的更为周密的报告中得到反映，该报告将

提交该委员会2003年8月份届会批准。

34．审议的第四个项目是加强美洲的司法工

作，特别提到诉诸法律的机会，美洲国家组织大会

请委员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同时保持

与本组织在这一领域从事工作的其他机构，尤其是

设在圣地亚哥（智利）的美洲司法研究中心的必要

协调以及尽可能紧密的合作。这个问题得到了美洲

国家司法部长或检察总长会议越来越多的关注，各

国代表团在最近大会期间提交委员会年度报告时对

此给予了注意。委员会中的讨论包括分析促进诉诸

法律的具体司法手段，研究一般意义上诉诸法律遇

到的问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处境不利者的问题，

以及筹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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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审议的第五个项目涉及美洲国家组织成

员国外交部法律顾问与国际法院第五次联席会议。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请委员会确保下次会议的议程

应包括讨论处理和预防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和国际人权法行为的机制，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在

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基

本文件，准备提交下一次联席会议，促进了对于

随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生效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的分析，并阐述了该规约的通过方式引起的问

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委员会请美洲国家组织

大会向它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的签署、批准和加入状况，国际刑事法院

筹备委员会通过的有关文件以及可能与该次会议

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采取了必要措施，包括财

政措施，以确保各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出席这次

重要会议。

36．在有关后续行动的议程 B 部分的项目中，

委员会将首先处理北半球安全问题，这个项目已

在若干报告中做了研究。 第二个项目是《美洲民

主宪章》的执行情况。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已经提

交，委员会将在其下届常会上进行分析。第三个

项目涉及筹备在 2006年秋季纪念美洲法律委员会

创立 100周年。作为这次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或将

编写关于委员会在美洲法律发展中作用的宣言草

案，交大会在适当时机审议。此外，每年 8月都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办国际法短训班，2006年的短训

班将侧重于美洲法律委员会对美洲法律发展的贡献

这一主题。委员会设立了工作组，协调和执行与纪

念日有关的活动。很快将发行一本纪念 100周年的 
书籍。

37．议程 B 部分中的最后一个项目涉及制定

《美洲消除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歧视和不宽容公约》

草案，鉴于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司法和政治事

务委员会2003年3月份会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委

员会决定再度将其列入议程。最后，他对国际法委

员会委员表示感谢，他们的出席令美洲法律委员会

感到荣幸，并表示希望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将继

续加强。

38．奥佩蒂·巴丹先生说，在美洲法律委员

会目前的议程中，有两个项目很重要。第一个项

目是合同外民事赔偿的主管管辖权（不法行为地

法）。该地区的合同法体制受规范制约，《美洲国

家间关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公约》确定了适用

法律，但应当通过区域法规编纂工作，针对合同

外赔偿责任问题，确定一系列这方面的一般原则，

对规范性框架加以补充。制定此类原则不牵扯就

第一类问题预先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涉及预

先汇编法规，推动在制定合同外责任赔偿法方面

取得进展，同时考虑到海牙国际司法会议所做的

工作，该次会议与欧洲联盟一样，未能在这一领

域以及合同赔偿责任领域取得有效进展。第二个

项目涉及缺乏任何区域竞争法。 由于倾销问题，

该项目对南锥体共同市场很重要。人们试图编纂

这方面的法规，但到目前为止，未能达成一项具

有切实约束力的协定。倾销与贸易可能是今后南

锥体共同市场内的工作方向，趋势是采纳区域解

决办法。

39．在新的项目中，与外交部法律顾问就国际

刑事法院的作用以及在这一领域中的合作举行的会

议不仅仅是一个组织问题。对批准了《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的国家来说，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

题——例如，《规约》中关于放弃豁免权的第 98条
可能成为法院适当运作的障碍。对这一问题应继续

给予关注，这就是为什么与法律顾问的会议以及在

委员会议程中纳入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项目如此重

要的原因。其他重大事态发展包括2001年9月在利

马通过了《美洲民主宪章》。从一般国际法原则的

角度来看，该文件非常重要，它在某种程度上调整

了不干涉原则，特别规定，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

民主原则，可不允许它参加美洲机构的会议。《宪

章》体现了对法制和代议制民主的强烈承诺。为这

一基本的政治概念赋予法律形式，就进一步发展

了代议制民主的社会概念。应当在该区域之外传

播《宪章》，美洲国家通过《宪章》，第一个接受

了维护民主的准则，而欧洲联盟的条款只是一般性

条款，不具有操作性。最后，目前的时代是一个全

球化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纳的多元主义

和国际制度都处在危机中，而且就金融和援助而

言，区域和分区域一级的法律发展都能激发各国遵

守可预测的法制的政治意愿。从这一角度来看，委

员会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工作非常重要，因

为它涉及种族歧视的传统形式，还涉及更为复杂和

不同于一般标准的种族歧视形式。委员会的议程清

楚表明了过去将近 100年来它在区域一级承担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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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及它对逐步发展当代国际公法和私法作出的 
贡献。

40．蒙塔兹先生说，近几十年来，在美洲通过

了许多大赦法，成为美洲人权法院判例的一部分，

该法院判决这些法律违背了各国按照《美洲人权公

约》即“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条约”承担的义务。联

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该判例给予了注意。他希望

知道，美洲法律委员会在其工作中，是否处理了大

赦法妨碍落实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的问题。

41．梅莱斯卡努先生对美洲法律委员会继续关

注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欢迎。委员会处理的一个新项

目是国际法的不成体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

组的普遍看法是，此类不成体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

于，在一些问题上，区域法律制度是自行发展的，

在某些情况下，与一般规则发生分歧。因此，与区

域法律机构的会议对确保国际法虽然多样化但不致

不成体系非常重要。美洲法律委员会应当继续让国

际法委员会随时了解其工作，尤其是在《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和合同外赔偿责任方面的一般原则

的区域运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后一个问题对国际

法委员会在划定危险活动引起越境损害情况下的损

失的法律体制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42．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他同意

《美洲民主宪章》是加强该区域民主的基本政治和

法律文书。与国际法院问题法律顾问的会议对《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普适性和该地区各国国内

立法都很重要。例如，委内瑞拉修订了其《刑法》、

《刑事诉讼法》和《军法典》，以方便与该法院的合

作。因此，必须加强努力，加深人们对该法院作为

国际法庭作用的认识，这就意味着要对其从程序到

法律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其与该地区正在进

行的法律改革之间的关系。

43．池先生询问该地区有多少国家加入或批准

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美洲法律委员会的

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各国的政策。实际

上，他想知道该地区是否仍然存在着一种团结一致，

这是美洲法律的基础，其成果包括卡尔沃条款 4乃至

4 见第2757次会议，脚注5。

《民主宪章》。最后，他想知道，是否通过期刊、年

鉴和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宣传了美洲法律委员会的

活动。

44．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说，美洲法律委员

会的传统和权威，以及其决定、决议和报告的客观

性，都证明了该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所处理

的项目往往是很典型的，与现实联系很紧密。《美

洲民主宪章》重申和巩固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和

决定，表明了该地区对加强民主的重视程度。与法

律顾问的会议和北半球安全同样也是重要的项目。

在更为实际的意义上，鉴于美洲法律委员会和国际

法委员会都举行了年度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工作

安排或许应当加以协调，并应鼓励二者通过其秘书

处进行对话，并进行可能包括两个机构成员在内的 
互访。

45．格朗蒂诺·罗达斯先生（美洲法律委员会

观察员）对国际法委员会关注美洲法律委员会的工

作以及加强这两个机构之间的联系感到满意。关于

大赦法与诉诸法律的机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到目前

为止，美洲法律委员会侧重于帮助数千名请不起律

师的人有机会诉诸法律。它审议了大赦法问题，但

还不够深入。这个问题将再度受到重视。在该地区

35个国家中，有 34个国家属于美洲法律体系，但

只有16个国家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

约国，其中还不包括该地区的一些大国。国际法院

已经有两名法官来自该地区。美洲法或许是区域法

律体系中最古老的一个例子。美洲法律委员会先于

联合国系统以及美洲国家组织成立。目前，美洲区

域法是一个现实，它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包

括《美洲民主宪章》，显示了一个客观的区域法律

体系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软性法律的产生。如何传

播这方面的经验是美洲法律委员会正在处理的一个

问题。在美洲国家组织网站上，有大量这方面的信

息。还有一个所传播经验的反馈问题。国际法委员

会的所有评论意见都将于2003年8月在其里约热内

卢届会期间的全体会议上传达。总之，他希望这两

个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将继续得到加强。

46．主席请美洲法律委员会观察员向全体委员

会转达，国际法委员会十分重视这两个机构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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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47．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宣布国际

组织责任问题起草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加亚先

生（特别报告员）、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布朗利

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科洛

德金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

生、薛女士、山田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依职）。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65 次会议

2003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

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

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齐文达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

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

薛女士、山田先生。

  –––––––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1）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科斯肯涅米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就赔偿责

任的现有制度所做的有益概述以及提出的引人思

考的建议。也许不可能从现有制度找到直接通往

新制度的道路，但特别报告员的概述与其报告（A/
CN. 4/531）结尾的建议之间存在未解决的分歧。该

分歧继续引起对整个主题可编撰性提出批评。特别

是继续提出五项批评意见。因此有必要通过解决这

些问题来证明工作的有益性。

2．布朗利先生和一些学术界评论人士表达的

一项批评意见认为，存在一个概念错误，赔偿责任

专题本应作为国家责任项目的一部分处理。这有一

些道理。另一方面，责任和赔偿责任均是概念提

法——他甚至认为应将它们称为措辞——其覆盖

可扩大到未得到补偿的受害者问题。是否应该这样

做是一个政策问题，而非概念分类问题。批评未考

虑到真正的关注，即甚至在私人赔偿责任制度开始

执行后，也可能出现无辜的受害者结果得不到补偿

的情况。委员会当然应该就任何产生困难的学说采

取一些行动。

3．第二个批评意见认为涉及的活动过于多样，

因此难以规范：石油污染、核污染以及有害废物都

是差异很大，而正因为如此才存在符合其特点的各

种制度。诸如与保险人相比经营者的赔偿责任问题

以及是否应该设立赔偿基金等事项不能一般地处

理。这个批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可能

就补偿和赔偿责任规定详细的规则。但这不是特别

报告员的意思。规则应该是补遗性和一般性质的，

其目的不在于对一项活动进行规范，而在于提供一

个背景，以便鼓励各国找到处理无辜受害者问题的

更好方式。

4．特别由佩莱先生表示的第三项批评意见认

为，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国际公法律师，不应关注民

事赔偿责任。如果要在那个领域做任何事情，应该

通过协调私法和设立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的基于条

约的制度进行。然而国际公法含有大量规范私人行

为者活动的内容。例如，《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

置所造成损害的责任及赔偿巴塞尔议定书》属于一

_______________
* 续自第 2758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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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际公法条约，但规范私人合同基础上的活动，

而国际环境法也大多如此。

5．第四项批评意见是认为委员会不应处理此

事项，因为其成员是法律专家，不是能够协调所涉

各种利益的谈判人或政府代表。诚然，关于赔偿责

任的工作影响到重大的经济利益，利害关系方在某

个时候应参与到工作中来，然而法律专家与谈判人

之间有着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的长期传统，前者为

后者铺垫道路，例如提出实质性的建议或法律文件

作为谈判的基础。无论怎样，是第六委员会的谈判

人员要求委员会完成其工作。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委

员会会越权行事。

6．第五项批评意见曼斯菲尔德先生讲得已经

很彻底，即此专题不在委员会的任务范围内。然

而，委员会自己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将赔偿责任

问题与国家责任分开， 留待进一步研究——此

决定已经得到第六委员会赞同。他未被以上五项

批评意见中的任何一项说服，尽管它们并非荒谬

的。在他看来，这些批评意见不应使委员会陷入 
瘫痪。

7．报告第 47至第 113段阐述的关于赔偿责任

各部门制度的概况，是对现存的各种制度及其相互

差异的极佳和最新描述，指出了几乎不可能以详细

的方式规范有关活动。他基本同意载于第 43和第

44段称为“政策考虑”的结论。“无辜的受害者”的

提法，虽然可能在分析上不正确，但指出了最重要

的政策目标，因此是有效的。委员会不应集中从技

术上完善赔偿责任制度，但可将其视为人权问题：

当重大工业或技术活动发生失误时，负担会落在无

辜者身上，而这是不可接受的。委员会注意的重点

应该是受害者的观点，而不是关于建立可行的赔偿

制度的技术方面的关注。

8．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已指出，特别报告员在

第43段中谈到“鼓励”各国缔结国际协定。他同意

她的意见，即更强的措辞是可取的。另一方面，委

员会不能创造具有约束力的详细规则。这个专题

的新名称“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

任”或许会引起误解，似乎指一个技术性或环境专

家机构的工作，不是法律机构的工作。报告提及

“模式”，可能是“公约草案”的委婉说法。所有那

些措辞的不确定性可能反映了委员会对最后结果的

性质不确定，加起来得出了一项结论：委员会应该

起草一项原则宣言，通过强制性的措辞将各国的关

注集中在保护无辜受害者人权的责任上。这份文件

当然不是一套规范各项活动的详细条款，但也肯定

不只是一项议定书。现有的环境议定书，例如《关

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充满了技术

细节，但那实际不是委员会的目标。委员会的目标

应该是提请国际社会关注居住在靠近工业和技术活

动地点的个人面临的危险，因为这些活动给他们带

来了大量风险。

9． 简言之， 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个专题的批

评，但不应把批评视为对这个专题的损害，并且

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即可以考虑制定一项原

则宣言草案。

10．丰巴先生说，报告堪称学术上的杰作，但

概念和认识论方面的困难继续困扰着这个专题。由

于如何清楚地描述国家责任与赔偿责任的棘手问

题，这项工作的可行性本身是有疑问的。然而，回

头为时已晚，因为委员会自 1978年以来一直进行

这项工作，委员会的信誉本身会受到威胁。

11．佩莱先生曾说过，工作不是编纂和逐步发

展，而是谈判，而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正确地回顾了

第六委员会对这个专题做出的积极反应。委员会要

力求把工作做好，在那个领域处于几乎不受争议地

位的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找到共同点，而这似乎十

分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必须找到一种方法

做这项十分困难的事。

12．特别报告员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特别报

告员概述了委员会以往进行的努力，审议了采用部

门和地区方法处理损失分担这个中心问题以及民事

赔偿责任的难题，然后进行了汇总并提出意见供审

议。应鼓励他努力地协调从政策和法律观点应该做的

事以及委员会在技术上能够做的事，并且应鼓励他在

不影响草案最后形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该项目向前

推进。因此，他本人接受特别报告员各项建议中的 
精神。

13．薛女士说，关于这个专题的第一份报告令

人印象深刻，作为进一步辩论的基础，其中载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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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赔偿责任制度的透彻审查。她认为，在特别报

告员审查的现有制度基础上难以编纂和发展关于

危险活动跨界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规则。特大危

险性活动所致损失的分担从内部和外部不仅是一

个补偿受害者的问题：它涉及各种经济、政治和

社会因素。是否允许进行一项活动，例如核能生

产，通常需要以经济分析、资金安排以及平衡各种

社会利益为基础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如何处理

可能出现的灾祸问题，只是这一揽子安排中的一 
部分。

14．对现有制度的审查显示，赔偿责任的限制

以及政府资金担保的数额均未保持不变，并且它们

有时提高了，显示出在政策关注上向公共安全和环

境保护倾斜而不是向促进工业倾斜。多年来，工业

化国家制定了一套进行特大危险性活动的一般适用

机制：技术标准、安全标准、保险 – 再保险制度、

以及统一的赔偿程序规则。在国际一级，各国之间

合作的程度不仅由活动本身的性质决定，而且由实

际的需要特别是地缘政治考虑和经济条件决定。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欧国家根据《核能方面第三者

责任公约》以及美国根据关于同一个题目的国内立

法所采取的不同做法。

15．即便对于具有特大危险特点的活动，赔偿

责任制度也是不同的，虽然它们有一些共同点。国

家参与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项活动可造成

的不利的国际影响。海上石油运输就是一例。实行

损失分担安排将意味着更高的工业经营成本、对消

费者更高的价格、更复杂的保险市场以及对国家更

大的资金负担。因此，在安全和环保方面必须在经

济发展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16．是否可以得出委员会不应继续进行这个专

题，由特殊制度规范赔偿责任的结论？由于一些原

因，她并不这样认为。

17．“污染者付费”原则已经纳入国家立法并

且反映在国际法律文书当中。在一些领域中正在谈

判具体的赔偿责任规则，要求污染者对其他国家造

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对控制大规模高危工业给脆

弱的发展中国家造成灾难性损害是重要的，因为这

些国家应对这种损害的手段有限。国际法应该研究

这些问题，并且对进行这种活动提供一般原则。

18．跨界损害影响的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利

益。行为国与受害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常在一项活

动仍处于计划阶段时就产生了，而即便在采取防止

措施后也不会消除。关于损失补偿的一般原则有助

于各国制定适用于具体情况的适当安排。关于国

际赔偿责任的现有制度具有很强的地区和部门特

点。当特大危险性活动由于环境关切从一个地区迁

往其他地区时，关于损失分配的一般原则就特别 
重要。

19．简言之，尽管存在困难，但各国正确地期

待委员会推进这个专题，并且提出有用的法律指

南。然而，关于这个专题的疑问尚未全部消除。布

朗利先生最近提出的难题需予以考虑并做出回答。

所出现的关于国际赔偿责任的多数案例是否事实上

就是关于国家责任的案例？如果是的话，是否还需

要关于国际赔偿责任的规则？起草国家责任的规则

时，经常提出此种问题，并且布朗利先生曾经说整

个专题考虑不周。既然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已经获

得通过，因此对这个专题可以重新研究。

20．要援引国家责任，必须存在不当行为违反

国际法义务，并且该行为必须归因于国家。在危险

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情况下，是否总是存在国家的

不当行为，对此存有疑问。法院在特雷耳冶炼厂仲

裁案中阐明的原则，即任何国家不应允许其领土内

的活动对另一个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经常被引证作

为禁止跨界损害的一项国际规则。然而，如果完全

地适用，将意味着国际法应研究关于跨界损害的每

一种情况。事实上法律走得没有那样远。

21．此外，在这样一项规则之下，国家就要为

其领土内的每个行为以及其国民的任何行为承担责

任。更重要的是，当技术不能提供绝对安全时，受

害国可能坚持要求停止有关活动，这在现实生活中

的确经常发生。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可能被受害国

援用，但也可能给行为国推卸其行为有害后果的责

任提供法律论据，因为它本身没有不当行为。当基

本行为规则未得到良好发展时，难以以违反义务为

据适用次级规则。从这个观点出发，她支持委员会

首先制定预防规则的方针，并且可以理解为什么特

别报告员将专题改为损失分配。她同意载于第 150
至第 152段的结论以及有关提出的模式应该具有一

般和补遗特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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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文件，她对接受第

153段 (a)、(b) 及 (c) 分段阐述的内容没有困难，并

且原则同意第153段 (d)分段，但认为一个活动的经

营者应首先承担责任，因为经营者这个措辞的意思

被理解为从事活动并实际上对每个步骤负责的人。

否则，应由对活动具有实际控制的人承担责任。缺

乏这个前提，第153段 (e) 分段中的措辞“控制”以

及“指挥和控制”，可能会产生由谁在控制活动方

面的不同解释（例如，船东或船舶经营人）。

23．至于第153段 (e) 分段，因果联系的判断标

准应该是接近性。除报告提及的特殊情况以外，如

果损害由一个以上的来源造成，第一个可能涉及联

合赔偿责任或者多个赔偿责任——为了方便采用

这个说法。第二个可能涉及应免除经营者赔偿责任

的情况，例如不可抗力、受害者或第三方的过失。

24．第153段 (f) 分段中的措辞“根据其本国法

律和习惯”应予删除，以便给各国通过谈判、仲裁

或其他选择进行解决的更大回旋余地。

25．第153段 (g)分段背后的假设是，有限的赔

偿责任对补偿显然不足。她想知道现有关于赔偿责

任的每个制度是否总是如此。那样的安排取决于活

动的类型以及针对的经济体。

26．她赞成第153段 (h) 和 (i) 分段；关于 (j) 和
(k)分段，她表示对人和财产损失的补偿是常规。对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损害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原

则上把国家管辖和控制下的环境与环境本身区分开

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

预防、应对措施以及恢复措施会有很大差别。报告

中建议的限制十分有用。

2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出色的

报告，表示他与佩莱先生和庞布－齐文达先生一样

不太愿意在专题题目中使用“损失”的措辞，并且

建议替换成整个报告中使用了数次的“补偿”，特

别是在第38段中特别报告员谈及“更公平、更快捷

地补偿越界伤害受害者的做法”。

28．报告第32段脚注中的提法说“各国有主权

权利在自己的领土内开展各种活动，即使这类活动

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只要它们为

造成的损害支付公平的赔偿即可”，2 这种说法不

符合国际法。相反，各国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的

主权和领土。报告第 43段提到，委员会 1996年第

四十八届会议上成立的工作组已经注意到这种提

法，案文必须确保“每个国家必需在其领土内拥有

尽可能多的与其他国家权利和利益相容的选择自

由”。3

29．赔偿责任问题造成了许多困难问题，包括

其法律基础问题。然而存在事实上的共识，即赔偿

责任适用于有害活动，而针对这种活动最适当的制

度是严格或绝对的赔偿责任。有关的制度要求的条

件不是犯有过失行为或者过去曾违反国际义务，而

只是危险活动造成损害。损害本身引起赔偿责任，

并且打开了通向赔偿的道路。最后，实际上存在共

识，即国际法中从来不存在实施严格的赔偿责任制

度的习惯规则。这样的制度完全是通过针对每个具

体危险活动的国际公约制定的。

30．一些公约和其他案文已经采用了严格的赔

偿责任，而特别报告员对此已进行了讨论。另一

个例子是，包括希腊在内的 22个国家 2003年 5月
21至23日在基辅举行“欧洲环境”第五次部长级会

议，签署的《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造

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书》草案。这个由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日内瓦制定的《议定书》

填补了一项空白，因为现有的文书除《关于危害环

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以外，均未覆

盖此种损害，而该《公约》的生效十分不确定。《议

定书》注意避免《公约》的策略错误，例如“环境损

害”的模糊定义，甚至包括非跨界损害在内的十分

宽泛的范围，以及支持欧洲法的条款，致使《议定

书》不适用于欧洲领土的主要部分，因此相当大地

缩小了规范的范围。

31．《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造成

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书》与特别报告员引

2 A. Boyl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jurious consequences revisited”, 
in A. Boyle and D. Freestone,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年 ), 第78页。

3 《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2段；
内容转载于1996年工作组的报告［《1996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第5条评注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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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国际文书十分一致，重点是损害行为者的民事

责任。它载有适用严格的赔偿责任的机制，使受害

者可诉诸法院，不会陷入复杂的国际私法当中，并

且它引入了强制保险安排，保护受害者不受损害行

为者破产的影响。《议定书》有一些创新的内容，他

在评论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文件时将提及。

32．就报告第 153段 (a) 分段采取立场尚不成

熟，但应当注意，《议定书》允许损害的受害者选

择可适用的法律：工业事故发生地一方的国内法或

者《议定书》本身的规定。受害者“选择法律”的

可能性，是与环境造成的损害相关的民事责任领域

中的一个创新，其动机是希望给较弱的一方最大的

选择。关于该分段第二部分，从一开始就依靠现有

的关于严格赔偿责任的解决办法会比较容易和有把

握，因为严格赔偿责任较适合于危险活动。如果对

现有的先例给予应有的考虑，委员会就能恰当地完

成其任务。

33．就第 153段 (b) 分段表示意见也为时过早。

但是，关于 (c) 分段，他同意委员会应该将这个专

题的范围限制在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范围内。4否则

将会遇到重重困难。确定赔偿的门槛应保证凡大

于可忽略或极小的损害都在必须考虑之列（报告第

31、第39和第114段）。

34．虽然他赞同第153段 (d) 和 (e) 分段，但关

于 (f) 分段最好一般地规定公平分摊的原则，并将

原则的适用留给各国或第三方。

35．第 153段 (g) 分段可以接受。《关于工业事

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

的议定书》要求通过资金保障使经营者的严格赔偿

责任保持在一定金额之内，而保障通常采用的形式

是保险、保证金；或对国有经营者而言，则是关于

自我保险的声明。

36．他支持第 153段 (h) 和 (i) 分段中提出的意

见。关于可赔偿的损害（(j) 分段），的确应该尽可

能广泛地考虑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议定书》已经这

4 见第2762次会议，脚注7。

样做，因为它允许采取措施将受损害或毁坏的跨界

水域组成部分复原或恢复到工业事故未发生时的条

件，如果不可能，则在跨界水域中引入相当于那些

组成部分的内容（一个创新的发展），以及在工业

事故后采取防止、尽可能缩小或缓解损害的应对措

施。

37．关于第 153段 (k) 分段，他注意到，《议定

书》载有关于收入损失的一项规定。为减少与跨界

损害的因果关系很少的索赔，它采用另一种方法，

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只有使用跨界水域者的利益

受法律保护时，才能就收入损失提出索赔。这是一

项合理的方法。

38．草案应该采用国际公约的形式。一项具有

约束力的文书将给各国和国际法提供最佳服务，并

且将是已经制定的关于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条款草案

的最佳补充。

39．草案还应包括解决争端的规定。这将有助

于国际法的发展，甚至可便于各方自己友好地解决

争端。根据常设仲裁法院最近通过的《与自然资源

和 / 或环境有关争端仲裁任择规则》，5《议定书》

做出了在常设仲裁法院进行仲裁的规定。在一项公

约中首次提及这些规则，使私人可以诉诸法院。但

《议定书》也为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铺平了道路。

这样，缔约国在本国国民被其他缔约国不适当地适

用《议定书》的规定时，缔约国就有行使外交保护

的良好机会。

40．最后，委员会应在今后长期工作计划中列

入保护全球共享环境资源的专题，因为这是整个国

际社会十分关心的问题。

41．加利茨基先生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内容丰

富和全面的报告强调了其前任昆廷－巴克斯特先生

和巴尔沃萨先生所做的重要工作，以此为基础，委

员会正确地得出结论，即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

责任问题需要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分开处理。他们的经

验显示，用全面的方法对待这个专题可能不是最

5 规则具体内容见 www.pca-c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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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方法，而部分的、部门的解决办法可能更为 
有效。

42．报告引人入胜地介绍了在世界具体区域

或具体损害部门损失分配方面最近谈判和商定的

模式。然而，那些模式实际上对编纂乃至逐步发

展未提供充分的根据； 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工

作。

43．特别报告员从模式中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

点，包括国家赔偿责任是一项例外的规则，并且如

报告第153段 (d)分段所指出的，责任和补偿义务应

首先由事故或事件发生时最能控制活动的人承担。

虽然国家应承担一些次要的义务，但情况十分含

糊，需要进行大量的努力才能进行编纂。

44．不幸的是，人们所接受的唯一清楚的国家

赔偿责任制度是关于太空活动的，具有特殊性质，

应该作为“独立的制度”的一个例子对待。特别报

告员只在 1972年《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

任公约》的基础上审查了那个制度的背景情况。然

而，关于此种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的原则在 1967
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

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第 7条以及《各国探索

与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中已经制定。6

在此方面还可以引证《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

原则》。7这三份文件还引入了一项区别，即区分国

家承担的有关外层空间的国家活动的国际责任与从

其领土或设施上发射的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的国际

赔偿责任。分析那种方法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

对关于国家赔偿责任的其他模式造成影响，或者在

其他部门赔偿责任模式的影响下太空模式今后是否

可进行修改，特别是关于引入国家以外的责任体的

可能性，也许是有用的。

45．特别报告员说得很正确，专题的范围应该

限于委员会 2001年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

界损害条款草案所覆盖的相同活动。这种延续性

和一致性可以使决定是否制订一项单独文件或者

6 1963年12月13日大会第1962（XVIII）号决议。

7 1992年12月14日大会第47 /68号决议。

补充现有的关于预防的条款方面，得到更大的灵 
活性。

46．尽管就这个专题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编纂

或逐步发展做出最后决定尚为时过早，但起草一项

建议或一套准则，在实践中向各国提供帮助仍然是

有益的。委员会应继续其关于制定自己的损失分配

模式的工作，并且应该具有一般和补遗的性质，使

各国在制定适合其特殊需要的赔偿责任制度方面拥

有充分的灵活性。

47．第 153段中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可以接受，

尽管一些内容需要进一步澄清。例如，关于第 153
段 (e) 分段，针对指挥和控制危险活动的人的赔偿

责任，不清楚对拟议的“合理性标准”应采用什么

判据，这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可以适用的活动种类 
很多。

48．他同意需要尽可能地沿循委员会通过的关

于预防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条款草案中采用的方法。

在预防和某些形式的损害方面应该适用相同的重大

损害门槛，例如应该排除对全球共享资源的损害。

49．他相信，委员会应该能够将特别报告员的

建议发展为基本的一般原则。第一个适当步骤是重

新召集这个专题的工作组。

50．山田中正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所做的杰出

报告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51．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曾问为什么委员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解决这个

问题并且未取得切实的成果。他一直认为关于国际

赔偿责任的专题是有针对性的，符合各国政府目前

的需要。但直到 1996年，委员会内的讨论在打圈

子，尽管各位委员作出了努力。这个非常广泛的专

题在构思上十分困难。当委员会决定分步骤进行时

才实现了突破，而这个方法是托穆沙特先生推动制

订的。

52．确定了两类活动：存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

危险的活动；如果积累起来事实上会造成跨界损害

的活动。决定首先处理存在造成重大跨界损害危险

的活动，也就是危险活动。还决定，预防和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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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尽管相互联系，但是有区别的；应该首先解决预

防方面。在过去 5年的短暂阶段内，委员会在当前

能干的报告员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预防此种活动

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并且就其向大会做出了报告。

证明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

53．委员会目前处于分步骤工作方法的第二阶

段。它应该做的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进行努力。

正如特别报告员正确指出的，活动的范围必须完全

与关于预防的范围相同。如果改变范围，调整门槛

的高度，扩大到纳入关于蔓延的污染活动或者包括

全球共享资源，将使委员会回到起点和 1996年以

前委员会本身所面临的情况。

54．目前它所处理的情况是，尽管履行了最大

程度地减少危险的预防义务，但危险活动仍造成了

重大的跨界损害。在多数情况下，此种活动由非政

府经营者进行。这一方面导致了经营者的赔偿责任问

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批准这种危险活动的国家的赔

偿责任问题。大多数经营者是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产

生了强制性的保险计划以及设立赔偿基金问题。由

于那些活动不是非法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对提高

国际社会的福利是必需的，所以其他方面包括受到

直接损害的方面也必须承担一些负担。因此，特别

报告员决定把重点放在损失分配上，这是最适当的 
方法。

55．任何不履行预防义务——在关于预防的

条款草案中形成的基本规则——均产生国家责任。

在此方面，他对大会未表示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的

立场相当失望。如果委员会要完成关于赔偿责任专

题的工作，在预防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必需的。

56．关于特别报告员对各个部门和地区制度的

十分有益的分析，有必要做一些评论。首先，委员

会可能也需要研究民航的典型案例，因为民航也引

起危险活动。自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

公约》以来，已经做出了一系列条约安排。第二，

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外空制度是一个例外的

情况。在进行谈判时，假设太空活动一般由国家机

构出于公共服务目的进行。因此，采用了国家赔偿

责任、严格赔偿责任以及有限赔偿责任。现在私营

公司出于商业目的也参加外空活动，因此外空制度

可能也需要重新予以考虑。

57．所有那些制度都是通过政府谈判制订的新

立法。每个制度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多数是独立

的——国际法不成体系的一个典型情况。尽管考

虑通过制订严格的赔偿责任或者将举证的责任转给

经营者，从而减轻受害者的负担，但正如布朗利先

生指出的，各国政府趋向于设法限定其赔偿责任。

这种例子之一是在《核能方面第三者责任公约》及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之下的核损害与赔偿。日

本未加入那些公约，因为日本国内法对受害方提供

了更加全面的救济。与此相关，他十分赞同特别报

告员在其报告第153段 (a)分段中提出的意见，即可

能建议的任何制度不应损害根据本国法律所界定的

民事责任提出的索赔、国内存在的补救或者国际私

法下存在的补救。他对特别报告员在第 153段中提

出的其他意见没有困难，并且还赞同特别报告员在

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建立的工作组建议的基础

上采取的方法。8

58．因此，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是否有可能从

那些特殊制度中提炼出一般适用的规则。虽然他意

识到任务特别困难，但他期待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上

从特别报告员那里收到条款草案。

59．布朗利先生说，毫无疑问科斯肯涅米先

生无意之中完全误传了他的立场，而他的立场不

是否定的。作为在委员会工作了 7年的委员，他

参加了 1997年工作组的工作以及实施分步骤的方

法，并且在工作进展中发挥了谨慎但建设性的作

用。他并不认为不存在主题。无论作为学者或者

实践者，他的主要关注是委员会不应该随便订出

一套规则，到后来又被外部世界——第六委员会

的人以及政府中的人广泛地误解。结果将是一套

没有与国际法其他现有重要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理

解的原则。国家责任并非简单地是一本书中的一

个章节：它是使国际法凝结在一起的水泥。如果

委员会损害那个联系将特别具有讽刺意义，因为

它最近才完成编纂和澄清国家责任原则的巨大工

作。分离处理实际的专题极为重要。听取了其他

委员的意见后，尽管他十分地尊重，但完全不能

确信做到了那一点。

8 见第2763次会议，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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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存在两个主要的政策问题：第一个是确定主

题的性质，对此他目前认为，主题恰恰是处理根据现

有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不存在责任、但对无辜方

造成了灾难性损害的情况。这是一种社会工程，在编

纂中十分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报告员已经

开创了分步骤的方法，所以他对未来的任务不是特别

沮丧。但那项任务必须小心地进行；有一个问题是，

在没有确定责任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量化的。

61．第二个政策问题是社会成本。就此薛女士

和科斯肯涅米先生已经提及。问题是社会成本依部

门而不同。社会成本问题，也就是足够的赔偿制度

的成本与有关国家内减少特定类型的活动这两者之

间权衡的工作，往往是在部门的基础上解决的，而

这是相当正确的。另一方面，委员会的工作是制定

一般原则。他认为这构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62．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感

谢至此在辩论中发言的各位委员。提到了许多想

法，并且要求一些澄清。关于专题的范围和法律基

础问题，一些旧的争论再次出现。虽然他可以看到

重新进行那些争论的理由，但如果不存在任何最后

解决的现实前景，他对委员会再次进行那些讨论的

前景并不看好。他认为经过这样多年辩论后，似乎

不应仅在程序问题上或者在重开可认为能出现某种

解决办法的问题上花更多的时间。

63．与此相关，他提醒各位委员注意工作组

2002年赞同的一项建议，即将重点放在损失分配模

式上，为此要记住遭受损害的无辜受害者的利益，

即使已经履行关于预防的所有义务。关于“无辜受

害者”的定义，他愿阐明，不应像某些人提议那样

扩大到包括环境。它基本上指的是未直接参与进行

危险活动者。

64．建议重点放在损失分配上，将不需要回到

关于赔偿基础的有关辩论。然而，国家责任作为法

律基础不应受到损害。将私人行为归于一个国家，

已经得到承认的确是一项困难的法律工作，并且不

能确保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赔偿无辜的受害者。因

此，避免把这个专题叫做“赔偿”是有益的，因为

“赔偿”可能表示返回到国家责任的专题上。同样，

应该避免提及补偿的概念，不要把这个专题与民事

责任的专题过于密切地联系起来，而关于民事责任

的专题最好在国内法背景下处理。此外，试图建立

一个协调民事责任制度不同内容的全面法律制度是

困难的，因为将涉及许多国家管辖权和不同的法律

制度。此外，留给受害者一些选择的范围，也可能

有帮助。然而，避免就同一项损害同时在不同的地

方进行索赔也是重要的。

65．各位委员记得，委员会过去曾经讨论将专

题的范围扩大到全球共享资源，但已经证明不可能

就列入这个问题达成一致。首先，因为难以确定地

理范围，第二，在没有对人或财产造成影响的情况

下难以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量。

66．还有其他问题，例如正式地位问题。但

是，既然一个国家管辖内的环境不能与管辖外的环

境分开，因此，仍然未涵盖的问题就不那样重要。

无论如何，一旦委员会就损失分配模式完成工作，

与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覆盖的活动范围相同，则这

个问题可以重新研究。损失分配的好处是不涉及赔

偿责任或国家责任，委员会能够将不同的因素混合

起来，汲取各种国际谈判的成果，直到找到一项可

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67．一些委员质疑委员会是否适合承担一项最

好留给各国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不同意这个论点，

并提出，并没有阻止委员会就后来成为各国谈判题

目的海洋法和条约法条款草案展开工作。的确，委

员会有义务完成各国代表交给它的任务。然而，他

关注的是确保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不无限地拖下去。尽

管作为特别报告员他向委员会执行任务提供了协助，

但要由各位委员自己决定胜利地完成任务的时间。

68．主席说，委员会从第六委员会得到任务授

权，而第六委员会对本委员会存在某些期望。他相

信不会再花20年时间完成这个专题。他认为，似乎

2002年和 2003年采取的方法比过去更为现实，委

员会已经相当大地接近满足第六委员会期望的最后

草案。委员会必须通过具体阐述从过去的工作和新

发展中得出的某些原则实现其目标。各国在一般国

际法原则基础上得出一致意见，并且委员会可以就

很多实质性内容进行建设性和现实的工作，澄清这

个专题。公认这个专题是困难的，但委员会不能放

弃，因为它被委托对国际法进行逐步发展。因此，

特别报告员的评论十分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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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卡特卡先生表示，他同情特别报告员并赞

赏他付出的值得的努力。特别报告员应记住委员会

的委员也曾推翻了他前任的报告。委员会应确保其

建议是高质量的。这个专题提出了一些术语问题，

例如“无辜受害者”的定义，是否用“赔偿责任和

补偿”替代“损失分配”，以及如何界定“全球共享

资源”。他认为的确存在全球共享资源，并且希望

一旦委员会界定必要的法律原则，一个补遗性的制

度将对其适用。无论多么不讨好，特别报告员都不

应考虑放弃他的重要任务。

70．庞布－齐文达先生说，当法国受到攻击的

教育部长吕克·费里先生最近表示他将高兴地辞职

时，雅克·希拉克总统感到必须对费里先生表示个

人支持。国际法委员会也必须对特别报告员同样这

样做。即便是委员中的悲观主义者也迫切地期待着

他的下一份报告，并且他们相信报告将载有根据他

们在本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意见指导下作出的建议。

任何人都从未怀疑特别报告员的能力。

71．他愿建议特别报告员可进行探索的两个进

一步的途径。首先，他可以吸取委员会第五十三届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草案，9确

定如何对待补偿问题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还

可以发展“重大损害”的概念。关于形式，补偿必

须划分成各个部分。特别报告员可帮助委员会就这

些问题得出结论。第二个途径是跨界损害，因为涉

及全球共享资源。后者引出了合作的想法，因为不

止一个国家必须对损害做出回应。委员会还可以在

讨论补偿形式中吸取合作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它

对谁应该补偿跨界损害采取了有些单独的解释。对

损害的赔偿责任采用更开放的解释并倡导分享和共

同的方法，可能更为可取。

72．委员会可再次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帮

助，在其今后工作中将分享责任的想法与补偿结合

起来。他愿重申对特别报告员的鼓励，并相信他的

下一份报告将载有一些新想法，供委员会审议。

73．曼斯菲尔德先生说，委员会可以并且必

须在 5年内解决这个专题。 工作组 2002年的出色

9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工作为特别报告员的第一份报告提供了坚实基础。

正是由于它关于国家责任的早先决定，使得委员会

得以处理这个专题。目前，当合法活动造成灾难性

损害的情况下，尽管这种活动的国家履行了预防的

义务，但有关各国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第六委员

会和各国政府了解，这种情况反映了国际法中一个

正在扩大的鸿沟。委员会不必使问题太复杂。它可

能必须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制订一般原则，或者它的

任务可能远比那个更容易。所有它要做的就是，规

定损失不能完全由受害者承担，各国必须至少共同

努力制订一种有效的补救方法并分配损失。 不这

样做就意味着承担责任。 他相信， 在特别报告员

的指导下， 委员会将在5年内完成关于这项专题的 
工作。

74．罗森斯托克先生回顾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通过了一项原则，期待在这种事情上为法律责任

提供基础。10然而，这项原则从未实施。毫无疑问

“欧洲环境”第五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三项“欧洲环

境”文书也将同样。11委员会有可能又一次起草出

一项可能得到少数国家支持但不会获得普遍接受的 
文书。

75．斯里瓦尼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表

示赞赏各位委员所说的鼓励的话，并且保证继续他

的工作，尽管成功掌握在委员会的手中。他十分尊

重罗森斯托克先生的广泛经验，但他感到，如果委

员会只做它感到成员国将充分接受的事情，结果它

将无事可做。如果各国未执行和承认它起草的条款，

它不应被指责。只要委员会按第六委员会的任务授

权进行工作，则制订的文书各国是否执行，由各国

决定。即便如此，许多法院还是采取委员会制订的

各种文书作为裁决的一个基础。因此，委员会不应

仅因为各国不愿试用委员会制订的成果而妥协。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10 见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
报告，斯德哥尔摩，1972年6月5 - 16日》，（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73 .II.A. 14），第一章，第一部分。

11 《越界环境影响评估公约的战略环境评估议定书》《关
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
的议定书》以及《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
诉诸法律的公约污染物释放和转移登记册议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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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66 次会议

2003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

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

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

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

  –––––––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

（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1）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对该专题在委

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引起的一些关注做了评论，他

说，尽管有人表示疑虑，并涉及到一些问题，该专

题仍然可以进行编纂和逐渐发展，委员会应相应展

开工作。虽然部门性的国际文书确已含有关于国际

责任、预防、民事责任、赔偿和补偿方面的规则，

而且在严格赔偿责任、损失分配、业主或经营者的

有限责任以及损害等等方面规定了重要原则，更

不用说最近的《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

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书》所述的规则

了，但是，国际法尚未就技术发展引起的活动所产

生的赔偿责任制定明确的规则。尽管国际法与各国

的国内法之间在损失分配以及对无辜受害者作迅

速、充分和适当补偿方面存在着差距，但理论、惯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例和判例已含有足够的要素，足以编纂和逐渐发展

成关于损失和补偿分配的一般性原则。如第六委员

会所述，这样做之所以合理，原因还在于，对该专

题的审议是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国家责任方面工作的

合乎逻辑的延伸。

2．在其他场合也对是否能够拟订直接或间接

适用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相关国际法规则的问题做了

审议。他认为，委员会工作的目的必须不仅是鼓励

各国通过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适当分配损失和保护无

辜受害者的国内法规则，还应鼓励它们确立一般原

则，以便在这种原则的基础上拟订适用于国家和经

营者的规则。即使不应采取过分的“人权论者”的

方法，但是主要的问题仍然是防止无辜受害者因危

险活动引起的跨界伤害而受损害。根据最低的公平

标准，未从这种活动中受益的受害者，必须被排除

在损失分担之外。虽然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A/
CN. 4 / 531）第 13和第 14段中所述，委员会已经通

过了“受害者不应承担全部损失的原则”，这意味

着，补偿不一定充分完整，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

无辜受害者得到迅速和充分的补偿，但应考虑到有

关条件和例外，特别是他为减少损失而采取的措

施。

3．如果国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险活动引

起越界损害，对这种损害的补偿义务可能会引起部分

国家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可以分担，但在任何情

况下，这种责任的结果都必须是对无辜受害者做出迅

速和充分补偿。损失分担和补偿制度可规定从事有关

活动的公司必须对受害者做出补偿，赔偿环境损害，

即使没有发生不法行为。如果受害者得不到经营者或

经营者保险的迅速、充分和完整的补偿，国家则承担

剩余责任，这时，国家赔偿责任开始发挥作用。

4．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一个国家如

果履行了预防的义务，那样，即使这项原则可能源

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所述的某些文书，实际上也不

可能有对国家从事的合法的危险活动所产生的损害

作补偿的义务。

5．为了拟订能为人人接受的规则，就必须分

别对范围和有关的损害程度做出限制：范围必须限

制在危险活动甚至极端危险活动之内；而有关的损

害程度则产生了“重大损害”的概念，特别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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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第31、第33、第34和第39段中对该概念作出

界定，它反映了国家惯例，并被用于各种国际条约。

6．值得认真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于国际

私法规则以及保证受害者诉诸国内法院的规则问

题。受害者必须不受歧视地在方便的时候向从事这

种活动的国家的法院或者向损害发生地国家的法院

提出申请，以获得补偿。这就是欧洲法院在阿尔萨

斯钾矿案的裁决中对《关于民商事司法管辖和判决

执行的公约》第5条第3款的解释方式。

7．制定关于损失分配和补偿的适当规则，具

有预防性效果，因为它鼓励各国采取更加有效的安

全措施，防止损害，但并不阻碍它们为开发新技术

而开展活动。

8．他大致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50至第

153段中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第153段 (c)分段强调，

委员会在 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预

防危险活动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2和关于损失分配

和补偿的条款草案之间必须要有协调。这是合乎逻

辑的，因此也能被人所接受。第153段 (d) 分段中关

于国家以及指挥和控制活动的人员的赔偿责任的陈

述，以及对共同连带责任的分析也是如此。第 153
段 (g) 分段高度强调额外筹资机制，报告第66和第

67段所述的 1977年《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

定，这笔资金应主要来自有关经营者。第153段 (i)
分段强调，各国应确保提供国内补救措施，以保证

受害者得到迅速公平的补偿。对环境和整个公共地

区的损害，即使只是对一国管辖内的地区的损害，

也应予以考虑。应考虑恢复遭受损害的环境和自然

资源的可能性或者其他类似形式的可能性。无论怎

样，对全球公域的损害案件绝不能被完全排除在

外，即使这个问题没有在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中处

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况受到第六委员会和若干

国家的政府的批评。无论怎样，要对委员会的工作

成果通过一个最后立场，为时尚早。

9．池先生说，损失的分担相当于对个人、财

产和环境的损害分担。关于特别报告员要开展的工

作范围，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对关于“越界损害”的

2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7段。

定义的三项标准以及报告第 37和第 38段提出的四

条建议所采取的立场。损害和补偿的定义是一个特

别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它既包括经济损失，也包括

精神损失。就精神损失而言，可以参照委员会在第

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条款草案。3

10．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总结和建议）中，特

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他调查到的赔偿责任和补偿

制度的各种模式明确表明，“国家有责任确保存在某

种安排，以保证公平分担损失”，但他赞同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 152段中表述的意见，即损失分担的

模式应该是“一般性和剩余性的”。他同意第153段
(a) 分段提出的论点，即无辜受害者应有机会通过

民事责任获得补偿，应适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规定

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他也同意第153段 (b)、(c)、
(d) 和 (e) 分段中提出的建议。第153段 (f) 分段提到

了共同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赔偿责任是否可

以平均分摊？这项原则在实践中难以适用。因此他

支持最后一句中的建议，即将平均分摊的选择留给

各国，由其根据本国法律和惯例做出决定。

11．第153段 (g) 分段所述的意见，即应由额外

筹资机制来补助有限赔偿责任，这值得称道，但难

以实现：国家愿意出额外捐款吗？但是，他完全赞

成第 153段 (h) 分段所述的意见，即一个国家应承

担责任，设计适当的制度，解决越界损害的问题。

在这方面，他提到《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斯德

哥尔摩宣言》）4的原则 21，这项规则规定：“按照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

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它

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

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虽然《斯德哥

尔摩宣言》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如同《世界人

权宣言》一样，也是一个法律渊源。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通过的《里约环境与

发展宣言》（《里约宣言》）5的原则13重申了这一见

解，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3 第2751次会议，脚注3。
4 第2765次会议，脚注10。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6

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3 .I. 8和
订正），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1，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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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又确认了这项

原则。特雷耳冶炼厂案和国际法院就以核武器进行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提出的咨询意见也确

认了关于国家有义务确保越界空气污染不对其他国

家造成任何损害的原则。因此，这些国际文书和决

定规定国家有义务确保它们不对其他国家造成任何

环境损害。这项义务具有现行法的性质，因此，他

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国家必须采取措施，防

止大气污染造成越界损害。

12．关于第153段 (i) 分段，他指出如果国家根

据国际法有义务防止对个人、财产和环境的损害，

那样它也理应有责任对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或者国

家未能履行国际义务所造成的伤害采取纠正手段。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剥夺受害者诉诸法院，获得对

越界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提供补救的权利，是

违背《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和第3条的。第8条规

定人人有权得到合格的国家法庭的有效补救；第3
条则保证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因

此，对于为越界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害寻求补偿的个

人，应保证他们有权诉诸不法行为国的国内法院。

他问第153段 (i)分段所用的“逐渐形成的国际标准”

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他还赞成第153段 (j) 和 (k) 分
段，它们反映了当前的国家实践。

13．关于委员会就赔偿责任问题从事的工作的结

果，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它应采用预防问题

公约议定书的形式。最后他回顾说，当前的工作是根

据大会的一项决议以及《里约宣言》的规定开展的。

14．科洛德金先生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它

影响到个人、公司和国家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当然并

不总是一致的。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

害性后果的责任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观点。1985年
阿库斯特指出，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的后果的赔

偿责任方面的实际案例很少，而且也与环境无关。6 最
近，在2001年，博格坎普在《赔偿责任与环境》专题

论文 7中对环境责任概念的适用性提出疑问。

6 见 M. B. Akehurst,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out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荷兰国际法年鉴》，第 16卷 (1985年 )，第 3-16页。

7 见L. Bergkamp, 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 (海牙，克卢
沃出版社，2001年 )。

15．发展程度不一，从而优先次序不一的国家

或国家群体和地区不可能同样看待发展概念，这就

是各国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立场的原因。正在大量开

展制定规则的活动，特别是在欧洲。

16．但是国内立法也不一致， 甚至在国家

内部，所采取的方法也可能因有关活动的类型

而有所不同。在俄罗斯联邦，1999 年《空气污

染法》规定如果发生不法行为，就必须承担赔

偿责任，而 2001 年《核能使用法》则规定经营

者对辐射造成的损失或损害承担无过失赔偿责

任。

17．报告还分析了规定各种赔偿责任和补偿

制度的许多部门性协议。由于制度、赔偿责任制

度或至少是涉及危险活动的民事责任如此多样，

目前没有确切的时间表。《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

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尚未生效，但它不是

普遍性的。特别是，它并不适用于核物质或危险

货物运输造成的损害。

18．有必要指出，在责任问题方面，1990年代

缔结的条约大多不是由国家批准的。

19．西班牙和联合王国提出的评述表明各国

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西班牙非常赞成目前开展

的工作，甚至认为草案局限性太强。它说可以制

定一项更加宏大的条约制度，以便将对环境的损

害以及对一国境外地区的损害的赔偿责任包括在

内；而联合王国则对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否

成功以及能否协调各国立场的问题持有保留。真

理也许在这两者之间。

20．虽然条约的性质比较琐碎，但它们还是反

映了一定趋势和共性，就像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

指出的那样。例如，它们非常重视“污染者付费”

原则，这强调了经营者的赔偿责任。

21． 他认为， 已经确定的预防框架仍然有

效，委员会应将本专题的范围限制在审议关于预

防的条款所适用的那几类活动上， 例如限制赔

偿条款的实施门槛。换言之，有关的损害必须严

重， 因为它是由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所造成

的。他还同意这样的评述，即委员会提议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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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涉及适用特别法的特别制度下的活动，它应

该是普遍性的。

22．他认为，在本阶段，委员会的工作不应涉

及国家领土管辖范围以外的损害。在这方面非常含

糊。例如，如果提到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会视谁

为无辜受害者？由谁来确定损坏的程度？谁会请求

赔偿？

23．关于损失分担问题，委员会应着重于单一

的模式。可以争论绝对赔偿责任与客观赔偿责任之

间的关系；或者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责任与真正涉及

到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所引起有害后果的责任的

案件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在某些基本原则上

存在协商一致，这些原则载于报告第43至第45段，

可以作为委员会工作的基础。

24．特别报告员采取的方法是避免赔偿责任的

形式问题，直接处理损失分担制度，这一方针并不

十分明确。如果这种制度直接以“污染者付费”原

则为基础，而且目的是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

成的损害所引起的损失提供补偿，那样，对于要赔

偿污染者（即经营者）不承担责任的损失的国家的

剩余赔偿责任来说，其合法依据是什么？如果国家

不是污染者，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那它为什么要

付费？如报告第153段 (h)分段规定的国家为此专门

拨款的义务，只要明确这种义务的依据，就可以是

一种能为人接受的解决办法。如果国家必须承担这

项剩余赔偿责任，也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即它

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这样做，或者只有在某些

具体情况下才必须这样做。

25．特别报告员在第 153段 (g) 分段建议有限

责任由额外筹资机制作补充，那样是否应认为国家

的赔偿责任必须始终受到限制？如果这样，根据什

么标准？他本人认为，如果是客观赔偿责任，责任

是有限的，这是合理的，因为目的是对并非非法的

活动产生的伤害作补偿。

26．就赔偿责任而言，问题在于过错方是否必

须对伤害做全额补偿。例如，《关于工业事故越境

影响对越境水体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

书》没有对适用于经营者过错的赔偿责任案件的客

观赔偿责任规定补偿限制。那么必须要问：如果是

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国家的剩余赔偿责任是否合

理？总之，他认为，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

的损失分担制度与各种赔偿责任形式密切相关。

27．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绝不能将责

任归咎于经营者，而必须将其归咎于在损害发生时

指挥和控制活动的人员，但也可以将经营者界定为

行使这种控制的人员，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也

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委员会应鼓励各国缔结

国际协议，在它们的国内法律制度中规定干预和补

偿。预计条款内容将鼓励国家进一步达成协议。在

这方面，委员会工作组在 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

上编制了条款草案第 21和第 22条规定，其评述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

28．他还认为，如第 153段 (k) 分段第一句所

示，对环境的损害本身可能不引起补偿，但特别报

告员在第二句中提出的观点，即“由于环境损害而

引起的利润和旅游损失不大可能得到补偿”，应给

予更多思考，因为它并不与环境损害问题本身直接

有关，而且报告中也没有提出任何论据加以佐证。

29．委员会必须继续就本专题开展工作，但要

决定它的工作最后成果应采取何种形式，为时尚早。

30．梅莱斯卡努先生说，本专题是一个难题，

因为在赔偿责任方面的国家实践几乎不存在，通过

的公约涉及非常具体的活动类型，还因为在这个问

题上，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有的直接否认该专题

的存在，有的承认存在以风险为基础的客观责任。

他本人认为，委员会应制定规则，因为如果没有规

则，国际赔偿责任制度就是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

因为在将来，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造成的越界损

害可能要比常规性活动造成的损害更多。

31．报告处理的问题与委员会已经就越界损害

预防问题所开展的工作有关系。预防和对危险活动

造成的损失的分担有直接关联。因此，委员会必须

仔细考虑作为补偿的基础的这种关系，否则，它可

能会陷入灰色区域，将社会福利卷入其中，而不是

法律。问题在于以下情形的国家赔偿责任：尽管国

8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第134 -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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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出努力，并根据国际义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

损害，特别是越界损害仍然发生。因此，委员会必

须考虑国际公法中是否实际存在国家对风险的客观

赔偿责任的问题。如果存在，这种赔偿责任就是一

种例外，因为它不是建筑在不法行为的基础上，而

是建筑在声援的原则或者保护无辜者的原则基础

上，无论这种概念可能如何受到争议。

32．委员会采取的办法是务实的，因为它要将

客观赔偿责任问题从损失分担问题中剥离，但是，

由于要起草的是所有委员普遍能接受的一个制度，

这种办法必须是暂时性的。

33．委员会必须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风险赔

偿责任的国家制度和条约规定与国际法之间的联系。

对国家立法的比较研究表明，大陆法系国承认客观

赔偿责任的存在，如房主因他们的房地产造成的损害

赔偿责任。这些国家大多将这种源于罗马法的民法

典规定看作是核电站经营者或污染者造成的损害的

客观赔偿责任的基础，这些国家中有许多甚至将行

政法适用于无过失赔偿责任。对关于越界损害的国

际公约的一项研究表明，它们适用于各种领域，如

石油污染或危险物质运输、危险废料处置以及利用

和探索外层空间所引起的损害等等。鉴于这种多样

性，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为了作编纂而去寻找这种

实践的共同点，而是要制定可适用而且能作为各国

遵循模式的一般性原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内立

法包含不了越界损害。在这方面，他认为，损失分担

不应如科斯肯涅米先生提出的那样，以人权保护的

特定观念为基础，而是应以风险赔偿责任观念为基

础，这是得到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承认的。如特别报

告员强调的那样，这些原则必须是一般性和剩余性

的，报告第153段 (b) 至 (h) 和 (k) 分段已经对此作了

概述。至于第153段 (g) 分段中提到的关于由额外筹

资机制对有限责任作补充的观点，他认为，必须将赔

偿责任限于特定数额，否则经营者和国家承受的负担

可能不确定，也许会阻碍对有关国家非常重要的经济 
活动。

34．对于他批准的这些原则，建议添加其他内

容。首先，有关规定应考虑到保护无辜受害者，但

不要给经营者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特别报告员在

其报告第44段提到，应建立原则，不可能在任何情

况下都全面恢复原状。这种想法，应涵盖一项特殊

规则，也可以结合最低门槛，即重大损害，如在保

险合同和各国互补性赔偿制度所规定的最大门槛。

35．委员会也可明确建议经营商采取保险措施

覆盖风险。在现实中，这种保险措施对于可能造成

跨界损害的危险活动应是强制性的。否则，在实践

中很难要求经营者为此类事故负责。为了使保险公

司为赔偿设置上限，建立一种覆盖损害赔偿的制度

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赔偿责任不封顶，就不能要求

经营者订立保险合同，因为像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

如发生意外造成的事故是不能保险的。

36．关于本专题的范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意见，即要制定的原则和规则应该与关于预防的条

款草案挂钩，因为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他还赞成

设立一个起草小组的意见，以便开始根据报告第

153段所载的建议，就危险活动引起的越界损害的

损失分担问题开始拟定一般性和剩余性规则。

37．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对就该专题采取的

方法感到关注。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上，他站在受害

者一方，建议从这些受害者的角度起草规则或原

则。梅莱斯卡努先生说这种方法不平衡，因为委员

会必须在保护受害者利益与为整个社会从事的活动

之间求得折中，他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但是，应当

质疑的恰恰就是这种平衡观，因为它只能在编纂方

面造成僵局，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不同利益之间

是不可能达成平衡的。由于情况不可预知，因此这

种方法等于是保持沉默。只提到“利益平衡”的规

则其实是将决策的权利转移给那些利益代表机构，

其任务就是搞“平衡”。事实上，公共或私人机构

很少代表受害者的立场。事实上，“平衡”原则倾向

于维护强大的商业或工业机构的利益。因此委员会

呼吁采取一种有利于受害者利益的立场。

38．蒙塔兹先生说，他同情特别报告员，在某

一方面，他是自身学术诚实的受害者——例如他

在报告第 2和第 3段中公开承认——“全球性综合

赔偿责任制度对国家没有吸引力”，“要想通过民

事不法或侵权行为法来寻求损害赔偿也有它的局限

性”，“国家赔偿责任和严格赔偿责任在国际上并没

有广泛的支持”，“这方面的案例法很少”，“在这

方面，国际习惯法的作用也不很大”。以上这几句

话说明了委员会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原因，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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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决不能作为放弃本专题的论据。最多可以认为，

委托给特别报告员的任务非常困难，而且很敏感，

需要极大的才智。报告对各国到目前为止编写的条

约，当然是部门性和区域性条约作了出色的调查，

清楚表明，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一定不要置危险活

动引起越界损害的无辜受害者的命运于不顾。

39．报告正确地认为，这种损害引起的原因常

常是，事发地国家没有履行自己的预防义务。在这

种情况下，则根据委员会 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

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

案对损害进行补偿。采取最佳的预防方法，并不能

免除事故风险，而且即使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

下也可能造成损害，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为众人确

认。考虑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近年来

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生态灾害，将是非常有趣的。

40．无论怎样，本专题的相关性和可行性以及

特别报告员的能力是不容质疑的。研究的依据是这

样一种假设，即损害发生地国家履行了它的预防义

务。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必须承担主要赔偿责

任，国家可能承担剩余赔偿责任，但在所有这两种

情况下，这种赔偿责任只能是有限的。至今为止起

草的条约制度，大多以经营者民事责任和“污染者

付费”原则为基础，这可以被看作是国际法的一般

性原则。显而易见，如果涉及多个经营者，则总是

可以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1．如果经营者无法确定或者没有清偿能力，

有关国家的剩余赔偿责任的依据可以是国家对在自

己领土上开展的活动负责的原则。那样，国家则有

权要求在其领土上开展危险活动的多国公司向其通

报这种活动可能引起的风险。有本国企业在国外进

行这种活动的国家，也应确保根据国际安全标准进

行这种业务。这种方法完全符合以某种方式从有关

活动中获益的法律主体公平分担损失的原则。结果

可能是，这种活动会得到更严密的监督，风险也因

此而减少。从合作的法律而不是从共存的法律中得

到启示的以声援为基础的解决办法，可能更容易产

生成效，因此，问题是建立一种对无辜受害者的集

体保险，特别报告员称之为“连带赔偿责任”。

42．无论怎样，这种赔偿责任不可能是绝对

的，损害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影响。在这方

面，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严重损害”的上限是完全

可以接受的，而且如果旅游活动是一国经济的主要

部门，而损害严重扰乱了旅游季节，那样也可适用

于这种情况下的环境损害。

43．应该有一项但书，排除武装冲突和自然灾

害造成的损害。

44．最好是等到看到该专题的工作取得进展后

再就研究应采取的形式做出决定。

45．达乌迪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并对他的第

一次报告表示祝贺。报告清晰而完整。他说，对审

议中的专题是否可以编纂的问题提出疑问已经太晚

了，因为委员会在 2002年 9提出的建议已经得到第

六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核准。10

46．他同意有些委员就以前的特别报告员在界

定越界损害时所用的排除对全球公域的损害的限制

性标准所提出的批评。但是，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在

报告第 39段中提出的建议，他建议核准委员会关

于确认“严重损害”为补偿义务开始发挥作用的上

限的决定，但他指出，如报告第 31段所回顾的那

样，工作组1996年 11界定该术语的方式可能会引起

各国的争议，使法院有广泛的解释权。翻译这一概

念所用的术语，特别是在阿拉伯语中，必须予以认

真注意。

47．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6段中指出，各国

在最近缔结的条约中，试图依靠民事责任来解决损

失分担问题。他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各国

际公约建立的根据有关活动的类型而有所不同的制

度。根据这种活动的状态，负责人可以是经营者、

业主，也可以是肇事者；可以是进口者，也可以是

处置者；在有些情况下适用“污染者付费”原则，

在其他情况下则不适用这种原则。有些公约规定建

立额外补偿基金，而另一些公约则没有这种规定。

在特别报告员提到的所有公约中，只有《外空物体

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提到了国家赔偿责任

9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17段。

10 见第2763次会议，脚注3。
11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第2条评论第4和第5段。



120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部分简要记录

和民事责任。但是，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的第114至
第 121段中试图对民事责任的共同特征作出描述。

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特征转变为国际法规则，很难说

编纂是否一种正确的方法，在该领域中，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48．他对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建议的印象很深，

该建议是：应制定一套原则体系，作为国家实践

的准则。 但他想知道除了“污染者付费”原则以

外，这种原则实际上是否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国际法原则。这是

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报告员肯定有能力处理。

49．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53段中就形

成损失分担模式提出的论点。他指出，第153段 (j)
分段提到的环境损害极难量化，他建议提及联合国

赔偿委员会（伊拉克－科威特）正在开展的工作。

50．卡巴齐先生说，委员会对这个专题已讨论

了 25年， 三名特别报告员先后提出了 21份报告，

各工作组也提出了若干报告。它原来的标题相互矛

盾，肯定会产生问题，因为它的目的是推动管制制

度的建立，但又不去争取禁止被认为造成严重的实

际或潜在危险并具有越界影响的活动。比起国际法

或国内法下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该专题并不容易

进行编纂或逐渐发展。但该专题在委员会和联合国

大会大多数国家中仍然有吸引力，因为唯一公正并

合乎逻辑的是，总有人能从中获益的一些活动的无

辜受害者绝不能被忽视而得不到补偿。这就是不能

放弃本专题，并在研究本专题方面取得了进展的原

因。2001年，委员会因此完成了一系列关于防止因

危险活动造成越界损害的条款草案。12这是逐渐发展

的一步，必须推行下去，必须在国际一级跨过国家

责任规定和具体条约制度规定之间，在国内一级跨

过民事责任和各地方安排之间狭窄的海峡。这两个

狭窄的海峡只能是特别报告员提倡的一般性和剩余

性规则，他正确地提倡损害严重程度的上限应该与

在预防方面所采取的上限一致——换言之，要起

草的制度必须限于严重损害。关于委员会在该专题

上的工作的连续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52
和第 153段中提出的建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

12 见上文脚注2。

步，因此应该设立一个工作组，在特别报告员的主

持下继续讨论和完善有关的一般性和剩余性规则，

同时注意无论建立何种制度，均不应影响国际法，

特别是国家责任法下的诉求。

51．巴哈纳先生回顾了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他说，委员会

在1970年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决定将对国际责任的研

究限于国家不法行为的后果。13 这项决定导致大会于

1973年宣布也应该审议不被视为非法的活动的损害

性后果。14然后，委员会于1997年决定将该专题分成

两部分，一部分关于预防，另一部分关于全球赔偿

责任。15因此，委员会在当年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并

请现任特别报告员开始有关该专题第一部分的研究

工作。16 2001年，委员会通过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

于预防的19项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2002年，一个

新的工作组开始研究关于赔偿责任主题的第二部分，

并提交了一份报告，它在报告中建议赔偿责任的范

围应继续局限于关于预防的部分所处理的活动。工

作组重申国家必须发挥作用，并履行义务，以确保

建立国际和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保障公平分担损失。17

特别报告员在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越界损害所造成损

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的第一次报告中采纳了工作组的

许多建议，如关于国家义务以及必须确保建议的法

律制度不影响国家责任法等等的建议。

52．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到了一系

列国际文书以及部门和区域性安排，这些文书和安

排构成损失分担的模式。国家缔结的一些公约和其

他国际文书涉及大量的环境问题，一般性地处理了

各种活动，包括核和空间活动、在南极的活动以及

碳氢化合物和有害及危险物质的运输等活动造成越

界损害所引起的国际赔偿责任。他还提到《里约宣

言》的原则13，该项原则呼吁各国就对污染受害者

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和补偿问题拟

13 《1970年……年鉴》，第二卷，A/8010/Rev.1号文件，
第66段。

14 1973年11月30日大会第3071（28）号决议，第3段 (c)
项。

15 《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5和
第168段 (a) 项。

16 同上，第162和第168段 (a) 项。

17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7和
第4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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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国内法，并合作就赔偿责任和补偿问题进一步拟

订国际法。18 他本人不对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14
段中的判断提出争议，但所列的文书并不十分完

整。委员会应该进一步审议这些文书，最好是根据

作为参考的一份单独清单进行审议，以便形成一些

能构成损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的共同原则和要素。

53．报告第三部分所载的总结和建议表明，本

专题的研究目的应该是起草关于损失分担的规则，

而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是作出了预防努力或者在无

法进行预防的情况下的越界损害。这种损失应根据

“污染者付费”原则在经营者与业务的授权者、管

理者或得益者之间分配。这些规则的设计应该是为

了确保无辜受害者，无论是自然人、法人还是国

家，均不应承担越界损害造成的损失。无辜受害者

应受到保护的原则无疑得到普遍接受，但正如特别

报告员在报告第 44段指出的那样，不是所有情况

都可以得到充分补偿的。因此，要建立的制度应该

是鼓励所有有关当事方采取预防和保护性措施避免

损害。当然，有些国家不愿意接受并非由于违反国

内法或国际法下的义务而产生的任何形式的赔偿责

任。但是，从包括国家的不同行为者之间损失分担

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是处理有关不涉及不

法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的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54．关于国家和经营者各自的作用问题，经营

者，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均必须承担主要赔

偿责任，但是为了便于对无辜受害者做出补偿，越

界损害的不同责任者必须建立专门的补偿或保险计

划，以分担损失。如果在任何情况下，损害引起国

家赔偿责任，那样对经营者来说，这种责任只能是

辅助性或剩余性的，除非国家本身是活动的主要经

营者。例如，国家剩余赔偿责任可以是由于它行使

对活动进行监测的职能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有关

私人经营者不能对受害者做出充分赔偿而引起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承担赔偿责任，向补偿基

金或者保险计划捐款。

55．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所采用的严重损害标

准，应该用作损失分担制度所适用的损害上限。“特

大危险性”活动，如核活动和石油运输等等，需要

有更加严格的标准，但目前对这些活动没有必要另

行建立一项制度，因为无论怎样，这些活动适用它

们自身的部门性制度。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56．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宣布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将取代巴埃纳·苏亚雷先生在起草委

员会的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方面的工作。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67 次会议

2003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

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

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

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

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

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

田先生。

  –––––––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1）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18 见上文脚注5。

 

* 续自第 2764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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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1．巴哈纳先生继续他在上次会议上的发言，

他指出，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以及第六委员会的一些

代表团显然支持将这一议题扩大到超越国家司法管

辖范围的建议。各方似乎公认，这一问题应当进一

步讨论。

2．全球公域是与此不同的问题。它不属于本

专题的范围，而且，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

过的有关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草案 2也并

不针对这一问题。但是，如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

可以在稍后阶段将其作为独立专题来审议。

3．在确定分摊损失的法律制度的观念中，应

当在经营人、受惠人和受害人，以及任何其他可能

参与的行动者之间公正地平衡权利和义务。

4．2002年委员会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成立的工

作组建议把重点放在分摊损失模式上，3特别报告员

在其报告（A/CN.4/531）第37段中谈到了这一点。这

些模式得到了委员会的普遍赞同，并且大致在第三

章中做了阐述。关于第153段 (d) 分段中的看法，他

不确切知道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例外，只有在外层

空间活动的情况下才被接受。委员会还没有探索根

据各种条约和国际文书分摊损失的其他模式，不应

当对这种可能性过早地关上大门。至于 (e) 分段，合

理性的检验标准应当优先于严格证明的标准而先被

接受。至于 (f) 分段，他同意赔偿责任既可以是共同

承担而相互独立的，也可以是公平分担的。他并认

为，(g) 和 (h) 分段中的原则将进一步加强赔偿责任

问题的法律体制，而 (i)分段中的原则应当予以接受。

根据这一原则，各国应当力求使相互间的赔偿法协

调一致，因为，正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45段中指

出的那样，使各国法律协调一致是避免法律的冲突，

并在区域间形成某种共同期待的方法。4 在 (j)分段中

关于对人身和财产的损害，以及对环境和自然资源

2 见第2762次会议，脚注7。
3 见第2763次会议，脚注2。
4 P. W. Birnie 和 A. E. Boyl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2nd ed.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279页。

的损害所作的赔偿似乎是公平的，应当是可以接受

的，而 (k) 分段中所提出的限制则需要进一步审议。

5．赔偿责任制度应当采用对各国谈判损失的

分摊提供指导的形式，但是他仍愿意考虑的建议

是：有关条款草案应当采用类似于有关预防的条款

草案采用的那种公约形式。一旦条款拟定完成，就

需要由规定调解和仲裁程序（或许可以类似于预防

体制）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来牢固确定。

6．最后，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加速完成有关这

一专题工作的意图。委员会不应当再花费更多时

间争论这一专题对于法律的编纂或逐渐发展问题

而言是否有意义。大会于 2001年已经批准了其第

五十六届会议的主题，5而对此争论的时间已经过去。

正如报告第 36段中所指出的，大会于 2001年促请

委员会迅速开始就赔偿责任问题进行研究。6 2002
年第六委员会内的辩论是建设性的、有助益的。因

此，他赞同建立一个工作组的建议。

法律顾问的发言

7．主席请主管法律事务厅副秘书长兼法律顾

问汉斯·科雷尔先生向委员会介绍联合国内部最新

的法律方面动态。

8． 科雷尔先生（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

法律顾问）祝贺委员会新当选的委员，并祝贺委员

会在议程中添加了三项新的专题。他期待委员会工

作得出结果，并回顾大会在第 57 / 21号决议第 4和
第 5段曾再次请各国政府就有关委员会议程中两个

专题方面的实践提供资料。这种资料当然是宝贵

的，他也希望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这种资料，委员

会就等于没有得到必要的指导。

9．在同一决议第 8段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

关于节省费用措施的立场，并鼓励委员会继续采取

这种措施。他相信，委员会不仅在审议下届会议会

期和确定会议为单一届会还是分期届会时一定会铭

记这一点，而且在规划其每周的工作方案和举行会

5 2001年12月12日大会第56 /82号决议，第3段。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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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时也会铭记这一点。使他有些担忧的是，委员会

对会议服务的使用已降低到 2002年所提供时间的

80 %，他回到纽约后，将会与联合国方案和协调委

员会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进行讨论。

10．秘书长在题为“改进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

部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7第57段中，制定了一项“执

行页数限制”的政策，根据该政策，从今以后，20
页限制将成为非秘书处印发的所有报告的指导方

针。尽管他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反对这一做法，但是

会议事务部已决心十分严格地遵循这一指导方针。

因此，他对于特别报告员的所有报告都不得不请求

特定的豁免，并得到了准许。当委员会的工作形成

了经由第六委员会通过的重要文件之时，如果委员

会不能以所需篇幅阐述其观点是毫无意义的。

11．《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
日生效，第一届缔约国大会已于 2002年 9月 3日至

10日举行。第一届会议又于2003年2月复会，以选

举法官。根据一项创新的程序，其中包括复杂的最

高和最低表决标准，选出了18名法官，成功地保证

了法院人员组成的适当区域和性别分配。法官们于

3月11日在海牙举行的庄严仪式上宣誓就职，加拿

大的菲利普·基尔希法官被选为法院院长。缔约国

大会在4月21日的复会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选举阿根

廷的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先生为检察官。同次

会议上，还选举了预算和财政委员会 12名成员中

的 10名成员。来自东欧国家集团的其余两名成员

将于 9月份选举。已邀请各方为受害者及其家属信

托基金董事会的董事指定候选人。预计各位法官会

很快任命法院的书记官长，从而填补这一法院的最

后一个重要职位。

12．缔约国大会定于 2003年 9月 8日至 12日在

联合国总部举行其第二届会议，届时并将举行侵略

罪行特别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继续就这一最新的定

义展开工作。

13．2002年 1月 16日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0年
8月 14日的第 1315（2000）号决议建立的塞拉利昂

问题特别法庭将审判对于犯有危害人类罪、战争罪

7 A/57/289。2003年1月16日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被
重新命名为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行、以及塞拉

利昂相关法律确定的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同

寻常的是，这一法庭是根据联合国与塞拉利昂政府

之间的一项协议建立的，其开支由国际社会的自愿

捐款来偿付。检察官戴维·克兰先生作为法院的独

立机关行事。塞拉利昂政府任命了德斯蒙·达锡尔

瓦先生为副检察官，而秘书长任命了书记官长罗

宾·文森特先生。秘书长并任命了两个审判分庭法

官，以及三名上诉分庭的法官，而塞拉利昂政府则

任命了一名审判分庭法官和两名上诉分庭法官。各

位法官选举了澳大利亚的杰弗里·罗伯逊先生为庭

长。同样不同寻常的是，由该国政府、联合国和主

要捐助方代表组成的一个管理委员会自2002年1月
以来一直在掌管法院的非司法职能。2003年3月10
日，检察官宣布他已对七人提出起诉，其中五人目

前受到法庭拘捕； 另有一人据报道在利比里亚被

杀，而目前正在积极努力，以逮捕第七人。审判可

能于2003年开始。

14．委员会想必记得，1999年，秘书长已经与

柬埔寨政府开始谈判，以商定援助草拟一项国家法

律，从而建立一个特别国家法院，审判红色高棉领

导人，并邀请外国法官和检察官参与这一程序。秘

书长于2002年2月不情愿地中断了谈判。在2002年
12月 18日第 57 / 228 A 号决议第 1段，大会请秘书

长恢复谈判，2003年 1月在纽约举行了几次探讨性

会议，会后，他本人作为法律顾问于 3月前往柬埔

寨，与该国政府进行了有关细节的谈判。谈判的结

果是，联合国与柬埔寨王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草

案，根据柬埔寨法律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犯下的

罪行， 大会于 2003年 5月 13日批准第 57 / 228 B 号

决议。他将于 6月 6日在金边签署协议，此后协议

就必须得到柬埔寨相关的宪政主管当局的批准，随

后，一旦双方满足了必要的法律要求，协议就将生

效。同时，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尤其是要为协议的

实际履行做准备，并筹集必要的资金。大会已经决

定，联合国向柬埔寨政府提供的援助将以自愿捐款

来提供经费，尽管可以指出，作为一项宪政原则，

法院的经费应当以分摊的会费来提供。

15．委员会想必记得，大会在 2002年 11月 19
日第 57 / 16号决议第 2段中决定，国家及其财产的

司法管辖豁免特设委员会应再次开会，整理商定领

域并解决未决问题，以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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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会议 8所通过的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条

款草案和第六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与特设委

员会的讨论情况来拟定一项可获普遍接受的文书。

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根据第 2条第 2款确定合同

或交易商业性质的标准；根据第 10条第3款与商业

交易有关的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概念；根据第11
条拟定的就业合同；涉及到第 13和第 14条的未决

问题；涉及根据第17条拟定的仲裁协议影响的未决

问题；以及根据第 18条限制国家财产的措施问题。

另外还有在条款草案中有关刑事诉讼的问题，以及

条款草案与其他协议的关系问题。

16．关于第 2条第 2款的非正式协商由田中先

生协调，而关于第 10条第 3款和第 11条，其刑事

诉讼和与其他协议关系问题的协商由澳大利亚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布利斯先生协调，而关于第

13、第 14和第 17条，即依第 18条实行的限制措施

问题的协商由奥地利的哈夫纳先生协调，他也是特

设委员会的主席。

17．特设委员会由于哈夫纳先生担任了能干的

主席而顺利完成了工作。条款草案全文及相关的谅

解内容载于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之中。9特设

委员会已将条款草案最后形式的问题重新提交给大

会。

18．2002年11月19日，大会在其第57/27号决

议中延长了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它是根据 1996年 12月 17日大会第 51 / 210号决议成

立的。而根据 1999年 12月 9日大会第 54 / 110号决

议，该任务就是考虑拟定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问

题的综合公约草案。于 2000年末开展的谈判所取

得的重大成就已反映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中。10尽管

取得了这一进展，但是这一未来公约的一些关键内

容仍然面临严重困难，即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公

约草案与现有和今后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文书之间

8  《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46/10
号文件，第28段。

9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2号》（A/ 
57 /22），附件。

10 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7号》（A/56/37）；
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7号》（A/ 57 / 37）；同上，

《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37号》（A/58 /37）。

的关系；恐怖主义与人民争取自决权和向外国的占

领进行战斗之间的区分的问题。

19．对这一公约所开展的工作在 2001年 10月
已十分接近完成，但是中东的事件破坏了谈判的气

氛，而如果政治气氛不改善，就不大可能取得进

展。特设委员会于 2003年 3月 31日至 4月 2日举行

的会议，尽管存在分歧，还是继续就公约开展了工

作。第六委员会将在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继续

这项工作。特设委员会的议程上还有一项制止核恐

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这是俄罗斯联邦的倡

议，但是，由于这项工作与有关综合公约的工作有

十分密切的联系，他认为在一项工作未取得进展

时，另一项工作不大可能会有进展。

20．2000年 2月以来，特设委员会也关注了召

开一次关于恐怖主义的高级别会议问题。一些代表

团对这一会议表示支持，会议除其他方面外，还能

够着重关注加强现有国际合作框架的具体措施问

题；审视诸如促进国家执法机构之间合作等防范性

措施；以及拟定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但是，其他

代表团对于这一会议的实际利益还有疑问，并认

为，应当等待关于综合公约的工作取得成果以后再

举行会议。

21．联合国秘书处在提请各方注意现有反恐怖

主义公约方面作了很大努力。2001年11月和2002年
11月，在总部举行了有关特别条约的活动，其特别

重点就在于主要的反恐怖主义文书。另一次同类活

动是于2003年末举行的。2001年，法律事务厅出版

了一本涉及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文

书集，11 2002年，该厅发表了一本在这一领域的各国

法律汇编。12该厅与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

题办事处的预防恐怖主义处保持了密切合作。

22．安全理事会在反恐怖主义努力中十分积

极。2003年1月20日，安理会举行了一次特别部长

级会议，其目标是重新推动反恐怖主义的斗争。由

于这一次高级别会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1456

11 《有关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联合国
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01 .V.3）。

12 《关于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法律和法规》（联 
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F.02 .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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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号决议，决议的附件是一项关于打击恐怖

主义的宣言。安全理事会在宣言中鼓励联合国会员

国密切合作，以解决所有未决问题，从而以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综合公约草

案，以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草案。

23．2003年 3月 6日，根据 2001年 9月 28日安

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建立的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与 60个国际、区域和分区组织的代表进行

了一次会议，以便交流有关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采

取协调立场的意见。秘书长在其开幕词中强调指出

有必要制定一项国际行动方案，以打击恐怖主义，

伸张法治，以及强调消除贫困和不公正的重要性，

以便解决被恐怖主义分子用作借口的各种状况。会

上多次提到了促进批准和适当实施 12项反恐怖主

义公约的问题。13会议结束时发表的一项公报强调

了交换信息、互补有无以及优先采取反恐怖主义的

倡议。美洲国家组织将于同年稍后在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主办一次后续会议。

24．受到极大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保护联合国

工作人员问题。在总部的电报通讯中每天都带来了

外地工作人员的困境和面临危险的状况，不幸的

是，每年都有许多工作人员丧失了生命。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法律保护范围问题特设委员

会于2003年3月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议，继续讨论

加强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提供保护性法律体制

的措施。委员会集中讨论的焦点是秘书长的建议，

即该项公约应扩大到包括所有联合国的业务，并扩

大到包括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人员。武装冲突的参与

者目前故意以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攻击目标是令人严

重关注的问题。

2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国际法委员会在

1950年代的工作所产生的，该项公约目前有142个

13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
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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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
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补充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
非法行为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
暴力行为的议定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关于在可
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
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活动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缔约方，其中包括欧洲共同体。为即将举行的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而编写、并在法律事务厅网站上提

供的一项报告，阐述了有关海洋法的所有最新发

展。该厅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网站最近作了更

新，并以所有正式语文提供了大部分官方文件。

26．2002年 12月 9日至 10日，纪念了《公约》

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缔约国第十三次会议将于

2003年 6月 9日至 13日举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已

收到一份首次提交的文件，并将分别于2003年4月
28日至5月2日，以及2003年8月25日至29日举行

其第 12和第 13次会议。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

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第二轮非正式协商定

于 2003年 7月 21日至 25日在总部举行。在最近的

政治事件和国际危机往往吸引各方注意的同时，他

刚才所提到的各种材料和会议传递了世界海洋状况

的令人沮丧的消息，希望人们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

识。

27．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定于2003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在维也纳举行。根

据 2002年 11月 19日大会第 57 / 20号决议，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员由 36个扩大到 60个。该

次会议将讨论通过有关私人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

仲裁、电子商务的示范立法草案以及关于破产法法

律指南草案等问题。

28．关于出版物的信息，其中包括维持《联合

国各机关惯例汇编》、技术支助、网站和委员会可

能感兴趣的其他活动的责任问题，将以书面形式向

各成员提供。他最后希望提出一项由他担任主席的

联合国系统法律顾问们最近表示关注的问题。顾问

们注意到，互联网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制

度的管辖之下运作的，尽管在过去，如果设置的通

讯体系具有国际影响，各国曾协力管制这个新的现

象。尽管对互联网的管制主要是一个政策问题，法

律顾问们都希望向国际法委员会传达三项关注。首

先，互联网作为通讯、商业、政治和文化表达、教

育和科学合作的手段，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第

二，各国法律和法院体系未能对互联网的多数活动

提供足够的法律框架。第三，迫切需要制定一项有

利于在具有法律肯定性、尊重法制和尊重互联网国

际性质的环境内进一步开展互联网活动的法律结构

和国际文书。例如，网址的“劫持”使搜索妇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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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人发觉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环境里，

就是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一。

29．主席感谢法律顾问关于法律事务厅活动的

宝贵报告。其中特别有关的是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和

其他国际法庭的工作、各国管辖豁免、海洋法、恐

怖主义、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互联网活动的新现

象等方面的资料。

30． 布朗利先生要求进一步说明世界海洋 
问题。

31．科雷尔先生（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

法律顾问）说，为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编写的报告

阐述了总的问题的各个方面，他只想提一下其中几

项。海洋资源的枯竭是一个无法解释而令人不安的

现象。充当许多鱼种养育地的珊瑚礁突然无法解释

地泛白。必须解决地面和海洋中的污染。继最近

“威望号”油轮灾难后，需要考虑一下船旗国管辖

权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对使用其国旗的船只并

没有适当管辖权的情况。全球升温和冰川的消融及

随之而来的海洋水位上升只是自然周期的一部分，

还是由于人为干预造成的结果？

32．杜加尔德先生说，国际法委员会的特别报

告员所起的作用与其他机构的特别报告员非常不

同。例如，在人权委员会里，特别报告员写的报告

促进了政治辩论，而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研

究报告则构成该机构工作的基础本身。提交很简单

的报告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只会限制委员会的辩

论，从而限制委员会工作的进展。他吁请法律顾问

利用他的影响力力图劝说第五委员会委员认识到国

际法委员会工作的特殊性质。

33．不需提醒，委员会委员对于其酬金从2002
年以来被取消感到不快，但是他希望把他个人的观

点列入记录，即取消特别报告员的酬金是具剥削性

的，不公平的。这意味着这些委员每年除了委员会

会议期间之外，还必须完全没有报酬地工作几个

月，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排除了他们雇用研究助理的

可能性。

34．至于法律顾问所介绍的反恐怖主义措施，

自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通过，其中援

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致使各国采取行动制止恐

怖主义以来，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现象。许多国家

在通过国内法律方面有些过火。例如，有一个国

家简单地将恐怖主义界定为非法行为，而一些国

家对其定义是涉及到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暴力的

非法行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任何反政府的活动都

属于恐怖主义范围。但是，人权标准必须与制止

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保持平衡。据此，在拟定国

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时，国际社会也应当力图防止

各国借此机会对反对派采取强硬行动来解决国内

争端。

35．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请法律顾问详细介绍针

对秘书长的报告“改进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的工

作情况”14第62段的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步骤，这项

建议要求研究用数码记录替代简要记录所涉实际影

响和费用问题。如果简要记录被替换，对委员会会

很不利。她并且希望能够看到关于第 54段中所提

“改善的先进上游规划新体系”含义的解释。15这是

不是要求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设定页数限制并取代

简要记录？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委员会

可能会在报告中讨论这些问题，而第六委员会也可

能在其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决议中提到这一问题。

要求豁免 20页限制的做法本身是一项重复性任务，

需要编纂司和其他机构开展大量工作。她认为，页

数限制应当一次性免除。法律顾问是否会与该部的

高级官员会晤讨论改变这种做法？尽管国际法委员

会表示了关注，但豁免页数限制的做法可能维持不

变是令人不安的。

36．关于互联网需要有法律体制的讨论，法律

顾问是否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机构讨论了这一

问题，是否请他们开展研究，或是否咨询过任何互

联网专家？这一计划的成熟性如何？

37．梅莱斯卡努先生注意到法律顾问们已决定

向国际法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传达其对互联网的法律

关注，并询问法律专家们是否已向联合国系统的其

他机构或互联网专家传达过这一关注。是否只希望

国际法委员会注意到所表达的法律方面关注，还是

14 见上文脚注7。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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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更加具体的行动，如果要求的话，这种行动

将采取何种形式？

3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令人惊奇的

是，对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长度设定了 20页的限

制，而对超过这一限制的报告还需要请求豁免。以

他自己的报告为例，他可以将报告从目前的 52页
缩短到20页，但是这样他就需要在三次会议上（也

就是需要三年）来完整地提交报告。这当然不会有

利于效率。如果委员会委员要很快掌握议题，他们

就需要一次就了解所有的材料，而如果将报告限制

在某一页数范围内，这就不可能做到。特别报告员

也无法得到其他委员对整个议题的反应。讨论就会

在不断要求澄清的过程中迷失方向，而如果已提供

了所有的材料，这就没有必要。如果有 20页的限

制，这议题就需要一种低效率的时间安排，因此这

是不能接受的。

39．另一问题是特别报告员需要、而且一般也

有权得到的帮助。酬金只是满足其需要的一小部分

帮助。如果不提供帮助，这对于委员会工作的效率

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并对其宗旨本身产生不良影

响。酬金必须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而不能只作为

一个削减开支的问题。显然，联合国已开始轻视其

法律问题方面工作的价值。这是危险的动向。

40．曼斯菲尔德先生说，协调关系到海洋和海

洋法问题的必要性涉及联合国许多机构的责任和任

务，这些机构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只对其成员负

责，即使秘书长也无权命令这种协调。另一问题

是，会员国提出了不同层次的指令。他希望法律顾

问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如何解决法律和结构问题的积

极的消息。如果委员会要处理互联网的问题，这就

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即，需要某种机制来处理不同

联合国专门机构间相互独立的法律体制问题，并寻

求采取协调一致工作方法的途径。

41．佩莱先生感谢法律顾问作了他本人始终认

为是很有助益的意见交流。中断《联合国各机关惯

例汇编》的工作并请学术机构维持这项汇编的建议

完全是荒唐的，这是官僚主义新发明到了不可收拾

地步的结果。学术机构无法承担这项任务。相反，

要由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供有关汇编的数据。这项工

作不从内部开展是无法想象的。

42．他的另一项关注是委员会秘书处所面临的

十分严重的威胁。他的理解是，业已计划——由

于又一次官僚主义的迷梦——国际法委员会秘书

处将由某种官僚主义鬼怪来服务，就是负责所有联

合国会议的总秘书处。这听起来也是完全癫狂的想

法。为本委员会服务和帮助的人却完全不了解国际

法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受过大量

法律方面的训练，这是极为宝贵和必不可少的。如

果这一想法真的得到进一步推进，委员会必须发出

非常强烈的正式抗议。

43． 他完全赞同杜加尔德先生和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关于特别报告员工作面临障碍的问

题。一切事情似乎都表明委员会受到那些完全不了

解委员会工作的人的臆想的主宰；其实假设他们对

委员会的宗旨稍稍有点了解，委员会所得到的待遇

也无法证明其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的动向不

但完全不令人感到鼓舞，相反令人担心，而且令人

震惊。

44．蒙塔兹先生提到《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

安全公约》，说这些工作人员所面临的危险令人很

不安。他推想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以扩大《公约》

的范围。法律顾问提到了有必要扩大《公约》的范

围，以便不仅包括所有联合国的活动，而且还将包

括非政府组织的所有驻地工作人员，他无法想象对

这一步骤存在着何种障碍，谈判为何至今没有成

功。

45．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担忧法律事务厅过

于注重恐怖主义问题，并提出，对互联网的管制可

能在今后会具有重要意义。这两个问题来自于国际

社会中很狭隘的一小部分，并反映出发达世界国家

的关注。与其他问题的重要意义相比，国际恐怖主

义就很快相形失色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财富存在巨大差别，并鉴于每年几百万儿童因营

养不良——这本是可以预防的——而死去，国际

社会，或者说法律事务厅的优先事项不应当是恐怖

主义和互联网。显然，法律事务厅处理发展问题不

是容易的，但是他可以提出两个例子，使法律事务

厅也许有所启发。一项是法律与发展方面的例子。

他本人与亚洲开发银行有联系，这一银行的法律事

务处开展一项很成功的内容广泛的东亚法律和发展

方案，而在这一地区，法律文化在传统的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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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体制中并没有很深的根基。另一实例涉及到秘书

长几年以前的倡议“全球契约”，根据这项倡议，秘

书长等人作了努力，与跨国公司制定了其在发展中

世界里的作业标准和善政习例。全球契约的一项好

处是它并不是为了设定法律上具有约束性的标准，

尽管事实上在辩论中潜在的倾向希望今后某一时刻

可以预计关于善政和透明度的约束性标准。据此，

这种渠道确实是存在的，他建议，为了正确制定轻

重缓急的秩序，联合国和法律事务厅也许在这方面

可以开展一些有益的工作。

46．加利茨基先生说，法律顾问每年与委员会

会晤的传统持续到了本届会议，是令人满意的。

47．他赞同佩莱先生的话。委员会得到大会事

务和会议事务管理部的一个总括性单位来服务是不

可思议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六委员会内关

于这一问题的会议上，各国的所有代表都发言反对

这一措施。国际法委员会有着与编纂司秘书处合作

的很好经历，并了解为会议提供服务、编写报告等

等工作的负担。他要求法律顾问提供有关最新发展

的进一步信息，并通知所有相关方面，委员会委员

强烈反对这种改变，因为它对其工作十分有害。他

完全赞同佩莱先生的意见，有必要提出强烈抗议，

抗议应当列在委员会报告之中。

48．科雷尔先生（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

法律顾问）答复了杜加尔德先生的话，其中提到了

报告篇幅的问题。他说，实行页数限制的决定是由

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管理部根据会员国要求大会工

作更适切、更协调和较少官僚主义形式的要求而做

出的。在主管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管理副秘书长召

开的协调会议上，他一再强调，仅仅削减报告的篇

幅并不起作用，因为这样会排除了对问题的有意义

的讨论。尽管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还需要澄清

是令人遗憾的，但必须指出，他关于免除页数限制

的请求从未受到拒绝。

49．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秘书长本人几次强

调提出了保护人权的问题。委员会在开始处理恐

怖主义问题之时，必须铭记人权标准；如果不这

样做，就会导致恐怖主义分子正愿意看到的那种

社会，而这项工作就失去了意义。根据他本人（也

许过于简单的）意见，恐怖主义行为是在所有会

员国刑法中已经定为刑事罪的行为。真正的问题

是实行恐怖主义罪行的不同背景，因为受害者是

与犯罪行为者目的无关的无辜的人。但是，无论

罪行是恐怖主义行为还是“普通”罪行，都必须遵

守同样的人权标准，这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强调的观点。

50．对于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谈到的秘书长报告

第62段中所提的措施，他并不了解其细节。这项建

议是使联合国工作更加有效的可能方式之一。那些

对各个机构采用大一统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还需要

进行评估。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他的意图是要将

反映在简要记录中的本次会议所表达的意见提请主

管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管理副秘书长注意。

51．互联网是可以为全人类服务的非同凡响的

工具，但是也是可以被滥用的工具。因此，在某一

特定方面负有授权的所有人都必须了解，他们也许

有义务处理这一事项。这一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政策

问题，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专门机构）的法律顾

问对这一问题已讨论多年。例如，关于版权方面的

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的法律顾问

正在采取措施，将各种关注事项提请相关机构注

意，而他本人曾代表他的法律顾问同僚在产权组织

的一个机构讲过话。其他法律顾问也将在其各自组

织提出这一问题。但是，他作为法律顾问无法采取

基本上具有政治性的步骤：应当由会员国来采取这

些步骤。他至多只能在与之有交往的机构里提出这

一问题，因此他才在委员会里提出该问题，而委员

会可能希望、也可能不希望讨论这项问题。法律顾

问们达成一致意见的并不涉及采取的步骤，而只涉

及要谈论的要点。而有关互联网问题的谈论要点已

分发给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

52．关于酬金问题，对于大会做出决定以前

已经取得的酬金，他的坚定立场是，联合国组织

必须履行其承诺。但是，大会这项决定的合法性

问题就是不同的事项了，不像问题表面看来那样

简单。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引起的如此广泛的辩

论，他肯定大会、尤其是第五委员会将重新审议

这一问题。

53．关于海洋事务的协调问题，法律顾问们有

通过互联网沟通重要动向的十分有效的手段。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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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届会议上提出的想法是在秘书处层面上力求对

海洋问题有更好的协调。协调的意图是将所有事项

归纳到同一范畴之内：诸如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

和海事组织的机构应允许以其本身的专家在海洋法

领域内继续工作。但是，有些方面，例如难民问

题、石油运输问题和船旗国管辖权问题，各授权任

务之间却存在着需要弥合的差距。新的授权履行了

一年左右之后，对于会员国如何看待所提的新想法

也许会比较明确。他已请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提出

进一步的设想，从而能够草拟授权的任务范围，以

便改进不同的授权规定，并为相互间的交往提供更

好的基础。

54．曾经有过中断出版目前形式《联合国各机

构惯例汇编》的建议。其中一个设想是向学术界咨

询，在这一方面，他曾因佩莱先生的专业职能而向

其咨询过。这一过程得出的意向似乎是，这项活动

不是任何学术机构能够轻易开展的。在大会下届会

议期间第五和第六委员会内讨论这一问题时，将提

请立法机构注意这一观点，还将提请注意有关官僚

主义和第六委员会秘书处的观点。问题在于财政资

源的短缺。

55．蒙塔兹先生要求得到了解《联合国人员和

有关人员安全公约》谈判的情况。编纂司司长可能

比他本人更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做出更确切地答复，

因此，主席也许可以让其中的一位到台上来做出 
答复。

56．科斯肯涅米先生提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当

然是在议程上的，而秘书长在主要的国际论坛中

从来没有停止过提请各位注意这些问题。 但是，

尽管他完全赞同科斯肯涅米先生有关发展问题的

意见，却不得不询问一下法律事务厅将在多大程

度上受权处理这些问题。 法律事务厅仅有 160 名

工作人员，他认为不应当开展在法律和发展方面

提供一般性支助的服务，因为这项服务已经由联

合国组织的其他单位提供了。该厅的任务是为如

何寻找此类支助提供指导：在各国外交部长要求

法律顾问确定技术援助方面的可能性时，这些顾

问能够即刻在法律事务厅的网站上查到此类资料。

但是，为制定方案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应当在开发

计划署和世界银行里找到，因为获有相关授权和

资源的是这些机构， 而不是法律事务厅。 同样，

劳工组织和人权高专办是最适合帮助各国改进其

人权立法的机构。尽管可以仅举出两个例子，即

在科索沃和东帝汶的实例中，法律事务厅从立宪

的角度审查了每项条例，以便确定是否符合《联

合国宪章》、相关的决议和人权标准，但是法律事

务厅并没有试图再度探究诸如银行业的立法等技

术性解决方式。简言之，他力图采用战略性观点，

将知识、语言、资金和需求作为关键性内容挑出

来特别审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导致项目的

形成。

57．加利茨基先生问到了有关委员会秘书处建

议的目前情况。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了

这项建议，也已将其提交给第五委员会。第五委员

会将在何种情况下与第六委员会协商目前还不清

楚。无论如何，将在下一届大会上就这一问题做出

决定。

中午 12 时散会。

  –––––––

第 2768 次会议

2003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

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

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齐

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

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

克先生、山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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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保护 1（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 和

Add. 1；2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介绍起草

委员会关于外交保护专题的报告（A/CN. 4 /L. 631）
的时候说，委员会于 2003年 5月 8至 14日和 5月 28
日举行了 5次会议。委员会于第五十四届会议开始

进行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并且一读通过了包括条款

草案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 1条至第 7条。在本

届会议上，委员会主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关于用尽当

地补救规则的条款草案。它也讨论了关于对法人的

外交保护的若干条款草案，但是，由于时间不够，

只能够探讨一项此类条款。因此，它决定把将这项

条款提交全会的日期推迟到下届会议，以便把关于

法人的所有条款打包，提交全会。

2．关于条款的结构，他记得，已经在上届会

议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 至第 7 条处理了一般条款

（第一部分）和自然人（第二部分）。在本届会议上，

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关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条文列

为一个单独部分，使它们适用于关于自然人的部分

和关于法人的一个未来部分。因此，条款草案的结

构将包括关于法人的第三部分和关于用尽当地救济

规则的第四部分。当委员会审议关于这个规则的三

项条文草案时，它还没有收到构成未来第三部分的

条款草案，因此，它把审议过的条款草案列在已经

一读通过的条文（第1条至第7条）后面，予以重新

编号。特别报告员原来拟议的第 10条、第 11条和

第 14条这三项条款草案分别成为第 8条、第 9条和

第10条。但是，委员会报告的脚注1解释说，在条

款草案的第三部分完成以后，将再度把这些条款重

新编号。关于第四部分的标题，委员会已经决定采

取“当地救济规则”、而不是“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 续自第2764次会议。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的措辞方式，使该部分和第 8条［原第 10条］不会

有同样的标题。

3．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文本

内容如下：

外交保护

第8［10］条 用尽当地救济

1．一国对于其国民或第 7［8］条所指的其他人所受的

损害，在该受害人在不违反第10［14］条的前提下用尽一切

当地救济之前，不得提出国际要求。

2．“当地救济”指受害人依合法权利可以在据称应对损

害负责的国家的普通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

的救济。

第9［11］条 要求的类别

在主要根据一国国民或第7［8］* 条所指的其他人所受

的损害而提出国际要求或请求作出与该项要求有关的宣告

性裁决时，应用尽当地救济。*

第10［14］条 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

在下列情况下，无需用尽当地救济：

(a) 当地救济不具有实现有效补救的合理可能性；

(b) 补救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不当拖延是由据称应对

损害负责的国家造成的；

(c) 受害人与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之间没有相关联

系，或者依据案情，用尽当地救济实为不合理；

(d) 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

求。**

4．第8 条［原第10条］的用意是要编纂这样的习

惯规则：必须用尽当地救济作为提出国际要求的先决

条件。显然，委员会的讨论情况显示，这是习惯国际

法上一项公认规则。关于第1款，委员会保留了特别

报告员提议中的主旨，但是理顺了它的案文。应该指

出，在上届会议通过的条款中，曾经提到要求的“提

出”，但是，委员会在第 8［10］条中认为，“bring”
一词比较精确地反映所涉及的过程，因为“present”

 
*  交叉引用第 7［8］条将进一步考虑，是否在条款草

案中包括其他国家规则的例外。

** 可能会重新考虑在未来将 (d) 项放置在一个单独规定
的题为“豁免”的标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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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意味着一个正式行为，它已经被赋予后果并且

能够最好地用于界定正式提出要求的时刻。至于

“提出国际要求”这一用语，已经审议了诸如“就

伤害情事行使外交保护”的备选案文。但是，委员

会认为，这种措辞方式会覆盖一个长得多的期限，

包括首次提出要求的时间，而在审议中条款的情况

下，有关的时刻是规定必须用尽当地救济的时候。

因此，委员会历来认为，虽然早先的条文只提到

“要求”而不是提到“国际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显然提到了外交保护的行使。但是，在当地救济规

则的情况下，有各种要求的类型，因此需要比较

具体地提出“国际要求”。委员会也决定使案文与

上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条更加一致，为此将

“一伤害情事引起的国际要求”改为“对一伤害情事

的国际要求”。

5．委员会也决定根据关于无国籍人和难民的

第7 ［8］条对国籍规则提出的除外事项修改该条款：

在第7 ［8］条中添加“或第7 ［8］条中提到的其他

人”等字句。对应的脚注中指出，委员会根据它可

能认为适于列入条款的关于国籍规则的更多例外情

况对该条款进行修改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

由于整个条款草案同时涉及自然人和法人，委员会

认为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案文中所载“是否自然人或

法人”等语没有必要，决定删除。第 1款案文已经

根据上届会议通过的案文进一步校正，将“受害的

国民”改为“受害人”。

6．关于“所有当地救济”，委员会首先讨论了

最初的文本“所有现行补救办法”是否对受害的国

民规定了过高标准。但是，盛行的看法是，该条款

应该根据条款草案第10 ［14］条予以理解，以便受

害的国民只需用尽为有效补救规定了合理可能性的

一切现有当地救济规则。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原来文

本提到“法律”救济，以便同时包括司法和行政救

济，但不包括宽缓或优惠时的救济。委员会也为了

理顺案文，而减少了用于修改“救济”的用语的字

数。委员会注意到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发表的

意见：第8 ［10］条应该也提到当地救济为适当和

有效的。但是，委员会认为，有效性原则已经在条

款草案第10 ［14］条中得到处理，因此，它认为不

应该在条款草案第8 ［10］条处理它，主要因为被

告国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第8 ［10］条的含义

范围内有现行救济，而起诉国则有责任证明在第10 

［14］条的含义范围内没有任何适当和有效的补救

办法。因此，委员会认为应该在一项单独条文中规

定有效性原则。

7．第 2款规定了第 1款中使用的“当地救济”

的范围。它反映了各种司法判决中所体现的原则：

救济应该具有司法或行政的性质或者是向承认某项

救济权利的当局提出的。法院或当局是否普通或特

殊并无关紧要。所要强调的事实是：救济必须基于

权利、而不是基于优惠或宽缓向受害人实施的。原

来的文本提到“法律”救济。委员会审议了把案文

限于“法律”救济会排除其他救济类型，例如要求

监察官实施行政救济的可能性。另外，据了解，监

察官在不同的管辖范围内有不同的权力，因此不容

易拟订适当的条款。在一些管辖范围内，监察官等

“当局”只有建议权，因此没有必要为了符合第1款
中关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规定而用尽这些救济规

则。这种结论也来源于对第10 ［14］条的适用，因

为这些没有约束力的救济规则不具有实现有效补救

的合理可能性。评注中必须明确地指出，若当地救

济规则不能导致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就不应该把它

们视为必须用尽的当地救济规则。反之，目前提到

的是正常的法律制度，即会产生有约束力后果的救

济规则。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当局”一词改为“机

关”，因为“当局”可能具有裁量的含义，而“机

关”又意味着某种组织结构。在删除第 1款中提到

“法律”救济的字眼以后，又在第 2款中删除同样

的内容，但是，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这样做主要

是基于行文的体裁，为了限定修饰“救济”一词的

形容词的数目，并且不妨碍他刚刚提到的必须用尽

的各类当地救济规则的内容。换言之，他刚刚说过

的话也适用于“当地救济”一词。其他修正事项涉

及“自然”人或“法”人，两者已经一并改为“受害

人”，并且在第2款的结尾添加“据称应对损害负责

的国家”等语，使“当地救济”的概念更加精确。委

员会也已经决定把第8 ［10］条的标题定为“用尽当

地救济”。

8．第 9 ［11］条涉及针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的适用性提出的要求的分类问题。 这是“马夫罗

马蒂斯原则”， 该原则认定， 对一国国民的伤害

即是对一国的伤害。该条款草案处理了对国家的

这种“间接”伤害，因此，当地救济规则适用于这

种情况。该原则不适用于一间接伤害是对国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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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情况，在那种情形下，必须拟订条款，指出，

为了确定是否有可适用的当地救济规则存在，对

国家的伤害是“间接”的时间， 以及有关行为是

否的确受到条款草案的制约。关于措辞方式，应

该指出，“直接”和“间接”不曾出现在条款草案

第 9 ［11］条， 主要是考虑到一些委员对英文以

外文本的用语表示关切。目前的问题是拟订需要

一个只有在间接伤害的情形下才需要用尽当地救

济的条款。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事实并不能明

确显示，伤害是否直接对国家或通过个人对国家

造成的。委员会为了确定伤害是否直接或间接已

经考虑采取两项检验办法：第一，首要原因检验

是西电公司案和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中都认可

的检验方法，在提出的要求首先同受害的个人有

关、其次才同国家有关的情形下，受害的个人必须

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第二种检验是必要原因检验，

换言之，如果没有对国民造成损害，是否会提出 
要求。

9．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提议行事，使用

这两种检验强调：如果需要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则

对国民的伤害必须是提出要求的主要因素。但是，

委员会认为，在国际工商业投资公司案中，国际法

院只采取了两个检验之中的第一个，在西电公司案

中，法院注意到两种检验的存在，但不曾规定同时

用尽两种检验。据提议，两种检验应该作为备选办

法使用，但是，盛行的看法是，首要原因检验在司

法判决中受到了最大的注意。因此议定，首要原因

检验只需在条文中提及，必要原因检验则应该在评

注中处理。也有人坚持认为，“but for （要不是）”检

验在举证责任方面引起了困难问题。特别报告员原

先的提议在方括号中载有各种因素的说明，在确定

提出的要求的原因中，国民受到伤害是否占有主要

的份量或如果这种伤害没有发生是否会提出要求。

但是，委员会考虑到，委员们普遍认为需要根据事

例立法，因此决定，应该只在条文的评注中讨论事

例。

10．与第8 ［10］条的情形相同，委员会已经决

定校正上一届会议所通过条款草案中的规定，承认

第7［8］条中所引进的对国籍规则的除外事项，并

且添加在第7［8］条中提到的“或其他人”等字。在

这方面，委员会曾考虑能否在条款草案的早先部分

中列入一项单独的规定，规定“national（国民）”一

词的含义按照比照适用的方式包括第7［8］条中提

到的人，但是这项提议没有获得通过。委员会为第

9［11］条的标题考虑了两个备选标题，即：“混合

性质的要求”和“要求的分类”，最后选定了后者。

11．第 10 ［14］条载列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

由于条文长，提出的问题（尤其是“自愿联系”问

题）复杂，起草委员会为这一条文花了最多的时

间。在结构上，这一条以起首语带头，接着是被视

为基本规则之例外的四种情况。对 (d) 项中自动放

弃情况的最后一个例外是否真正的例外，进行了一

些讨论。委员会以特别报告员的基本提案（载于当

时的第14条）为根据，但把例外的个数从五个（特

别报告员提议的第六个不曾提交起草委员会）减为

四个，基本上是以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的讨论结果

为基础。已经对例外事项重新排序，把同当地救济

规则的有效性和性质有关的规定放在一起，独特的

放弃规定则放在最后。

12．(a)项处理了即使有当地救济规则存在、却

也没有对有效补救提供合理可能性的情况。特别报

告员提议的案文载有三项备选办法：当地救济规则

显然是徒劳的，它们没有提供合理的前景，或有效

补救的可能性。起草委员会根据全会辩论中得到的

强烈支持采取行动，已经决定制定三个选项，以劳

特帕赫特法官在挪威公债案单独意见中的措辞方式

为依据。委员会注意到，第一选项显然是徒劳的，

一般认为它的门槛太高，第二选项则缺乏合理的成

功可能性，又被认为门槛太低。为了避免在新的

(a) 项英文本中说出救济规则提供了补救的尴尬情

况，委员会决定把“有效救济”改为“有效补救”。

关于该条款的范围，委员会审议了它是否包括从技

术上说有救济规则存在、但需要由受害的国民支付

昂贵代价的情况。但是，委员会已经指出，没有任

何法律依据可以支持对 (a) 项的这种解释。委员会

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可能在 (c) 项的情况中伴随着

没有理由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况发生。因此，委

员会认为，那种情况不仅具有财政的性质，最好也

列入 (c) 项的范围。

13． (b) 项中规定的例外，一般认为，关于不

当拖延的原 (e) 项并未引起争论。委员会注意到，

这项例外的法律依据存在于案例法中，但是，它把

这项例外只限于解释基本原则，不涉及构成不当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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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内容，就这一点来说，法律处于较好的评估地

位。也有人说，全会赞成列入这种例外情况。特别

报告员提议的原案文说，拖延是“提供当地救济的

过程”，但是这样说并不精确，因为救济规则已经

存在，造成拖延的是执行工作。委员会接着审议了

关于国家应对提供救济方面的不当拖延负责的备选

案文。但是，一般认为，提到“救济”的文字本身

并不精确，因为委员会假定，这个程序的结果将是

受伤的个人获得救济。委员会接着考虑将措辞干脆

定为“对不正当拖延负责”。但是，后来，委员会

决定使这项案文同第8 ［10］条的案文一致，将提

到“被告国”的文字改为“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

家”，但是，这样一来，案文中将出现“负责”两

次。委员会在审议了若干可能的案文以后，决定必

须在拖延与救济之间确立明确的联系，还应该明确

指出，不当拖延行为归于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

家。因此，最后把案文确定为：“在救济过程中发

生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的不当拖延”。委员会

认为，“救济过程”比较合适，因为它的含义比“当

地救济”的结果广泛，并且包括当地救济的各种 
过程。

14． (c) 项规定，“受害人与据称应对损害负责

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有关的联系或者根据案情用

尽当地救济规则为不合理”则无需用尽当地救济规

则，特别报告员起初将这两项单独的例外事项列为

当时的第14条 (c) 项和 (d) 项，分别处理所谓的“自

愿联系”和缺乏领土联系的情况。这些问题占用了

全会辩论的大部分时间，起草委员会也以大部分时

间予以讨论。起初，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把关于

“自愿联系”的条款列入第10 ［14］条。在上届全会

辩论结束时，特别报告员也曾经认为，“自愿联系”

条款可能没有必要，这个问题可以在第 8［10］条

的评注中考虑，在其中指出，自愿联系往往是当地

救济规则的基本原理并且是在许多情况下行使外交

保护的先决条件，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第9［11］条的

评注中提到它，着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

产生直接损害，从而需要用尽当地救济。此外，这

个问题也可以在第11［14］条 (a) 项的评注中考虑，

说明无法实现有效救济的可能性。委员会对这个问

题产生强烈的意见分歧，有人表示支持他所提到的

所有备选办法，以及重新拟订案文以处理不合理情

况的一般条款。

15．特别报告员在上届全会辩论结束时，提交

了另一项提议，其中规定：若“任何用尽当地救济

的要求都会对受到损害的外侨造成重大困难［非常

不合理］”，则无需用尽当地救济规则。3 提议的案文

会包括原先打算列入早先案文 (c) 项和 (d) 项中所设

想到的情况，不过，它的门槛会高得多。它也会包

括所涉费用极为高昂的情况以及原先列于第 14条
(f)项的拒绝其使用救济机构的情况。特别报告员的

这项提议为起草委员会的着手方式奠定了基础。委

员会有三项备选办法：什么事也不做，让特别报告

员在评注中处理这个问题；起草一项条款，提到自

愿联系和领土联系，从而把原来的 (c) 项和 (d) 项合

并起来；或者列入一项关于不合理性的一般条款。

16．委员会首先认定，需要在案文中列入一项

条款，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有实质性，不能在评注中

处理。委员会也认为，正在审议的一些事例不能很

适当地纳入 (a) 项中的“有效”概念。此外，委员会

历来认为，“自愿”概念不曾适当地解决遇到的困难

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确立了联系以后的互惠

程度和个人对互惠的期望。因此，问题在于受害人

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实质性如何？个人从这项联系中

得到什么？委员会考虑了各种备选办法。第一个选

项是在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文本中列入“或实质商业

关系”，不过，委员会认为，这个选项过于狭隘，因

为损害有可能在其他情况中发生。第二个选项是删

除关于自愿联系的原来的 (c) 项，并且根据 (d) 项中

的领土联系拟定一份案文。第三个选项是限制“自

愿联系”一词，以便阐明概念，把重点放在它的基

本原理上，那是对受害人有必须首先用尽当地救济

规则之危险的接受。因此，委员会审议了一项提

议，其中载有对“自愿联系”的下列定义：“自愿联

系必须是一种行为的形式，是被告国造成损害时对

当地救济规则的接受。”但是，有人认为，最好拟

定一个比较客观的条款，并且避免有人以为，规则

的效力是以有关的人对该规则的接受为基础。也有

人认为，对行为的解释形成了接受的情况可能太难

证明。第四个选项是重新拟订条款，规定一个比较

客观的检验方法，说明：“若个人与被告国之间没

有任何实质性联系，则无需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但是，委员会已经认为“实质性”联系检验太不精

3 《2002年……年鉴》，第一卷，第2729次会议，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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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第五个选项是重新拟订案文，作为处理用尽当

地救济规则不合理性情况的一般条款，其案文可以

拟定为：“在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太难办或不合

理的情形下。”一般认为这项提议的优点是，比较

全面地包括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这种案文

可能被认为含义模糊。因此，委员会质疑这种概括

的措辞方式是否应该严格一点。有人认为，应该在

案文中提到“受害人与被告国之间的关系”。另一

项提议是除了进行实质性检验以外，还拟订条款以

处理要求用尽当地规则过于苛刻、昂贵或不合理的

情况。委员会随后采取不提及“自愿”联系、而拟

订比较概括的条款的办法。但据议定，应在评注中

说明，条款会处理自愿联系、对危险的承担和治外 
法权。

17．委员会把重点放在将受害人与被告国之间

的重要联系概念同比较概括的“不合理性”概念结

合起来的一些案文。委员会认定，最好由受害的个

人承担举证责任（尽管会对受害人造成困难），因

为若由被告国承担举证责任可能起到完全取消当地

救济规则的作用。委员会在考虑面前的各种选项

时，考虑到这种例外事项可能对规则本身产生的影

响，因为除外条款的目的不是要削弱规则，而是要

提供适当的除外事项以解决艰难的情况。因此，委

员会决定采取由起诉国承担举证责任的措辞方式，

以便表明这种情况应该成为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一

般规则的例外。反之，被告国愿意表明，有关的个

人与东道国有这种关系，并且接受了东道国国内的

法律制度，因此必须用尽该法律制度所提供的任何

救济规则。这种着手方式意味着该个人的权利与该

被告国的利益之间的某种平衡。

18．委员会已经达成这样的结论：应该在条文

中列入具有上述作用的规定，其中提到：在某些情

况下，期望个人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是不合理或过分

苛刻的，应该在条文中列入含有“自愿联系”概念、

而不直接使用该短语本身的措辞方式。委员会把它

的选项缩减为两项案文，即：“由于受害人与责任

国之间没有任何有关联系 / 实质联系或案情显示用

尽当地救济规则［极］不合理”或“由于受害人与责

任国之间没有任何重要关系或案情显示，要求用尽

当地救济规则显得不合理”。最后，委员会决定采

用第一选项而不提及“极”不合理的程度，认为没

有必要这样说。委员会曾经认为，该措辞含义较为

广泛，包括不合理性的更多方面，例如第三人的行

为（包括刑事阴谋的威胁）。

19．委员会在达成该项结论的时候，曾经考虑

了“有关”和“实质”之间的差异，讨论了同时使用

这两个术语或只用“重要”一语的情况。“有关”一

语提到受害人与责任国在损害方面的关系，有一项

理解是，会在评注中解释这个术语。对于“实质”

一词，委员会认为，缺乏“实质”联系可能不必要

地修改了当地救济规则，因为条款可能被理解为需

要有适用当地救济规则的实质存在或期间。但是，

这不是数量的、而是质量的检验。反之，委员会列

入“有关”一词的用意是要在比较概括的范围内列

入承担危险概念的一些要素。

20．委员会曾考虑采用其他案文，以便使条款

更加精确，但是，除了在该句的第二部分添加“否

则”一词外，无法议定一项这样的案文，但决定在

评注中只列入提到“有关”联系的文字。

21．对于起草上的另一些改动，委员会决定确

保与过去通过的案文一致，将所有提到“被告国”

的措辞改为“责任国”或“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

家”，已经决定采取与第 8［10］条第 2款一致的 
措辞。

22．委员会首先根据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中

所载、于 2002年讨论过的原先提案，即第14条 (b)
项，审议了第10 ［14］条 (d) 项。早先曾经就该款

议定，“明示或暗示”两词均为多余，应予删除。在

全会辩论期间，讨论的大部分都集中于暗示的自动

放弃。鉴于国际法院在西电公司案中采取的立场：

放弃当地救济规则并不是欣然采取暗示方式，委员

会曾经认为，放弃应该明确，不得含糊。委员会曾

经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放弃可能采取暗示方式，

这种可能性应该予以承认，但是，问题在于：把这

个因素引入条款中是否可取。委员会也曾指出，条

款规定了一般国际法原则的适用，即使没有任何规

定采取这种方针，也要适用该项原则。对于禁止反

言，委员会曾经指出，根据一些资料来源，禁止反

言可能引起这样的裁决：被告国已经自动放弃当地

救济规则。有些委员在全会上辩称，禁止反言可能

被理解为暗示自动放弃概念。但是，委员会已经决

定，没有必要在条款中列入提到禁止反言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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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禁止反言的含义应该包含

什么的问题。据决定，特别报告员会在评注中处理

这个问题。

23．为了使措辞同第8 ［10］条一致，“被告国”

已经改为“据称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

24．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关于自动放弃的条款摆

在第10 ［14］条的结尾。但是，委员会曾经考虑能

否把关于自动放弃的这一款列为单独条款，因为它

同第10 ［14］条中所规定的其他例外不一样。委员

会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涉及条款的标题，即：“当地

救济规则的例外”。委员会曾经问起：关于自动放

弃的条款是否真正可以在正常含义范围内被视为当

地规则的例外，或者视为适用规则的“条件”。有一

种意见认为，自动放弃不是一项“例外”，而是由

于适用国际法原则才发生的。但是，按照目前的起

草方式，把关于放弃的规定列为一个单独的条文，

可能造成重复，并且引起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

在某一案文中列入不适用当地救济规则的规定。委

员会甚至简要地审议了是否通盘重拟关于自动放弃

的一款，但是，最后决定不这样做。如同在脚注 3
中指出过的，委员会仍然愿意在稍后，或许在二读

的时候，重新审议这个问题并且起草一项单独的条

款，其标题可能是“放弃”。

25．对第10 ［14］条提出了一些修正案，使它

同以前通过的案文保持一致。例如，“受害的个人”

已经改为“受害人”。他以起草委员会的名义建议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提交的条款。

26．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不了解第9［11］条

中“宣告性判决”的使用。他指出，《国际法院章程》

提到“咨询意见”，并没有提到“宣告性判决”。第

9［11］条的基础似乎是这样的实际考虑因素：一当

事方可能向一国际法院提出申请，不是为了要求做

出导致一项行动或补偿的判决，而只是为了要求它

注意事实情况或法治。如果成功了，当事方可能接

着请求补救。总之，他认为，应该在第9［11］条的

评注中详细地说明“宣告性判决”的含义，并且应

该提出一些实例。

2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 9［11］条（“要

求的分类”）的标题和内容并不明确。而且，如果

委员会要处理古典的外交保护，就必须完全根据损

害，而不是像条文中所说的那样“主要”根据损害

提出要求。在马夫罗马蒂斯案中，国际常设法院编

造了一个虚构，它说，对个人的损害必须视为对国

家的损害。但是，他个人认为，委员会应该处理的

问题不涉及一国可能对另一国造成的损害，而只涉

及古典的外交保护。此外，条款的要旨已经载于外

交保护的定义和第8［10］条第1款中。

28．不应该使用第 10 ［14］条 (a) 项中“有效

补救”的措辞方式，因为它所包括的范围不明确。

案文中提到了公平、适当、平等或合理补偿或与损

害相称的补偿，而没有提到“有效补救”。就比较

不重要的论点来说，(b) 项中“受到不当拖延”的措

辞方式并不适当。但是，他认为，(c) 项涉及实质

问题。由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一些例外对国家主

权造成无理限制，每一项例外都必须受到仔细的衡

量。该款的含义也很模糊和含混，因为它提到了两

种单独的情况，而不只是一种，所使用的连接词却

是“或”，如果要保留连接词，则应该把“或”改为

“和”。

29．主席提醒委员会各位委员：条款的实质内

容已经在上届会议讨论过了，不能再度讨论。梅莱

斯卡努先生和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意见会反映在本

次会议的简要记录中。

30．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提到第9
［11］条中的“宣告性判决”，他记得，西电公司案

判决书中说：“美国进一步辩称，当地救济规则决不

适用于要求宣告性判决的美国索赔部分”［第51段］。

引述的文字显示，国际法院已经使用过该术语。

31．关于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对“主要”一词的

意见，他指出，国际法院曾经在西电公司案和国际

工商业投资公司案中提到主要准则。

32．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当委员

会在上届会议审议第 10条并且进行深入讨论的时

候，引起了一些问题。他对梅莱斯卡努先生和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当时不在场感到遗憾。

33．如同卡特卡先生指出的，“宣告性判决”不

仅是一个被确认的措辞，它也应该在第9条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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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一国可能仅仅是要求宣告

性判决，而不受到用尽当地救济办法的约束，从而达

不到这项规则的目的。他在其第三次报告中阐述了这

个问题，但是，愿意在评注中进一步予以解释。

34．关于第9［11］条的标题，他同意，可能已

经有人使用过“直接或间接的要求”，但是，佩莱

先生曾经在上届会议中指出，它们在法文本中用词

不当，因此被取消了。由于第9［11］条所包括的情

况同时涉及直接要求和间接要求，如同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恰当地指出过的，只涉及间接要求的条款的

范围必须受到限制。

35．谈到第10 ［14］条，他记得，起草委员会

由于不愿意重复“救济”一词，已经在 (a) 项中使

用“有效补救”。“救济”一词的含义比“补救”广

泛，因为它包含补偿的要求，因此比较精确。(b) 项
同 (c) 项一样，于上届会议在委员会引起了长时间

的辩论，起草委员会决定应该包括两个概念，因此

选择了“或”，而不是“和”作为连接词。

36．总之，他向委员会保证：有关这些问题的

意见都会列入评注中。

37．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在西电公司案中，美

国要表明的是，必须用尽当地救济办法，才能够在

国际法院提出要求。他认为，法院判决书第51段提

到了该问题中很具体的方面，即：美国曾经要求法

院认定有违背条约义务的行为存在，因此，已经享

有美国外交保护的公司不需要用尽当地救济办法。

但是，第9条的目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它规定，必

须用尽当地救济办法。因此，第9条与法院判决书

第51段互相矛盾，所以，应该解释一下“宣告性判

决”的含义。

38． 主席说， 如无异议， 他就认定委员会

希望通过起草委员会关于外交保护的报告（A/
CN. 4/631），以及条款草案第8［10］条、第9［11］
条和第10［14］条。

就这样决定。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4）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

39．奥佩蒂·巴丹先生对特别报告员报告（A/
CN. 4/531）的质量表示欢迎，该报告载述了目前不

容易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一些问题。他赞同特别报

告员采用的方法，例如使用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在审议预防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

任条款草案期间讨论过的重大损害概念。5

40．这样的概念包含国家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

动或被动主体的赔偿责任概念。目前，私人代理人

参加了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服务、港口基

本设施和电讯等以往由国家控制的一些基本领域。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期间，这种情况发生重大的改变，

有些重要活动不受国家控制的情况目前获得日益普

遍的接受。因此，委员会所面临的挑战是拟订指导

方针，说明如何使国家控制的活动剧减与国家在这

些领域的赔偿责任持续存在这两个要素调和起来。

41．关于历来在契约法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民事

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恰当地确认，必须证明损害

与活动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这是委员会工作的关

键之一。

42．另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处理审议中的专

题，委员会应该试图确保自己的工作与那些机构的

工作获得较好的协调。特别报告员本人在他的报告

中提到伯纳斯科尼的工作，该人的工作很有用，因

为它解释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拟议法规则。6还应

该指出，美洲司法委员会观察员在国际法委员会的

4 见上文脚注2。
5 见第2762次会议，脚注7。
6 见 C. Bernasconi, “Civil liability resulting from 

transfrontier environmental damage: a case for the Hague 
Conference?”，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为提请2000年5月会议总
务和政策特别委员会注意的2000年4月第8号初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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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中说过，委员会目前正在研讨的专题之一是契

约外赔偿责任（见第2764次会议，第31段），这是

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是古典私法的一部分（法律

抵触的部分），也是涉及面广泛得多的课题，需要

努力拟订准则和重要规则，以便据以解决对损害或

伤害的补偿。因此，委员会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些

国际机构正在处理这个专题。因此，它的首要工作

应该是界定自己的确切工作范围，以便避免与其他

机构发生任何冲突。

43．2002年2月4日至8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

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私法会议上讨论了契约外赔偿

责任问题。该会议界定了委员会可以从中提取灵感

的一些准则，这些准则可能包括：请求人对法院的

使用、从有利的法系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不接受与

请求的目的不符合或与当事方没有合理联系的法庭

或法律审问的权利。就补偿来说，这些准则不仅适

用于私人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国就可归于一私法

主体的损害行为提出索赔的情形下，也适用于私法 
主体。

44．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为了获得补偿所适用的

法律和适用的法庭问题，在答复这一问题的时候，

他提议了经典准则，即：发生损害的地点和遭受损

害的地点。在阿尔萨斯钾矿案以后，法庭的一些判

决确认了上述准则，从而规定了双重的权限。换言

之，国家的赔偿责任也引起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因

为不仅仅是某一个法院才具有管辖权。因此，上述

判决中所通过的准则对受害人有利。

45．特别报告员承认，该专题本身并不是立即

适用于编纂，应该容许各国有必要的自由来制订适

应其特定需要的赔偿责任制度，并且应该采取概括

和备用的损失分摊模式。他认为，委员会的编纂工

作，无论如何有限，都应该以协调的方式进行，特

别报告员应该在下一次报告中以其他机构有关这个

专题的工作为基础，更加明确地界定其范围。例如，

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就赔偿责任问题缔结了许多双边

协定，委员会可以这些协定作为区域工作中的参考 
文件。

46．布朗利先生说， 他同意成立工作组的想

法，因为他认为，到目前为止，除了蒙塔兹先生以

外，他和其他委员只给了特别报告员很有限的帮助。

特别报告员在接受委托承担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以后，开展了必要的工作，并且提供了所有可能的

备选办法。他在其报告第153段中提议了一些案文，

但是，这些案文与研究报告本身一样，具有极为概

括的性质。但是，在继续钻研以前，委员会遇到了

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包括组织结构关系。第一个

问题是与国家责任重叠。有些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

中认为，其实重叠之处并不多。有人指出，事实上

已经履行实在法中预防责任的国家是否应该对合法

的有害活动所引起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还很不明确。

也有人宣称，虽然严格赔偿责任原则已经为空间物

体造成的损害等特定制度所接受，却没有任何证据

表明，严格赔偿责任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47．法院通常的做法是以客观责任原则为根

据，客观责任原则与严格赔偿责任原则很接近，只

有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将根据国家责任承担的义务

同过失联系起来。在赔偿损失或损害的情形下，国

家责任制度远比第六委员会中若干代表团所设想到

的更为有关。他本人认为，这种重叠不一定是敌

对的，他促请委员们确定没有任何敌对或抵触的关

系。在国家责任的情形下，委员会只是编纂了已经

存在于习惯国际法中的一些规定。反之，目前并没

有任何关于国家赔偿责任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因

此，应该由委员会避免重叠。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

第 153段 (b) 分段中回顾了委员会于第五十四届会

议成立的工作组的建议：赔偿责任制度不应该妨碍

国家责任问题。7基于一些理由，这种一般性的防范

在实际上并不足够。例如，人们可能问起：是否适

用当地救济规则，换言之，已经加入未来文书的缔

约国本国法院的民事索赔制度是否将取代当地救济

规则。所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本国法院民事责任中

的救济规则是否具有成为另一项解决手段的资格。

48．赔偿责任必须是绝对的，而不只是严格的。

如同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53段 (e) 分段中指出

的，它应该取决于损害与活动之间因果关系的严格

证明。在这一点上，证明的准则必须受到质疑。他

不认为，特别报告员已经通过援引“重大损害”的门

槛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考虑到社会代价问题，整

个结构就会倒塌，因为第六委员会可能满足于已经

7 见工作组报告，载于《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442 -4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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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工作，但是各国将不加入条款草案。基于这

一切理由，必须成立一个重新调整专题重点的工 
作组。

49．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仍然对布朗利先生

的建议如何帮助澄清有待完成的工作，感到困扰。

关于布朗利先生所关切的国家责任与赔偿责任之间

的重叠问题，他本人认为很难确定，因为国家责任

的界限并没有明确划分。因此，委员会还有比一些

委员所设想的还要多的回旋余地。

50．他完全同意布朗利先生的看法：应该进一

步注意一些特定的法律问题，但是，布朗利先生提

到四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是本国

民法问题，另一部分是比较法问题，但不是明显属

于国际公法的问题。他本人不确知委员会能否详细

加以探讨。也许，委员会应该坚持一般性，而只需

要提请注意一些潜在的问题，但集中注意确保受害

人得到补偿的主要目标。

51．佩莱先生说，总的来说，他完全同意布朗

利先生的关切，并且担心，特别报告员可能成为“赔

偿责任的加西亚·阿马多尔”。加西亚·阿马多尔先

生无法完成关于责任的工作，因为他试图从最有争

议的角度着手处理这个主题。目前，委托本特别报

告员的主题也是一个很“棘手的”专题，并且是在许

多基本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方面引起争议的

焦点，为法律专家所解决不了，需要为此进行政治

谈判。在不拒绝处理问题的情形下，委员会必须对

它能够和不能够做些什么有个清楚的认识。擅长处

理一般规则的阿戈先生“拯救了”关于责任的专题。

采取同样的方式处理审议中的专题可能符合委员会

的利益，因为它将因而停留在法律的领域内，委员

会就能够尽力发挥它所具有的技术为此作出贡献。

52．首先，专题的标题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

题，因为委员会的关切主要是对跨界活动引起的损

害的补偿。委员会在讨论期间似乎已经达成协商一

致意见的基本原则显示，经营者应该负责任并且必

须提供补偿。要求各国鼓励制定保险机制和成立补

偿基金并不属于委员会的权限范围，最好拟订一个

条款范本，来处理这个问题。本专题研究报告的第

三个要点是，各国只应该在常规的基础上负有赔偿

责任。

53． 总之， 委员会务必不要采取导致“加西

亚·阿马多尔僵局”的危险做法。

54．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曾经试图以他的谦虚方式指明，委员会有多少备

选办法，而不鼓吹其中的任何一项办法，因为他愿

意了解委员们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办法。佩莱先生的

提议当然受到欢迎，可以在包括布朗利先生在内的

若干委员恰当地建议成立的工作组中予以讨论。

55．他的研究报告的目的是要设法确保，意外

事故的受害者能够不必遇到法律问题就获得补偿，

除非他自己愿意遇到那些问题。关于对有限赔偿责

任进行补充的方式，他在其报告第 153段中认为，

一国应该具有“指定国家基金用途的义务”，但是，

那同作为损害的一个当事方根据某种赔偿责任支付

补偿很不一样。当然，该国随后将只帮助补偿对受

害人造成的损失或损害，那相当于从另一个观点看

待的社会代价原则。他问起：为什么委员会不能够

从基本法律规则的角度处理那个问题，而不要顾虑

国际法或政治学。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69 次会议

2003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稍后：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卡努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

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

利茨基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

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

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

德尼奥先生、罗森斯托克先生、山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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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委员会即将卸任的委员 
罗伯特·罗森斯托克先生

1．主席宣布，罗森斯托克先生为委员会服

务了 12 年，基于个人的原因，将从本届会议起

辞职。罗森斯托克先生曾经担任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专题的特别报告员，他的法律专长、外交

才干和领导风范发挥了作用，使得关于这个专题

的工作得以完成，1 并且得到通过，成为一项国

际公约。2 罗森斯托克委员历来专心致力于工作，

他参加了每一个起草委员会、工作组和涉及所有

课题的规划组。委员会工作的任何方面，没有一

个不是经过他认真研究，并且加以评述的。

2．几年来，从其他国际会议和第六委员会

的会议中认识罗森斯托克先生的委员们都称赞

他，说他举止庄严，具有完美的人格，极富幽默

感，说起话来带着独特的纽约口音，喜欢争强斗

胜，但总是从专业着手，设法解决遇到的问题。

主席以委员会的名义，感谢罗森斯托克先生这位

勤劳的杰出同事，谨此代表委员会祝愿他鹏程万

里。

3．佩莱先生说，与习惯做法相反，他不通

过主席，而要直接以第二人称单数同罗森斯托克

先生说话，因为罗森斯托克先生除了对莎士比亚

的英国文学有无与伦比的造诣以外，对莫里哀的

法国文学也很熟悉。基于独特的尊严，本着勇敢

和谨慎的态度，罗森斯托克先生决心离开为之服

务了 12 年的委员会。在这 12 年内，他很快使人

觉察到他那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存在：不因为他是

美国人——虽然他起初曾经摆出美国人的粗气

派头而使他遇到困窘——而是因为他以自己对联

合国事务的长期经验为委员会出谋划策；因为他

已经养成了合作的态度——这是委员会最富有

的资产；并且因为，尽管他曾经在一些令人难忘

的场合与已经亡故的杜杜· 锡阿姆先生、 阿兰

焦·鲁伊兹先生和他自己在言词上交锋，罗森斯

托克先生毕竟是一位谦恭君子，以谦恭的态度表

1 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33条草案和关于跨界承压地下水的决议的最后文本（《1994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2段）。

2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达往往极为扎实的观点，进行说服或规劝，而不

诉诸霸道和威胁。他在出席全体会议、起草委员

会和工作组的时候行为拘谨，最近，甚至一反其

著名的善于提出程序问题的习惯。

4．当罗森斯托克先生对某一个论据来劲的

时候，只要他觉得有胜利的把握，就会毫不犹豫

地出手，当他发觉自己不能得逞的时候，就会温

和地认输，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折衷办法，总

是能够尊重自己的对手。他是能力高强的特别报

告员，尽管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专题有些枯燥无

味，他却能够顺利地使它获得大会通过；尽管他

最近健康情况欠佳，却在主持委员会上届会议期

间表现了他的效力、尊严和勇气。他是一位高尚

的武士弟兄，勇敢却不轻率，坚决却不固执，饱

学却不迂腐，慎重却不胆怯。我们会很想念他。

5．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祝贺罗森斯托克

先生对国际法作出了辉煌的贡献。罗森斯托克先

生是最佳的国际法实务人员之一，与他共事是一

大幸事，他一旦选定了要阐述的利益，就会意气

风发地加以倡导和维护，在联合国和国际法委员

会富有盛名。他对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作出

了不小的贡献，他担任了国际水道专题的特别报

告员，积极参加了其他专题，尤其是国家责任专

题的探讨。他为人诚实，言词尖锐，抓住要点，

直指问题的核心，但是总是设法确保令人欣然同

意的结果。其战斗品质和妥协意识实在值得竭力

仿效。他祝愿罗森斯托克先生退休生活愉快，身

体健康。

6．梅莱斯卡努先生说，每当有某一位委员

要离开委员会的时刻，总是令人伤感的。不过，

对于同他亲密共事过的委员来说，却也因为能够

从这位饱学的同事学到很多知识而感到满足；他

是委员会的模范主席；他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和

常识；往往把偏向推测和理论的同事拉回依据和

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国际法不是国际法律师所

想要的那种国际法，而是各国政府所设想的那种

国际法。罗森斯托克先生的贡献是委员会历史的

一部分，但也将对委员会的今后活动有所启发。

7．杜加尔德先生以非洲大陆和不能与会的

卡特卡先生的名义发言。他说，罗森斯托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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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模范同事，他的智慧使委员会获益甚大。

他在大会的发言简短、锐利，有时候显得刻薄，

常常具有用意深长的幽默感。他措辞谨慎，聪明

而能够逗乐；当一些委员立论过高的时候，他就

把他们拉回到现实层面。作为一位特别报告员，

他从罗森斯托克先生通过其妥协能力对起草委员

会的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获得具体的助益。

罗森斯托克先生是一位出色的队员和队长。他要

向一位伟大的国际法律师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模范

委员说声再见，祝愿他退休生活快乐。

8．奥佩蒂·巴丹先生说，他衷心赞同主席

和其他委员的话。他对罗森斯托克先生的赞扬与

其他委员不同，因为他担任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的主席，无法向委员会充分献出时间和精力。不

过，他有机会确认罗森斯托克先生是一位稳健、

率直和坦诚的律师，在他担任大会主席期间曾从

他那里获得不可或缺的帮助，他希望亲自向他表

达谢意。

9．布朗利先生祝愿罗森斯托克先生前程远

大。他担任国际法委员七年期间，常常从罗森斯

托克先生的幽默、耐心和专业技能中获益。能与

他共事深感欣幸，今后会想念他。

10．罗森斯托克先生记得，在他最后一次用

法语在委员会发言的时候，一位代表法国、后来

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杰出法学家向他挥动手帕，

表示投降。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曾在任何公共

场合用法语发言，以免有人受不了。但是，他乐

意在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也对几乎老是激励着委

员会工作的合作精神深感乐趣。国际法委员不是

国家代表，而是以专家身份为了设法达成共同的

目标出席国际法委员会。大家对他的百般推崇，

表明合作精神仍然能够得到伸张。那是令人深感

鼓舞的，极其重要的，也是令他在临别之际深感

欣慰的标记。对于同事们的过誉之词，以及他在

委员会和其他会场与各位同事共事的乐趣，实在

非常感激。

委员会对罗森斯托克先生热烈鼓掌致意。

梅莱斯卡努先生（副主席）主持会议。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续完）

（ A/CN. 4 /529 , D 节；A/CN.4 /5313）

［议程项目 6］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完）
*
 

11．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感谢各位委员鼓励他继续进行眼下的困难工作。他也

感谢几位委员特别把注意力放在报告（A/CN.4/531）
第三章和其他章节中的建议。特别感谢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参照最近在基辅通过的《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

对越境水体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议定书》评述

了这些建议。特别是，有必要拟定据以确定因果关系

的证据准则，并且澄清环境损害引起的利润损失和旅

游损失的求偿资格。此外，还有提交适当论坛解决如

何求偿的问题和提交争端解决方式以解决与模式的解

释和适用有关的问题。为解决求偿的规章，也需要进

一步思考详细说明最低限度国际准则的必要性。

12．由于委员们强烈支持进一步研讨他的建议，

他认为，有必要为此成立一个工作组。因此，在2002
年成立的工作组应该重新组建，以便继续研拟分担损

失的适当模式。没有人对委员会应该继续完成关于国

际赔偿责任任务的余下部分提出异议，主要因为大会

已经搁置预防条款草案，4 以便进行有待完成的任务。

这是委员会不能逃避的责任，继续拖延下去会破坏人

们对委员会的信赖。

13．因此，委员会应该继续寻求损失的分担模

式，卡巴齐先生曾经正确地指出，它与国家责任制度

或在民事责任范围内妥善拟定的二重概念并不抵触。

大多数委员似乎支持这种着手方式，不过，有一些委

员希望更加明确和更加详细地提到适用于解决求偿问

题的制度的总体概念。一旦委员会完成模式的拟定工

作，就能够解释它在研究拟定国际赔偿责任制度时

所遇到的困难，从而要求大会把提交关于损失分担

* 续自第2767次会议。

3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4 大会第56 /82号决议，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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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视为对它原先任务的一种充分的反应。几位

委员认为，这种模式的研拟是完全办得到的。而

且，由于不容易通过国家责任制度处理无辜受害者

问题，如同薛女士所说的，这种模式的研究可能是

不可或缺的。

14．佩莱先生令人惊奇地指出，研拟这样一种

模式等于是谈判，这是应该保留给国家进行的工

作。这个论点引起了关于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的问

题。不久以前，有人要求委员会提交一份国际刑事

法院 5的章程草案，这项任务顺利完成了。6 此外，

它的案文总是，并且经常会在最后通过以前由国家

进行政治审查和谈判。委员会的任务本身并不严格

限于重新阐述法律，而逐渐发展从来不是被理解为

编纂的延伸。否则，委员会就不可能在国家责任方

面取得这种进展。事实上，委员会不可能改变他勉

强承担的任务。

15．有人问起，是否应当容许对多个来源引起

的单一事故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在这一点上，加

亚先生认为，可能应该拟定一项全面制度来处理由

越境损害引起的求偿。重要的政策问题是，不应该

允许求偿人在不同的论坛根据同样的法律依据要求

赔偿。但是，可能在不同的论坛按照不同的法律依

据提出索赔，按照案情做出决定。但是，要调和不

同的法律体系和分歧的国家管辖权并非易事，他同

意佩莱先生的看法，认为具体说来，委员会并不特

别适合做这件事。

16．对于危险活动引起意外或事故的损害，所

有制度都详细地规定了对无辜受害人提供赔偿的多

种方式。虽然委员会的任务只限于对越境损害的赔

偿，将来的模式预计吁请国家对自己管辖范围内和

境内的无辜受害人提供同样的救济。工作组可能审

议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多种方式规定将损失

的第一份额分配给运营人，第二份额和随后的份额

则分配给国家和补充供资机制。这种办法在大会中

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委员会有一些委员也强调需要

通过不限定于运营人的某种模式向无辜受害人提供

5 1992年11月25日大会第47 /33号决议，第6段。

6 《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1段。

适当的补偿，巴哈纳先生甚至对认为国家赔偿责任

是一项例外的假设提出质疑。

17．报告中所评述的部门制度通常主张采取多

管齐下的办法，把主要责任摊派给在发生意外或事

故时责任最大的运营商或人员。虽然委员们多半赞

成这种办法，科洛德金先生等委员则质疑在国家并

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把一些损失分配给它的理论基

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家应该参加在与运营商

同样的基础上分担损失的制度，而是出于社会义务

的意识，帮助弥补无辜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最

初不顾损害的危险而核准进行危险活动的毕竟是

国家。此外，如同大会和委员会许多委员所强调的

那样，这种办法可能促使国家更加认真地接受预防

的责任，并且在对其管辖范围监督危险活动方面提

高警惕。在任何分配损失制度的附属办法中，不

可能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和公平因素，尤其是当运

营商的责任有限或无法追查或确定运营责任人的 
时候。

18．科斯涅米先生提请注意报告中的一个不足

之处，因为报告分析了若干部门制度，但是，没有

在总结中提到它们。布朗利先生正确地指出，它缺

乏任何明确的标志。这种差距是故意造成的。在查

核了现有的模式，并且在不使它与国家在这种计划

中承担的任务混淆起来的情形下，他认为应该拟定

不与任何特定法律基础挂钩的模式。因此，他把重

点放在若干部门安排的结果，而不是放在它们的谈

判过程或国家对它们的态度。他的任务不是征求国

家的意见，或得出需要进行编纂的结论，而只是通

过论证初级义务来提议某种模式。

19．对于运营商的赔偿责任有了一致的看法，

但是，对于这种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并不是不言而

喻的，在总体适用方面发生困难。虽然大多数法律

体系和一些特殊条约制度确定了严格的赔偿责任，

在越境损害的情况下，这种责任并没有得到公认。

某些系统确认了危险活动的赔偿责任，另一些系统

则不然。因此，应该慎重处理。

20．对一些民事责任要素的细察，也揭示了

不同国家管辖制度处理这些因素的方式相当多种

多样。因此，他认为，模式的推导工作应该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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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而且是备用性的，这种看法得到相当广泛的 
支持。

21．布朗利先生对援引运营商民事责任的求偿

和可能对国家提出求偿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但

是，如果损失的一个份额只是作为社会义务，而不

是作为赔偿责任分配给国家，则这个问题作为有利

但却是危险的行动的社会成本分摊来处理，比较 
合适。

22．卡特卡先生和另一些委员提出赔偿全球公

域所受损害的问题。他把这种问题分开的理由是，

有必要使这个专题的范围限定在适当狭窄的范围

内，但是委员会可以在由大会为此赋予另一项任务

以后，重新研讨这个问题。

23．他若是没有全部提及所提出的问题，愿意

为此道歉。并不是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思考。工作组将需要处理

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以期提交一套更具体的原

则，或者如同山田先生所建议的那样，甚至在2004
年提交条款草案。委员会必须相应地尽快完成上述

原则或条款草案。这样一来，也会促使大会加快通

过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

24．主席询问委员会是否愿意设立一个关于国

际责任的工作组。

25．佩莱先生说，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设立

这样一个工作组。但是，由于论述这个专题是特别

报告员的任务，他询问委托这个工作组办理的确切

任务是什么？

26．主席说，工作组的任务，按照特别报告员

的定义，将是仔细研讨他在第一次报告中提交的原

则和建议。

27．奥佩蒂·巴丹先生说，根据他对特别报告

员的想法的理解，将要求工作组推导一个分配损失

的模式，它是备用的，附属的，不需要修改本国的

模式。它的重点并不是试图确定可以适用的法律，

而是要确定一些指导原则，以期保护受害人的权

利。这些目标构成适当的任务。

2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2002年设立的

工作组已经研究了着手方式，明确划分具体领域，

而不重新研讨与国家责任或赔偿责任有关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必须完全忽略或小心避免与民

事责任有关的事项。可以拟订模式，以便对理赔和

理赔的论坛提供有效的指导。这些都只是工作组可

能，并且应该思考的一些概念，不应该把它们视为

严格的任务。

2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认为，根据报告

中所载述的材料和委员会中的辩论情况，工作组必

须描绘出往后的路线图。任务的范围极为广泛：拟

订对本专题的着手方式，并且探讨所涉及的具体问

题。

30．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工作组的任务应该是

起草条款或原则，作为分配越境损害引起的损失的

范本。这项工作务实而且有用。他同意按照特别

报告员的想法，不要探讨据以分配损失的责任或

赔偿责任类型，但他认为，也应该理解到，没有

任何事项可以使人不提到模式的基本原则。模式

的要素毕竟应该由法律基础来加以确定，在本案

的情形下，是关于严格、客观的民事责任的国家 
实践。

31．曼斯菲尔德先生说，他认为，所有需要讨

论的问题都应该付诸讨论，他相信特别报告员将确

实做到这一点。“模式”一词意味着范围相当狭窄的

关于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但是，工作组无疑将在

正确的方向上作出积极贡献。

32．布朗利先生说，他同意上述观点，并且认

为可以由工作组拟定它自己的任务，基本上是在本

专题目前标题的范围内突出重点。

33．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委员会应该考

虑选定某人，而不要由他自己担任工作组的主席。

34．佩莱先生说，正是特别报告员自己，应该

负责推动工作组的事务，无须由委员会来确定工作

组的任务。

35．布朗利先生说，如果工作组的主席是特别

报告员以外的任何人，而不是特别报告员自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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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特别报告员遇到不少困难。一艘船必须只有一

位船长。

36．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如果委员会愿

意的话，他愿意尽己所能，承担额外的责任。

37．巴哈纳先生提议，工作组应该在特别报告

员的主持下设立。

38．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决定

设立国际责任专题工作组。

就这样决定。

坎迪奥蒂先生（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所引

起的困难

（A/CN. 4 /529 , F 节；A/CN. 4 /L.644）7

［议程项目 8］

39．科斯肯涅米先生（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

究小组主席）说，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研究小组于 2003年 5月 27日举行了有用的第一

次会议。讨论了如何在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期会议

和第五十六届会议推动工作的问题，以期确定优先

工作事项和今后的工作方法。

40．研究小组根据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四届

会议提交的报告第489至第 513段中所载的研究

小组报告 8 和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

期间的辩论情况（A/CN. 4 / 529 , F 节）进行了意

见交流。它决定：对于这个专题的观点应该是实

质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它不把重点放在对若

干行为人的实际协调、等级和法律体系上，而是

7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章，C 节。

8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95-
513段。

要考虑法律本身是否和如何分化为不连贯或互相

冲突的特殊制度。这种实质性的重点符合委员会

所述及的着手方式，9 并且如同专题摘要第 227 段

和第 229 段所示，是得到大会批准的。

41．研究小组议定了 2003 年和 2004 年今后

工作的暂定大纲， 基本上将按照委员会向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报告中所载的建议进行。10 关于

2004 年的方案，据议定，主席将对特别法规则的

功能和范围以及自含制度问题进行初步研究。这

项研究将对引起整个不成体系问题的总体概念框

架进行分析。这一点符合专题摘要第 226 段，第

六委员会表示希望对可能与一些规范抵触的规则

和机制进行全面调查。将由委员会个别委员就报

告第 512 段中提到的专题编写较为简短的文件，11

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阐述问题的实质，并且着

重指出必需包括的范围。

42．已经从一些委员收到愿意编写若干文件

的意向书，研究小组将在第二期会议确定专题的

分配。但是，研究小组也将讨论文件的结构和内

容，以确保其兼容性。为了促进这个过程，他本

人已经答应编写一份讨论文件，可能会是一份大

纲，或者是对特别法规则的功能和范围以及自含

制度问题进行实质性研究的基础。 这些问题也

可能在研究小组安排的一个集思广议的会议上

讨论， 并且可能邀请研究小组的前任主席布鲁

诺·辛马法官参加。

43．他感谢研究小组的所有成员参加并且作出

宝贵的贡献。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9 同上，第505和第507段。

10 同上，第512段。

11 同上，(b) 至 (e) 分段。

*  续自第276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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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44．主席宣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期会

议结束。

上午 11 时 20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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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丰巴先生、加亚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

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

涅米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

尼豪斯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薛女士。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1．主席欢迎出席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

期会议的委员，并宣布，他将休会，以便扩大的主

席团能够审议本届会议第二部分前两周的订正工作

方案。

下午 3 时 10 分休会，下午 3 时 40 分复会。

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修订的工作方案。

就这样决定。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章程第11条）（续完）*

（A/CN. 4 /527和 Add. 1 -3）

［议程项目 1］

3．主席宣布，委员会被要求填补一个因罗伯

特·罗森斯托克先生辞职而出现的临时空缺。空

缺职位候选人简历载于 A/CN. 4 / 527 /Add. 3 号文

件。他将休会，以便使委员会委员能够举行非正式 
磋商。

下午 3 时 45 分休会，下午 4 时 20 分复会。

4．主席宣布，委员会选举迈克尔·马西森先

生填补临时空缺。主席代表委员会祝贺马西森先生

当选，并请他加入委员会。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 A/CN. 4 /529 , C 节；A/CN. 4 /534，1 A/
CN. 4 /L.646）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5．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介绍了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第六次报告（A/
CN. 4 / 534），他说，该报告十分初步和概括地处理

了一类单方面行为——承认，并特别注重国家的

* 续自第2751次会议。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2003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在日内瓦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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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而这正是委员会有些委员和第六委员会有些

代表在 2002年所建议的。他努力反映了各方就这

一问题发表的十分令人感兴趣的评论，特别是为审

议这一专题而设立的工作组的评论。当时曾决定，

花些时间请各国政府转交其在这方面实践的信息，

并更加深入地考虑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方式。

6．这一问题不仅复杂，而且还有很多灰色地

带，因为不能够说已经有了单方面行为的理论。严

格地界定单方面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别是各种

适用规则——并非易事，但这绝不意味着此种行

为不存在，不产生法律效果。正如国际法院在关于

核试验案的裁决中所示，毫无疑问，以单方面行为

形式出现的声明可以具有产生法律义务的效果，这

正是构成委员会工作基础的前提。

7．委员会 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曾说过，

并在工作组通过的结论中重申，2 该专题已有可能

进行编纂和逐渐发展。就这一目的而言，该专题已

经成熟，但是，尽管有关于这一专题的大量著述，

其观点并非一致，尽管有十分相关但又不充足的案

例法，该专题仍然极具争议。也许可以考虑是否有

可能编纂关于单方面行为的某些规则，只注重于一

般性质的某些方面，但更加严格的编纂努力将会更

为困难。条约法的编纂已被证明相对而言较为容

易，因为条约有较明确的实践基础，有关学说更为

充分和一致，并有许多法律裁定和仲裁裁决。条约

法比任何其他制度更为系统和完整，但是，单方面

行为却肯定并非如此，因为它的性质、根据和法律

效力仍然有待界定，因而研究起来更为困难。如果

是从几个都不错的备选办法中作出选择，委员会的

工作有时较为容易。例如，外交保护就是如此，这

方面的规则比单方面行为清楚得多，单方面行为的

国家实践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然而，尽管政府的

意见并不很多，但这些意见对本专题的审议至为关

键。有关实践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这是他所遇到

的主要障碍之一。正如每天都可看到的，单方面行

为经常发生，但其性质并不确定。在不了解各国意

见的情况下，确定有关行为的性质，确定做出单方

面行为的国家是否有意承担法律义务，确定其是否

2 《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4和
第196段。

认为有关行为对其有约束力或仅仅是外交实践中的

一项政策说明，并非易事。

8．难以看出委员会的工作最后可能采取哪种

形式。在这方面，他回顾了在第六委员会所作的十

分重要的发言。如果证明不可能就单方面行为起草

一般规则或具体规则，也许就要考虑是否有可能根

据一般原则编写指导意见，使国家能够据以做出行

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展编纂和逐渐发展工

作。无论最终成果如何，他相信，根据两年前交给

起草委员会的定义，可以确立普遍适用于单方面行

为的规则。该定义打算再次提出下列原则：国家可

以通过单方面表示意愿约束自己，这自然被理解

为，通过此种行为，一国不能对它国或甚至该行为

所针对的其他法律主体强加义务，大家知道，这是

一项普遍确立的国际法原则。

9．可以提出一些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的一

般性质的原则，无论其内容如何。首先，一项一般

的单方面行为，特别是承认行为，必须由授权这样

做的人做出，换言之，授权可以在国际一级行事，

而且其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国家有约束力的人。此种

授权由国内法确定。而且，有关行为必须是自由表

达出来的，这一点使其有效性受到各种条件的限

制，如审查无效的原因，其中有些涉及意愿的表

述、行为目的的合法性及其与国际法强制规范的相

容性。如果符合这些条件，一项单方面行为就具有

法律约束力。

10．行为的约束性可以基于一项具体规则，“行

为具有约束性”，它来自指导条约法的“条约必须

遵守”。作为一项一般原则，也许还可以说，一项

单方面行为，从其做出之时或从国家表示其意愿的

声明中具体载明的时刻起，对国家有约束力。此

后，有关行为就具有约束力了。同样，有关行为不

能由行为者单方面或任意修改、中止或撤消。尽管

行为在做出之时是单方面的，但它在行为人与行为

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双边关系，造成了一种期望，

从而限制了同样以单方面的形式修改、中止或撤消

该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国家不具有以同样方式修

改、中止或撤消其单方面行为的任意权力。由于单

方面行为本身的性质，其解释必须根据严格的标

准，在没有具体对象的单方面声明方面，必须特别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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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六次报告的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际行

为——承认——的定义和审察与委员会关于一般

单方面行为的工作融为一体。导言涉及该专题的可

行性，有关工作最后成果的可能形式和报告的结

构。第一章载有承认行为的定义。该章考察了应当

排除的行为和行动，得出结论认为，委员会所关注

的单方面承认行为是明确做出的，有着确切的意

图。然后在承认制度与单方面承认行为之间作了区

分。第二章涉及此种行为有效的条件，同样与一般

的单方面行为联系起来。第三章考察了承认的法律

效力，表现为其可反对性，并重新审查了其法律根

据，即采用一项具体规则：“行为具有约束性”。最

后，第四章涉及修改、撤消或中止承认行为时空适

用的可能性。还适当审查了可能使行为终止的外部

因素；行为对象的消失或情况的变化。

12．第一章涉及各种形式的承认，最后提出了

一项大致的定义，可以同一般的单方面行为定义草

案统一起来。他努力表明，委员会所考虑的定义草

案可以包含由承认所构成的那一类具体行为。在审

议除严格意义上单方面行为之外的某些形式的承认

之前，单方面行为需要定性，但这并非易事。事实

或法律情况或法律主张的承认又涉及放弃，或甚至

允诺，使其难以定性。最为重要的是要确定其是否

为委员会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单方面行为，无论其定

性如何，即：是否属于用意是为了产生某种法律效

力的单方面表达意愿的行为。

13．“承认”这一制度并非总是与单方面的承

认行为相吻合。一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或行动

来承认一种情况或法律要求。看来并不存在承认行

为的清单，但毫无疑问，存在可以查明的承认行

为，例如在有关国家或政府承认，或交战状态、中

立、边界划分或主权的承认方面。例如，一国可以

明示或暗示承认某种事实情况、法律情况或法律主

张。与一个不被承认为国家的实体缔结一项协定构

成默示承认，这当然产生法律效力。做出行为的国

家承认其与之缔结协定的实体或政府的地位，从而

在行为国与行为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法律关系。这

同样适用于通过明示行为——不同于明确的承认

行为——承认一国的领土状况或主权主张。特别

报告员认为，此种行为应当被视为承认，可以排

除在委员会正试图界定的单方面行为的研究范围 
之外。

14．一国还可通过诸如沉默等行动承认一种情

况或一项主张。此种沉默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形

式：赞成、不同意或完全不予理会。各个国际法院

有好几次不得不就此种解释为承认的行为做出裁

决，例如，柏威夏寺案或印度领土通行权案。沉默

意味着没有抗议，这可能意味着一项法律主张得

到承认或接受。在此可以再次分辨出各种单方面

行为和行动——沉默、抗议或默认——之间的联

系。但是，即使产生法律效力，沉默引起的承认也

应当排除在委员会所理解的单方面行为本身的范围 
之外。

15．承认也可以基于一项条约，在这方面，特

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到报告第29段。他认为，此种

承认也应当排除在委员会所要审议的单方面行为之

外。如第 30段和以后各段所列，通过联合国决议

表示的承认行为也应当排除在外。值得强调的是，

在过去一些年中，投票赞成一国际组织接纳一个国

家的做法已发展成为了一种承认的形式。例如，这

适用于西班牙有关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情

况。源于国际组织的行为，尽管可能意味着承认，

并具有政治和法律效力，但也应当从本研究的范围

中剔除。报告没有讨论这一问题，但在司法诉讼范

围内所作的声明也可能引起承认，在这方面，特别

报告员回顾了顾维钧法官 1966年在西南非洲案中

的反对意见。

16．第一章还提出了一些对于通过单方面承认

行为的定义草案十分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做

出此种行为的标准及其酌处性质，这一特征看来对

承认行为相当具体，但也可用来描述其他行为的性

质，如放弃、抗议或允诺。鉴于其更多的政治性

质，酌处性质作为一国承认行为的一个适当特征，

明显是可以接受的。

17．关于承认行为的做出，没有任何标准。尤

其是国家承认，它并非基于任何一致的标准，尽管

在确定出现承认方面必须满足国际法的要求。交战

状态、叛乱状态或中立状态的承认看来也没有具体

标准，这同样也适用于领土性质的情形。此种没有

标准的情况与有关行为的酌处性质相联系。没有任

何东西使国家有义务承认或不承认特定情况或法律

主张。根据国际法，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强加义务的

一般规则，正如大多数文献所承认。关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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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实践很清楚，如南斯拉夫和平会议仲裁委员

会第10号意见书所表明，其中第4段说，承认是其

他国家可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做出

的一种酌处行为，仅需遵守一般国际法的指导规

范。3

18．对承认行为的任何考虑都涉及——即使

仅仅是粗略的——对不承认的考虑，不承认也可

能是一项明确的行为，因而有时可能与抗议混淆。

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承认的酌处性质。正如

各种国际文书所承认，如《互不侵犯与和解反战条

约》（即所谓的《萨维德拉·拉马斯条约》）、《美洲国

家组织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一国可能被禁止承认事实情况或法律情况，如由于

违反国际法而引起的情况，包括通过非和平手段或

占领获得的领土解决办法。因此，国家没有义务采

取行动或做出不承认，但只是不被允许承认此种情

况。然而，适用于承认行为的酌处标准看来同样也

适用于不承认的行为。不承认的行为因而可以是一

种单方面和完全有意的意愿表达，从而使其类似于

承认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抗议。例如，塞

浦路斯国务部长 2002年 10月 3日关于不承认北塞

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声明就属于这一类别。在实

践中，行为国通常解释其为什么不承认一种情况；

联合王国关于台湾的意见就是此种实践的一个良好

例子。

19．报告第 52段及以后各段还讨论了下列一

般可能性：除了宣告性质外，承认行为可能有一些

条件，这也许看来与其单方面的性质不一致。在这

方面，1991年 12月 16日欧洲共同体关于南斯拉夫

的声明 4与其说是一种承认行为，不如说是一项指

令，规定了欧洲各国宣布承认由前南斯拉夫而来的

各国的规则。要得到承认，作为第一步，此种国家

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宪法和政治措施，保证其对邻国

没有领土主张等。但是，正如报告第57段所述，声

明本身并不是一种承认行为。各国并未将承认的权

利交给欧洲共同体。尽管以共同体的声明为根据，

但承认最终是通过单独的行为做出。单方面的承认

3 A/48/874 - S/1994/189号文件，附件；也见《国际法律
资料》，第31卷，第6号（1992年11月），第1526页。

4 见《欧洲共同体公告》，第24卷，第12号（1991年），
第119 -120页。

行为可以单独、集体或甚至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做

出，但是，正如一般的单方面行为一样，这并不影

响其单方面的性质。

20．行为国的意图是一个重要要素，因为，正

如对国家承认声明的考察表明，有关行为的法律性

质在于表达承认的意图，在于引起一种期望。国际

法院在核试验案的判决书中裁定，当作出声明的国

家认为自己受到约束之时，这种意图就赋予其立场

以法律承诺的性质。

21．关于形式，承认行为可以通过外交照会或

任何其他表达国家意图的声明以书面或口头做出。

在国际公法的非形式体系中，承认行为的形式本身

并不重要。这一点对承认行为是如此，对一般的单

方面行为也是如此。正如国际法院在柏威夏寺案中

所说，若法律没有规定任何特定的形式，当事方可

自由选择对其最方便的形式，只要其意图明确。通

过提及国家承认现实情况或法律情况或法律要求的

各种行为和行动并进行考察之后，特别报告员的结

论是，最好的办法是保留为此目的明确做出的承认

行为，但是，应将其与经过委员会审议并交给起草

委员会的单方面行为的定义草案相联系。因此，他

在报告第67段中提出了下列承认行为的定义：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单独或集体地单方面表示意愿，

承认一个现实情况或法律情况的存在或一项法律要求的合

法性，目的是产生具体法律效力，特别是从表示意愿的时

刻起或从声明中指明的时间起接受其可反对性。

22．建议的定义根据的是有关专题文献中表述

的一般意见，所载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起草委

员会本届会议所要审议的定义草案：形式、行为的

单方面性质，即使最初为集体行为；以及意愿的有

效表达，由有权这样做的主体——在有关情况下

为国家——和授权这样做的个人所为，具有不与

任何强制法规则相抵触的法律目的，意在产生法律

效力，一般意味着行为国从声明之时起，或从声明

中表明的时间起接受可反对性。

23．报告第二章简要地处理了单方面承认行为

的有效性问题，严格地沿用了在一般单方面行为方

面确立的先例：国家和个人的能力；对象国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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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合法客体；以及更具体地说，遵守强制性国际

法规范。

24．第三章特别考察了承认行为的法律效力问

题及其约束性的依据，再次提到了一般单方面行为

的先例。他首先指出，大多数法学作者认为，承认

行为是宣示性的而非构成性的。特别是，各项国际

文书提供了国家承认行为的宣示性质的例证，包括

1933年 12月在蒙得维地亚举行的第七次美洲国家

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

其中规定，国家的政治存在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承

认。国际法学会随后采用了这一概念，认为承认仅

仅是确认国家的存在。《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3条
和第 14条以及欧洲委员会仲裁委员会重申了这一

行为的宣示性质。

25．不承认行为引起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

题，尽管方式不同，无论明示还是暗示，不承认行

为也具有重要的法律影响。不承认一个实体为国

家，影响到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例如源于国家豁

免法的权利，以及不能被国际组织所接纳。然而，

不承认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不承认该实体的国家与

作为不承认对象的该实体之间的问题，而该实体可

能被其他国家所承认。

26．关于承认行为的法律效力，做出承认的国

家必须依言行事，与遵守不容反悔原则的情况一

样。从做出声明之时起或从声明中指明的时间起，

对象国或其他行为对象就可以要求行为国依其声明

行事。因此，从该时刻起，即可就该行为向行为者

提出反对。

27．一般的单方面行为特别是承认行为的约束

性必须有所依据，因此采用了一种基于“条约必须

遵守”的规则，称为“行为具有约束性”。在单方

面行为方面，法律的确定性也必须是追求的目标。

正如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中所回顾的，相互信任是

国际合作的一项固有条件。然而，约束性与诚意相

联，国际法院将诚意作为有关确立或履行法律义

务——无论其来源如何——的基本原则之一。

28．第四章概括地处理了承认行为的适用问

题，以便就国家能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撤消单

方面行为的问题得出结论。从做出承认行为之时起

或从承认声明中指明的时间起，可就承认行为向行

为国提出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条约的生效。

其接受并非必要：有关行为本身就已足够这一事实

也得到各国际法院的确认。行为国承担了可向其提

出反对的一项法律义务，但有一项谅解是，未经第

三国同意，行为国不能对第三国施加义务。第四章

还简要提到了在涉及国家的承认的具体情况下，单

方面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适用问题。在条约法

特别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详细处理的此类问

题，应当在所审议的专题方面予以澄清。

29．在报告最后，他还考察了单方面行为的修

改、中止和撤消问题，即国家能否以做出单方面行

为的相同方式单方面地修改、中止或撤消有关行

为。行为的终止问题十分重要，可以确立一项一般

原则，即行为国不能单方面终止行为，除非该行为

含有可这样做的规定或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条

约法所规定的那样。因此，行为的撤消取决于对象

国的行为和态度，这一点又类似于不容反悔原则。

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

动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接受法院的管辖在形式上

不可否认是单方面的，一项声明的单方面性质并不

意味着声明国可以修改有关声明的范围和内容。一

个进一步的例子是危地马拉政府 1991年 8月 14日
正式承认伯利兹的自决权的声明 5和 1991年 9月 11
日与该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危地马拉宪法法院

审查了有关声明，看这一承认是否为确定的行为以

及共和国总统的官方公告和声明是否有效并产生法

律效力。1992年11月3日，宪法法院公布了一项裁

定，确认这些声明的有效性，理由是：承认行为是

伯利兹独立之后两国之间的争端发生变化的结果。

尽管根据宪法，这不能被视为一项确定的措施。6宪

法法院中包括院长在内的少数人质疑有关行为的有

效性，强调根据《危地马拉宪法》，有关行为应当

提交国会核准。裁决公布三日之后，危地马拉总统

正式宣布，有关承认并非确定，并重申，他愿意遵

守《宪法》，将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确定的协定提

交公决。几天之后，国会核准了有关协定，从而满

5 A/46 /368 – S/29953。
6 见 J. A. González Vega,“El reconocimiento de Belice ante 

la Corte de Constitucionalidad de Guatemala: la sentencia de 3 de 
noviembre de 1992”, Revista Español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第45卷，第2期 (1993年 7月 -12月 ), 第580 - 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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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宪法的要求。从应受立法审查的单方面行为的

有效性角度以及从行为国单方面撤消行为的可能性

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案例。

30．最后他说，鉴于工作组决定中断一下工

作，第六次报告只是概括性的。需要进一步考虑委

员会应当如何完成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应当确立一

些一般原则，还应当研究相关实践。在目前正在举

行的国际法研讨会期间，他指导下的一些与会者和

马拉加大学伊莎贝尔·托雷斯·卡索拉女士指导下

的一些与会者将就此种实践进行一项深入研究。起

草委员会已经收到了一些案文草案，工作组的任务

将是决定将来如何研究这一专题。也许可以就诸如

允诺等其他单方面行为交换意见。通过允诺，国家

也承担单方面的义务，可以就此草拟一些共同规则

和原则，尽管难以确切地归纳出单方面行为的性

质。委员会的工作不必以第六次报告为基础，而可

基于委员会已经研究多年的各种形式的承认行为之

间以及相对于不同客体的承认行为与一般单方面行

为的关系。由于无法获得外界帮助来系统地研究、

编撰和提出单方面行为的国家实践，他建议，国际

法研讨会可以首先进行一些文献研究，并在届会结

束时提出研究结果。然后，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将与

马拉加大学合作继续进行，并将于 2004年就本专

题向委员会提出一份文件。

31．佩莱先生说，可以对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

提出的最严重的批评是，该报告没有指明其打算将委

员会引向何方。他个人历来是倡导国家的单方面责任

专题的，特别报告员也是如此，特别报告员报告导言

的很大部分用于证明该专题的存在本身，在使他确信

单方面行为的审议可能具有极大的实际价值方面，特

别报告员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最好还是让各国知道单

方面意愿或意图的表达——不同于任何基于条约的

联系——何时构成国家承诺。而且，从理论方面讲，

该专题也可能令人着迷，如果有关研究能够解释一个

主权国家通过表达意愿使自己受到约束的这种神秘变

化，或国家如何能够从其主权中引出法律义务，即使

该国并不一定与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提出这类问

题，以便建立起一个概念框架。

32．在特别报告员从为该专题辩护转到为其选

择的方法或者说其最近一份报告所用的新方法辩护

之时，特别报告员的说服力就差了很多。与迄今为

止所做的工作相比，最近的报告标志着一个重大的

方法上的转折点。似乎已经从总体处理的办法转向

个案处理的办法，总体办法以条约法和国家责任法

为模型，努力从总体看待单方面行为的法律，以查

明一般规则，尽管特别报告员的口头介绍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此种印象。他个人是并非主张采用新办

法的委员之一，但他在理论上并不反对这样做，只

要他能够看出个案研究办法的目的是什么。特别报

告员叙述了适用于承认的一般法律规则，但尽管特

别报告员在第 8段中作了解释，他最后没有概述他

从这一叙述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指导方

针草案，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提出条

款草案、起草决议或起草建议，尽管他在口头介绍

中似乎认为他已就单方面行为的定义提交了新的起

草提议。这就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难以看出这

些散见于报告各处的提议如何同已经提交起草委员

会的定义草案相一致。

33．他自己并非强烈反对个案处理的办法，但

前提是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委员会必须确定没

有放弃其最终目标，最终目标仍然应当是一套带评

注的条款草案，但并不一定是一项初步的公约草

案。只有在研究的目的是编写载有一般规则的全面

条款之时，他才会赞成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专题。

34．第二，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中关于承

认的案例研究应当仅仅是准备性研究，正如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 11段中所引述的，希腊代表在第六

委员会上说，这种研究应当仅仅是第一阶段，使人

们较容易着手查明适用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一般 
规则。7

35．第三项条件是，每一项案例研究都应当有

助于为实现最终目标铺平道路。所审议的报告看来

并未这样做，因为特别报告员没有从其关于承认的

研究中得出任何结论。在报告的结尾，本来是指望

他推导出一般规则的，看他如何从具体推广到一

般，本来会是令人感兴趣的。在其口头介绍中，特

别报告员看来建议，承认的定义与单方面行为的定

义相同。他个人认为并非如此。

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24次会议（A/C.6 /57 /SR.24）及其更正，第74段。



151第 2771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8 日

36．问题是如何从特别报告员看来要进行的案

例研究中得出这一类的结论。第一步将是编制一个

双向的表格，在其中列出此种信息。表格中的各行

按目的列出各类单方面行为：承认、允诺、放弃等。

这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问题，尽管实践起来就难说

了，这从特别报告员报告第 21段提到的困难即可

看出，他举的例子涉及以挪威外交部长的姓为名的

《伊伦声明》。8 特别报告员正确地认为，该《声明》

可被视为允诺、放弃或承认，但这看来与第22段所

述相矛盾，即承认行为不容易与放弃或允诺相混淆。

不幸的是，此种混淆是可能的，甚至是经常发生的，

因此需要找出区分的标准。如果本专题的审议使人

们有可能消除此种不确定性，那就会是值得的。

37．表格的各列应当列出一般的单方面行为所

引起的应当深入考虑的各种法律问题：哪些标准使

人们有可能看出各种或各类单方面行为的差异？何

人有权代表国家做出承诺？承认的法律权威是否与

允诺的法律权威相同，或承认一个国家的法律权威

是否与承认一项规则的适用性的法律权威相同，这

些问题的答案远非确定。有必要找出在何种条件下

国家接受约束的意愿的表达是有效的，以及此种国

家意愿表达的效力是什么。各类行为的效力有可能

大不相同。行为能否撤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撤消？

特别报告员显然想到了这些问题，他在报告某些地

方触及了这些问题，但应当更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

的提法，以便得出一个人人都能同意的解释。可以

设立一个工作组来设计这类表格，而这仅仅是表面

上的任务，因为整个研究的成功将取决于有关标题

的准确性。不应当遗漏任何东西，但与此同时，还

必须尽可能清楚和明确。鉴于研究这一专题的理

由，一旦界定了各行和各列的标题，表格的填写就

应当是为了确定各类行为共同的特征，而非不同的

特征。一旦找出这些共同的特征，就比较容易查明

适用于单方面行为并构成条款草案具体实质内容的

一般规则。

38．主席宣布，有关单方面行为的起草委员会

的组成如下：卡特卡先生（主席）、罗德里格斯·塞

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布朗利先生、坎迪奥

蒂先生、达乌迪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科洛德金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

塔兹先生、庞布－齐文达先生、薛女士、山田先生

和当然成员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

下午 6 时散会。

  –––––––

第 2771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丰巴先生、加亚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

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

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

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先生、庞布 – 齐文

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薛女士。

  –––––––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A/CN. 4 /529 , C 节；A/CN. 4 /534，1 A/
CN. 4 /L.646）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

1．佩莱先生继续他上次会议的评论，回顾说

他对特别报告员采用的方法已经表示过怀疑，而且

不知道特别报告员如何能使他的专题研究与本专题

工作的最终目标统一起来，这个目标就是编制条款

草案，使各国能够认识到它们何时会因正式表达其

意愿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就他本人来说，他曾

建议使用一种详细的表格，用行列出各类单方面行

为，用行列出需要处理的问题。如果在各类行为里

发现了共同要素，那样就能归纳出适用于单方面行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8 见国际常设法院关于东格陵兰案的判决第69页和第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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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一般规则，这些一般规则可发展成为条款草案

的实质内容。

2．第六次报告（A/CN. 4/534）朝这个方向作了

努力，但不够严格。就表格的“行”提出了“承认”

这个类别，但问题是，是否确实存在一种单一类别

的单方面行为，即可被称作承认的单一行为。他认

为并非如此。这个类别的界定必须更清楚，但报告

没能做到这一点。

3．特别报告员频频提到一些概念，如默认和

接受，认为它们与承认类似。但这三者绝非一回事。

显然，表格“行”中的类别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

完全不能肯定必须同时处理不承认与承认。这个问

题值得进一步考虑，但可以推论，不承认似乎与另

一个十分不同的类别——即抗议——更为接近。

4．特别报告员将较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个传统

问题上，即对国家的承认是宣示性的还是构成性的

行为，并合理地断定是纯宣示性的。但即便对国家

的承认是如此，对其他实体的承认却未必如此。特

别报告员在前次会议上曾对 1991年的危地马拉声

明作了引人入胜的分析，危地马拉在这份声明中承

认伯利兹有自决权。2但事实上，这是对存在一种法

律规范的确认，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承认。确认本

身可能不等同于承认，即便可以，危地马拉的声明

也是宣示性的，不是构成性的。

5．在其报告第 90段中，特别报告员指出在有

些案例中，如在东格陵兰案中，曾论证过承认的构

成性理论。确实如此，但丝毫不必为此感到惊讶，

因为国家是个客观事实，无论如何看待它，但在国

际法中它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国家领土管辖权的

扩大（这便是东格陵兰案的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扩大产生于或可能产生于其

他国家的承认，正如东格陵兰案或柏威夏寺案所证

明的那样，但在这种情况下，对领土管辖权的承认不

具有而且不可能具有与对国家的承认相同的效力。

6．所有这些意味着不能将完全不同的概念混

为一谈，而他认为特别报告员确有这种倾向；即使

2 见第2770次会议，脚注5。

承认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它也会因其客体而

产生不同的效力。这些效力还根据除客体外的其他

参数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对象国的反应。对象国可

以利用承认——而正是单方面行为可加利用这种

想法——就是单方面行为概念的主要基础，正如

国际法院在著名的核试验案中所重申的那样。

7．但如果对象国既不表态也没有什么动作，

那样利用单方面行为的办法就只能是虚拟的，只是

一种可能性，而且与受益国利用单方面行为为依据

采取某些否则不会采取的措施这种情况比较起来，

表示承认的国家可以更自由地收回自己的行为。在

这类情况中，出现了不容反悔问题，但这不意味着

行为被双边化了，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19段中

这样说是错误的。行为仍然是单方面的，但与没有

反应的情况相比，国家的意愿受到更有力的束缚。

在国际秩序中，国家每表明一项意愿——无论是

通过条约、单方面行为还是其他手段——就会给

这个意愿设上圈套。然而，对象国的反应很可能也

是单方面行为，这便改变了参数和行为的效力。即

使承认行为的对象国保持被动，行为国也可以撤销

其承认行为，但根据承认的客体，整个情况就变

了。然而，特别报告员在阐述方面作了一个糟糕的

选择，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具体问题，很难从中得

出结论。

8．令人惊讶的是，特别报告员在讨论对国家

的承认时，丝毫没有提及传统上对法律上的承认与

事实上的承认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值得注意的，因

为它假定了行为国在收回其承认方面的能力存在着

不同层次；法律上的承认是确定的，而事实上的承

认是有条件的。当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2段中断

言承认不可能是有条件的时，就是按斯特鲁普的论

点提出的，3但报告后来证明该论点是错误的。

9．他怀疑把着眼点放在对国家的承认问题上

是否明智，这是一种已经得到广泛研究的独特制

度，而它由于其客体——国家——产生的效力太

具体而无法被一般化。要是能考虑承认的其他客体

3 K. Strupp, Grundzüge des positiven Völkerrechts, 5th ed.(-
Bonn/Cologne, Röhrscheid, 1932),  quoted by J. F. Williams in “La 
doctrine de la reconnaissan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t ses dével-
oppements récent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vol. 44 (1933),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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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对国家的承认用作对照物来比较其他类型的承

认也许会好一些。他曾担心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会成为“责任专题方面的加西亚·阿马多尔”，而

现在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在单方面行为问题

上似乎冒有同样的危险。加西亚·阿马多尔先生是

国家责任专题的第一任特别报告员，很有才干，但

从未曾找到能够把握这个专题的角度。同样，罗德

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编写了令人鼓舞的报告，但

未能就未来行动提出任何建议。委员会打算如何处

理这个专题？

10．第六次报告中采取了按类别逐一进行专题

研究的办法，其累积效果或许能起到促动作用，正

如特别报告员阿戈先生在国家责任专题方面提出的

英明设想一样。

11．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和佩莱先生一样也

认为委员会必须严肃考虑如何继续处理这个专题。

这是个困难且微妙的主题，它对国际法的重要性就

如保留对条约的重要性一样，且其目的是要编纂国

际公法的基本渊源之一。如此看来，特别报告员遇

到这样多的困难并不令人吃惊。

12．关于佩莱先生建议的表格，委员会肯定可

以试着就个别类别开展工作，但在这样做时只应抱

着一个明确目的：就是要从中归纳出能普遍适用于

单方面行为的规则。各种单方面行为中的共同要素

是什么？例如，根据事实上的承认与法律上的承认

之间令人关注的区分，可以就这两类承认的法律效

力得出结论。此外，可以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是

否应把建立外交关系视为构成默示承认。这肯定是

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即使国家没有做出法律上承

认的正式声明，但这确立了一种法律条件，其法律

效力难以否认。最后，在国家的承认这种行为中政

治考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乃至被用作施加政治

压力的手段。

13．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对佩莱先生提出

的一个问题还犹豫不决，就是当一个国家无论是通

过承认还是抗议采取了某种立场后，是否就陷入了

如此无法自拔的境地以致不能返回其最初的立场？

佩莱先生举了对象国对承认行为做出反应的例子，

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国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就

返回其原来的立场。他对此有怀疑，而且疑惑东格

陵兰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一般化从而为禁止行为

国返回其原先的立场提供法律依据。

14．至于事实上的承认，虽然建立外交关系可

被视为相当于承认，但一个国家可以丝毫不受阻碍

地单方面中止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行为

是否也到此为止？

15．至于佩莱先生关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案件

的意见，人们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应采取

如此软弱、中性的立场。危地马拉针对伯利兹的单

方面行为是否只是出于确认自决权这个目的？肯定

还有其他动机？

1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就单方面行为制作

一个分析表格作为讨论出发点需要花费很大力气，

而其效果可能很令人失望。实际上要处理的问题恰

恰是委员会应研究哪些单方面行为。委员会数年前

确立的最初标准是要审议产生对他国、国际社会或

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义务的所有单方面行为。如果委

员会根据这项标准来研究各类单方面行为，将大大

简化其任务。目标不是研究单方面行为本身，而是

研究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单方面行为。

17．达乌迪先生支持佩莱先生关于表格的意

见。找办法推进本专题的工作并不是特别报告员一

个人的责任，整个委员会必须帮助他找到一个适当

的方法，以便在国际公法中拟订一套单方面行为规

则。只有通过研究，委员会才能确定是否存在这种

一般规则。表格的目的是要找到不同类别行为中的

共同要素。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界定一项行为或

意愿的表达据以引起国家责任的手段或程序。这不

可能通过研究单个行为或行为类别的内容来实现。

一项条约是双方意愿的产物，而一项单方面行为是

一个国际法主体做出的可引起国际义务的声明。这

个主体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他人的意愿来承担这些义

务。至于庞布 – 齐文达先生提出的问题，如果国际

法主体凭借一项国际法律行为自愿承担某些义务，

那样取消这个行为便会引起国际责任，因为没有国

际责任就不会有法律行为。

18．佩莱先生说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案件远比他

先前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特别报告员提到危地马

拉对自决权的承认，而他认为这只是一种确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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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庞布 – 齐文达先生的看法，即认为这样一种

立场是中性或平淡的。如果一个国家收回一项实际

上属于法律谬误的声明，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

可以允许有关国家重新恢复与国际法的一致性。特

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运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承认概

念。例如，战争结束时一个国家投降了，这是否等

于承认这个国家是战败国？他不这样认为，但报告

中使用的承认概念暗示了相反的情况，这令他感到

苦恼。

19．梅莱斯卡努先生曾说单方面行为问题与条

约问题同样重要。但从量的角度看并非如此，因为

单方面行为的数量远远要少得多。然而，这类行为

肯定更难解，因为只涉及到一个主权国家。庞布 –
齐文达先生完全有理由对收回问题感到困惑。一个

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应当能够取消它做出的行为。然

而，国际法院在其边界争端案（布基纳法索 / 马里

共和国）的判决中，认为国家元首的声明有些不合

时宜，已决定应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这当然是正

确的决定，但对国家元首曾说过的话也不能予以否

认。这个例子表明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况，而且确

实存在国家为自己的意愿所困并不总能够找到出路

的情况。各国应当记住它们一定不得任意行事。这

是当前研究的专题的目的之一，而问题正是国家何

时不应当这样做。

20．他不同意达乌迪先生的意见：为单方面行

为寻找手段要比为条约寻找手段困难得多。另一方

面，他更信服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意见，即必须知

道国家何时愿意承担义务。因此，有一种正式手段

会有所帮助，但不是必须的。

21．关于建立和中止外交关系的意见，他想强

调，事实上的承认不同于默示承认。事实上的承认

是临时的，不涉及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行为，而

一个当事方在做出单方面行为时就是表达了承担某

些义务的意愿。建立外交关系可以被视为等同于一

项法律行为的承认，但仅此而已。因此，他不明白

特别报告员为什么不断重提这个问题。此外，建立

外交关系便暗示给予了承认，即使随后中止这种关

系，也不可能收回承认。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它

表明国家不能在做出声明后又以相反的行为来抵消

它。但是，这只是个争论的好议题，并不属于委员

会的研究范围。

22．他并不十分赞同关于表格的设想。但是，

委员会不能每年给特别报告员下达不同的指示。大

致说来，他与工作组成员的意见不同，他不赞成进

行专题研究。但是，如果要采取专题研究的办法，

就应当根据某种方法来进行。真正令他不安的是，

起草委员会当天下午就要开始其工作，而从讨论情

况看，这显然还为时过早。

23．加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是想按委员会的

要求，在通过一些一般性结论之前，先提供对主要

单方面行为的分析。作为工作组的成员，他支持这

种办法，目的是研究有关行为的具体共同要素。但

是，第六次报告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分析应侧重

每一种单方面行为上存在的有关国家实践，例如，

承认及其法律效力、有效性的条件以及取消和终止

等问题。应该通过对国家实践的评估，来确定国家

实践是仅仅反映了具体的要素，还是可以构成一些

关于单方面行为的更为一般性的原则。

24．报告论述了承认的各主要方面，但根据的

是理论性强的抽象想法。另外，对国家实践的考察

非常有限。虽然他欢迎特别报告员提及的有关收集

国家实践方面信息的倡议，但遗憾的是，委员会在

本届会议上将不得不在没有这类材料的情况下做出

决定。

25．对国家实践的分析将不会提供所有答案，

尤其是因为对各种行为做出的区分不是十分清楚。

但是，如果能讨论一下承认是一种接受或默认或者

是别的什么东西——如佩莱先生曾指出的，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明确，则可能会有所帮助。

26．例如，报告第 96段确定按照安齐洛蒂所

著的教材 4来理解的承认的法律效力，但没有提及

国家实践。随后又提到另一本著名的教科书。尽管

如此，他还是感到惊讶，竟然没有提到通常被视为

承认方面主要参考的费尔赫芬的著作。5 费尔赫芬

断定承认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显然，这个论点只

4 D. Anzilotti, Cour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巴黎，西雷出
版社，1929年 ), 第 347页。

5 见 J. Verhoeven, La reconnaissance internationale dans la 
pratique contemporaine: les relations publiques internationales 
( 巴黎，贝多内出版社，197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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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承认的效力与接受的效力区分开来时才站得住

脚。

27．国际法院往往把“承认”理解为一种接受

或默认，在报告关于法律效力的章节中，有两个段

落都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在第 100段提到的西班牙

国王 1906年 12月 23日仲裁裁决案中［第 213页］，

法院认为尼加拉瓜承认仲裁裁决是有效的，而且还

提到尼加拉瓜的“接受”。更明显的是，在关于领

土争端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的裁决中，

法院在审议一项条约条款的措辞——按照该措辞，

诉讼双方都曾表示承认有关的边界——时所考虑

的就是“接受”。显然，这里除了在提到缔约国对

条约的态度时使用了“承认”而没有用“接受”外，

没有涉及到单方面行为，所以就报告的目的而言不

是个好例子。第三个例子摘自关于缅因湾海洋区域

划界案的判决，其中由法院组成的一个分庭认为默

认相当于通过单方面行为表明的默示的承认，可被

另一方理解为同意［第305页］。

28．尽管上述案例与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并不矛

盾，根据这个意见，承认具有防止未来争议的法律

效力，但是这些案例没有——因为它们把接受和

默认联系在一起——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承认具

有某种特定的后果。因此，他的结论是，应更深入

地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特别报告员较为简要处理的

其他问题。为此可以任命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协助

特别报告员，以便确实与他合作来研究这个异常复

杂的专题。

29．杜加尔德先生说，报告引人入胜并且发人

深思，但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某些观点。例如，

报告第 1段中断言委员会“必须应要求审查任何法

律制度”，或必须“对各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做

出恰当的回复”，就委员会相对于它所视为政治主

人的从属作用而言，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述。委员会

终究是自己的主人，由不受政府或第六委员会控制

的独立专家组成。使用这种措辞只会证实一些人的

相反观点。

30．报告的目的似乎是要通过将承认作为单方

面行为进行研究来阐明单方面行为的性质。但报告

第 17段对承认制度与单方面承认行为作了不当的

区分。事实上离开其中一项，便无法讨论另一项。

31．尽管承认作为单方面行为曾被当作适合于

编纂的主题列入劳特派特于 1947年提出的专题清

单，6 但该专题一再遭到一些人的拒绝，理由是它

太具有争议性或太富有政治性。然而，这次的报告

几乎等于从后门进入将国家承认作为一种制度来考

察。他希望能够直接研究这个专题，尽管它具有争

议性。

32．特别报告员关于作为一种制度的承认的某

些意见不可能不引起质疑。如加亚先生曾指出的，

报告不只对国家实践考虑得太少，而且对理论，例

如，陈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也考虑得太少。特

别报告员的意见很有意义但需要进一步审查。例

如，他就承认是宣示性的还是构成性的行为进行了

讨论。这方面讨论通常涉及到承认的后果。尽管如

此，特别报告员还是从承认行为的性质，即宣示

性的还是构成性的这个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多

数作者认为承认是宣示性的，但这种解释并没有

覆盖所有案例：对国家实践进行考察后，可以得

出相当不同的结论。例如，美国 1903年承认巴拿

马，目的是要确保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权利，这个承

认行为，也许不成熟，但却具有构成性质。同样，

四、五个非洲国家之所以承认分离出去的比夫拉地

区，是为了防止与尼日利亚交战期间发生侵犯人权

行为。土耳其曾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而

且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曾承认其自己的“班图斯

坦”。不久前，尽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在进

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并且并不存在能实际发挥作用的

政府，但它得到了欧洲联盟的承认并被接纳为联合

国会员国。这项承认根据的是《关于国家权利和义

务的公约》中的条款，目的正是要结束冲突。这些

例子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但在每种情况中，承

认的意图都是要创建一个国家。因此，不能简单

地认为承认行为是宣示性的，它很可能具有构成 
目的。

33．关于承认的标准，报告第35段第一句和第

二句之间似乎是矛盾的。他认为，标准在对国家的承

认中无疑要发挥作用，不过《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

公约》所宣布的标准也许不再是全面的，因为在承认

一个国家时可能必须考虑人权、自决权和联合国的决

6 见H. Lauterpacht,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剑
桥大学出版社，194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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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承认是否是酌量决

定的行为。在这方面，很遗憾第39段没有考虑劳特

派特曾引起争议的意见，即国家有义务承认一个符

合《公约》中所阐明的国家地位条件的实体。

34．关于被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是否是一种集

体承认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正确地认为这个问题与

本专题无关，未予考虑。但是，他的意见还是激起

了对被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是否是一种集体承认这

个问题的兴趣。报告第 54段中指出集体承认是可

能的，因为联合国投票构成一种声明，但第 32段
中的说法是认为集体承认不属于委员会的任务范

围，这两段之间似乎有矛盾。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

35．另一个问题是不承认是否具有酌处性质。

报告第45段认为不具有：事实是安全理事会可以命

令各国不承认一个自称为国家的新实体，这必定引

起不承认义务。至于在国家瓦解情况下撤回承认的

行为，从特别报告员在第96段中的意见可以看出，

任何撤回承认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而在第 101段
中却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撤回确实是可能的。鉴

于国家瓦解现象日益增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特

别报告员在此又一次激起了读者的兴趣但却未能继

续讨论这个议题。

36．最后，特别报告员说默示承认与本研究无

关。但是，既然承认行为不必有任何形式，由此必

然得出的结论是，默示承认是可能存在的。例如，

过去南非曾维持与罗得西亚的外交关系，这便暗示

了承认。然而，特别报告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37．他祝贺特别报告员编写了一份发人深思的

报告，不过缺乏必要的清晰度：报告触及了一大堆

有争议的问题，但却没有探讨那些已经困扰法学家

们 100多年的问题。事实上，报告仅是在日益增加

的认识上进一步确认，承认作为单方面行为是个很

难进行编纂的专题。报告将理论和实践混在一起，

结果使它在两个问题上都很薄弱：一方面国家实践

没有得到充分考察，而另一方面把承认作为单方面

行为的理由不具说服力。

38． 他不能肯定委员会应如何处理这个专

题——是应当采取一种理论方法还是应当仔细考

察国家实践。他同意加亚先生的意见，即后者可能

更有成效。考察国家实践将能够使委员会就承认的

性质确定共同原则。

上午 11 时 30 分会议暂停，下午 12 时 15 分继续举行

39．主席说，在就处理本专题的最佳办法进行

非正式磋商后，各方支持成立一个特设小组，由它

先举行会议，然后再把案文提交起草委员会。该小

组会议将立即举行，任务是确定单方面行为研究的

基础和目标，以期能够逐步发展。

40．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

员）说，他完全支持主席的提议并建议由佩莱先生

担任特设小组主席。佩莱先生已表示愿意立即开始

工作，以便使起草委员会能够在本届会议期间着手

本专题的工作。

41．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特设

小组，致力于定义方面的工作并对国家实践进行研

究。该小组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立即开始工作。

就这样决定。

中午 12 时 25 分散会。

  –––––––

第 2772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丰巴先

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奇先生、

卡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

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梅莱斯

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薛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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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A/CN. 4 /529 , C 节；A/CN. 4 /534，1 A/
CN. 4 /L.646）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

1．科斯肯涅米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关于转变

研究重点的决定，即从一般单方面行为转向具体单

方面行为，尤其是国家的承认行为。出于同样原

因，他不赞成佩莱先生关于草拟一份载列所有类别

单方面行为的总表的提议。关于第六次报告导言

（A/CN. 4 /534，第1至第16段）中概述的一般方法，

他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对于单方面行为是否作为法律

制度存在是抱有疑问的，但他还是认为，即使单方

面行为不作为制度存在，委员会也必须对其加以讨

论，尽管他本人也说该主题过于复杂，不易于编

纂。事实是，该专题不可编纂，因为与条约以及国

家的继承，也就是与拥有整套规则、原则和制度的

专题不同的是，它并不是作为法律制度而存在。单

方面行为描述的不是成套的正式安排，它是从社会

学角度来描述国家活动的现实，这类活动的发生可

能是单方面的，但在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中时常

可以看到，结果是国家有时因其行动而受到约束。

遗憾的是，律师和国际法院将此种义务作为单方面

行为概念的基础，核试验案就是一例，这一概念暗

示存在一套满足某些有效性条件的规范行为。不

过，该方法不过是一种事后解释，因为在所有此类

案件中，义务取决于某些非正式考虑因素：禁止改

口、衡平法、合理、公平或一般法律原则。按当前

情况，虽然法院在上述案件中已裁定，如果国家的

意向就是承担此种义务，做出单方面宣告的国家就

要受其约束，法院还是纠正了其宣告对单方面行为

的不当解释，称善意和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需要要求

国家必须接受约束。所有此种行为均取决于当时情

况。单方面行为这一专题不可编纂，因为它特指不

属正规条约法范畴的非正式国家相互作用的一个方

面，即使可以有理由说，有时非正式国家相互作用

也可产生义务。不过，试图将法律这一方面分门别

类，那就有问题了。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至于具体的承认行为，正如委员会其他委

员已经指出的，报告没有适当借鉴学术研究成果，

无论是近期还是以前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报告

几乎不关注学术方面的困境或有关该专题的辩论基

调。报告也不够实际：对国家实践的审查很少，只

是偶尔提到，对此种实践的某些解释还带有争议。

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仅仅是最近才着手研究主题

的这一方面，应就其考虑实践的意愿向他表示祝

贺，因为承认行为方面的学术抽象概念很模糊，对

解决承认行为方面的实际问题帮助不大。一般而

言，特别报告员对承认行为的处理往往反映出一种

拘泥的态度，将承认行为限定为一种正规行为，结

果是，虽然报告并未明确这样说，但暗示或默许承

认行为还是不在报告研究范围之内。不过，人们有

理由追问，为什么在实践中承认行为包括通过外交

程序做出的政府宣告，但又以双边条约没有明确提

及承认行为为由而不包括双边条约的正规行为。特

别报告员提出了形式主义和唯意志论概念以及他将

承认视为接受约束的意愿表达，由此产生的对明示

和默示两种承认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是不适用的，

原因不仅仅是此种区分本身就很离奇，还在于上文

所提到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即承认、允诺、放弃

或禁止改口并不是一种法律制度，不过是非正式国

家活动而已。

3．国家一般都会同意以某种互惠方式接受约

束，但通常并不是真打算这样做。律师应当告诉政

治决策者他们的行动可使国家违心地承担义务，但

为决策者提供某种程序性方法，使他们可籍以拟订

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法令，如果他们希望这样做的

话，这就不是律师的事情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专

题列入委员会的议程，是为了处理具体情况下国家

行为的灰色区域，即如果接受约束的意愿不明确，

或者有必要制定有关标准，以确定在某一正式行为

框架之外是否业已产生某种义务。或许在这点上，

承认行为，尤其是国家承认行为专题有可能提供一

个机会，使委员会能够处理作为法律制度存在的现

实，这种现实具有相应的正式特征。通过开展以实

践为导向的有关国家承认行为、或许也可是政府承

认行为的研究，委员会可以着手草拟规范该制度的

准则或条文。

4．布朗利先生说，就程序而言，科斯肯涅米

先生的意见所提出的问题是，委员会是否应当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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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一个已列入其议程好多年的主题，如果是继续

审议，它是否应当依赖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或者它是否应当对议程做出修订。第二，虽然“承

认”一词出现在“国家承认”专题中，但后者显然

属于另外一个专题。谁都不会认为研究国家承认行

为就有必要研究政府承认行为。委员会的研究重点

因此会从单方面行为问题转向此种行为可能的标的

物，它将包括许多国际法，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要

说根本不存在单方面行为这种法律制度，似有不公

平之嫌，因为单方面行为已相当普遍地被作为一类

研究和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得到认可。实际上，它们

有可能引起某种麻烦。联合王国不久前就认定该主

题过于复杂，不适宜编纂。不过，也可将其作为结

构化研究的专题，利用特别报告员前几次报告中载

列的材料，当然对此种材料还可加以系统的推敲和

阐述。同时，第六次报告则处理承认行为、某种公

认的行为，以及此种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而这

些都不在该主题范围之内。

5．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科斯肯涅米先生质

疑是否存在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法律制度，并断言

此种行为从社会学角度反映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现

实，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震惊。毕竟对条约可以这

样说，条约也是在某种情况下缔结的，因为制约国

际社会的法律发展的现实就是利害关系的现实。无

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国家的单方面行为都是存

在的，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国家

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

6．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赞同布朗利先生的

观点。目前的讨论毫无意义，因为国际行为专题实

际上早已列入委员会的议程，委员会应当竭尽全力

完成其任务。科斯肯涅米先生的论点无法使他信服，

他认为有意义的只是国家的意愿，同时还否认存在

国家籍以单方面决定承担国家义务的单方面行为的

法律制度，这一断言是自相矛盾的。科斯肯涅米先

生也认为，如果国家明确表达了意愿，就谈不上编

纂的问题，与此不同的是，他认为有必要譬如从赔

偿责任的观点对制约单方面行为合法性的条件以及

单方面行为的后果等问题的规则加以编纂。无论如

何，如果委员会在研究报告完成之后仍然认为适宜

编纂的材料并不充分，它还可以通过一项这方面的

决议，提交大会审议。在现阶段，为确保工作顺利

开展，最好避免对该专题及其处理方式提出疑问。

7．池先生说，他不能同意科斯肯涅米先生的

说法，即承认行为不是一种国际法制度。他曾向委

员会宣读过载于两项国际公法条约的承认行为的 
定义。

8．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员）

说，在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时，

他将就所有评论意见做出答复，但是，他现在必须

就是否存在国家的单方面行为这一问题给科斯肯涅

米先生一个答复，因为科斯肯涅米先生将不出席下

一次会议。国际法涵盖国际关系中可归结于国家，

但并非与条约没有联系的行为、操行、活动或不作

反应，这一点几乎不会有任何争论。他所提到的是

特定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特征，可产生法律效

力。它们是国家行使其主权时籍以单方面承担义务

的行为。因此，应有特定规则来加以制约，以增强

对国际关系的信心与安全感。

9．阿多先生说，单方面行为无疑是存在的，

不过，鉴于国家实践不多，该专题是否现已适宜编

纂依然还是个问题。或许，委员会应当等待特别工

作组结束工作，以便其提出最佳办法。

10．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他没有听

到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不存在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但

认为他是想说比照条约法规则的清楚和详细程度来

编纂制约此种行为的规则难度很大，甚至是不可能

的。此外，他倾向于同意科斯肯涅米先生的这些观

点，即如果在国家显然没有意愿接受系列行为的约

束的情况下还要试图认定此种意愿，是毫无意义的

事情，以及对国家确实承担了义务的实践和案例进

行研究，最后可能会拟订准则而不是草拟有关条约

法一类的详细规则和准确定义。无论何种情况，它

都表明了委员会决定就该主题设立一个工作组不失

为明智之举。

11．薛女士说，她认为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国家

的某些单方面行为是否另外构成国际义务的来源。

如果国家实践表明情况确实如此，那就有充分的理

由来审议该事项。特别报告员做的很对，他首先开

始研究承认概念所涉及的不同行为，因为虽然这些

行为往往是基于政治考虑，但它们也对国家之间关

系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在条约义务或外交特权和豁

免领域中。因此，当一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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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时，中国在法律上就有权

期望有关国家的某种行为。

12．达乌迪先生说，如果他对科斯肯涅米先生

的发言的理解是正确的，则他认为科斯肯涅米先生

并未否认存在单方面行为，他否认的是在国际法领

域内存在所谓“单方面行为”法律制度，该制度很

可能导致编纂规则。在上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大多

数委员都认定应当继续有关该专题的工作，并建议

特别报告员逐个审查单方面行为。

13．目前的讨论本该在第六委员会请委员会研

究单方面行为专题时进行。正是在那种情况下以及针

对委员会是应当继续有关该专题的研究还是放弃研究

的这一问题，委员会才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便研

究如何处理该专题。出于这一原因，他认为在工作组

可提供报告之前继续讨论该事项，作用不大。

14．尼豪斯先生表示对科斯肯涅米先生的意见

很吃惊，他似乎否认存在单方面行为。此种立场很

难接受，一些委员也对之提出了疑问。

15．正如特别报告员业已清楚表明的，这一专

题很复杂，然而在单方面行为在理论上得到一致承

认时却否认存在此种行为，这不啻为一大严重错

误。同样，把单方面行为说成是非正规行为，意味

着根本没有打算接受约束，这也是不正确的。确实

存在国家籍以表达承担义务的意愿的单方面行为，

尽管义务类别不同于根据条约法所承担的义务。之

所以说设立一个工作组来解答第六委员会所提出的

种种问题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委员

会的结论是它多年来所研究的主题并不存在，那它

将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因此，工作组必须有可能继

续开展工作，以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16．塞普尔维达先生认为，工作组的任务之一

应当是阐明单方面行为问题研究的可能的有效性，

而不是专题的可行性。他不赞同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 1段中所表述的意见，即按照报告所说，“委员

会作为大会的协商机关，必须审议其议程中的所有

专题”。这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必须澄清的应当

是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

果。导言应当简要说明为何单方面行为会产生法律

后果以及确立权利和义务。

17．至于承认行为，他认为建议采用归纳法处

理该事项是适当的。不过，第一章中对不同类别的承

认行为所作的区分不够充分，它有可能导致对国家

的承认、政府的承认、交战国的承认、对叛乱的承

认、法律上承认或对领土改变的承认等等不同类别

的承认产生某种概念混淆。所有这些行为所产生的

效果各有不同，它们本应在报告中有所论及。一方

面是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依据，另一方面是各种法

律形式的承认制度，它们均未在报告中明确加以阐

述，以便说明为何必须考虑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和承认 
制度。

18．关于所用方法，他认为应当采用这样一种方

法，即按照第六委员会的观点，它可证明委员会对该

专题的研究具有可行性。

19．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他承认科斯肯

涅米先生认为单方面行为中意愿的主观因素这一意

见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国际法有时也承认某些单

方面行为的效力，即使并无任何产生此种效力的意

图。核试验案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该案中，

国际法院认为法国代表的声明具有某种意图，而他

本来很可能不具有此种意图。因此，意图是工作组

所要考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就定义所

要研究的专题而言。

20．不过，如布朗利先生所说，国家承认是一个

独立专题。关于这一点，研究的目的必须是将一般承

认行为作为一类单方面行为来分析，而不是试图分析

承认行为的十分具体的方面。

21．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完全赞同梅莱斯卡努

先生的意见，即在努力这样多年之后要放弃有关单方

面行为的研究，此举既不明智，也说不过去。他并不

像某些委员似乎以为的那样，打算建议采取此种步骤

或要求委员会提出备选办法。相反，他认为设立一个

工作组专门处理该主题，不失为一良策，这一步骤方

向正确。

22．那样为什么在该专题的可行性上还有那样多

的问题呢？这很可能是因为采取总体立场对就承认问

题形成某种或具体意见有影响。他只是希望提出一些

一般性意见，并提请注意尚未准确定义的制度在法

律概念上存在不明确性，以便于后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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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这方面，他同意报告的第一句话（“事

实上至今尚不明确是否存在单方面法律行为的制

度……”）；这样讲的确令人惊讶，但也充分反映了

他本人的观点。既然对存在条约法或国家继承的制

度没有任何疑问，为何要质疑是否存在单方面行为

的制度？他在与国内法相比时指出，不可否认，契

约是一种国内法制度，如同婚姻一样，无论文化背

景如何。但是否就可以说适当努力就是一种法律制

度呢？这三种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法律术

语和法律概念，但它们之间的一大区别是：契约与

婚姻既受一套规则和原则的制约，也受制度性惯例

和历史的约束；适当努力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并

不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没有任何适当努力行为有

一套规则、原则和标准可加以适用。因此，如果说

从条约法或国家继承的意义上讲，单方面行为不是

一种法律制度，那样所做区分就没有什么不同，对

编纂问题也会产生实际后果。之所以说只有做出此

种区分，报告的第一句话才有意义，其原因就在于

此；但此种区分会带来许多后果。

24．蒙塔兹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将会得到一组大

学研究学者的帮助一事表示欢迎，他说此种帮助将

使特别报告员能够更加深入地处理国家实践专题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该小组或许还可处理梅莱斯

卡努先生提出的问题，即通过单方面行为而承担某

种义务的国家，如果未兑现其承诺，所负责任有多

大。这就需要基于国家实践的编纂。就个人而言，

他不赞同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4段中表述的意

见，即重点应当更多地放在“逐渐发展的方面，而

不是编纂”。问题不是制定有关该主题的一般规则，

而是确定来自国家实践的最少数量的规则，这些规

则可被视为最低共同标准。因此，必须谨慎行事，

不要将所有有关条约法的规则适用于单方面行为。

25．事实证明单方面行为制度于国际社会无疑

是有益的，因为它使国家能够无须签订协定即可承

担法律义务，从而缓和危及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局

势。正因为如此，必须强调单方面行为的约束性

质，以免其完全失去对国际关系的稳定作用。特别

报告员在这方面提到“行为必须遵守”和与单方面

行为有关的善意等原则是正确的。这些原则无疑适

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特别是承认行为。如薛女士

前面所说，当国家承认一国政府时，它就对该国政

府承担某种义务。不过，如果单方面行为整体照搬

维也纳条约法制度所有原则，则其就不再有存在的

理由。

26．关于承认行为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国家

是否可自由通过某种行为就对宣称独立的某一实体

做出一定承诺，以及做出承诺的自由是否与通过签

订或批准一项条约而做出承诺的自由具有同等意

义。很难相信国家会随意承认任何希望获得此种承

认的实体。1991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通过的《关于

承认东欧和前苏联新生国家的指示》就是这样的，2

报告第 37段提到这一点，这些指示的目的是使自

决权与有必要维持国际稳定这两者保持一致。单方

面行为确实具有稳定效力。为了使国际社会的利益

与承认行为这两者保持协调，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

罗斯·布特罗斯 – 加利先生曾在 1995年举行的国

际法大会的闭幕发言中表示，“凡以多为暧昧、有

时应受谴责的理由视自己与众不同的社会或种族实

体均可获得国际承认，这是对民族自决权的一种曲

解。3”换言之，国家似乎负有某种定义不大明确的

不承认义务。因此，单方面行为，即一国可任意

对另一国做出的承诺，与基于条约的承诺是有区 
别的。

27．此种考虑同样也适用于政府承认行为，遗

憾的是，特别报告员并未提及这一专题。例如，显

然多数国家都未承认塔利班政府，尽管该政府曾控

制了阿富汗几乎全部领土，其首要原因是该政府不

尊重人权或基本自由。因此，单方面行为也不是任

意的。基于这一背景，应当考虑到事实上的国家承

认行为的撤销，佩莱先生曾在上次会议上提到这 
一点。

28．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第六次报告中所采用的

逐类方法的好处与限制。一种单方面行为有其具体

特征，很难移用于所有其他种类的单方面行为。因

此，可取的做法是继续采用特别报告员最先开始采

用的逐类方法，以便界定每一类单方面行为的具体

特征，并从条款草案中排除那些并非所有单方面行

为所共有的特征。这样一来，似乎从国家实践中就

不会产生太多的共同规则。

2 见《欧洲共同体公告》第24卷，第12号（1991年）。

3 1995年3月17日新闻稿SG/SM/ 5583/Rev.1 – L/2710/
Rev.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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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庞布–齐文达先生说，第六次报告中没有、

甚至都未着手提出一项规则——报告中也没有载

列一项条款草案——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

30．至于有关承认行为的酌定性质，认为国际

法现有规则确立了不承认的义务或至少确立了国家

有确保法律承认就承认行为采取的举措的义务，这

样说是一回事，但若宣称国家不能自由决定是否应

当承认某种情势，即使承认意味着国家有可能酿

下苦果，则又是另一回事。在蒙塔兹先生列举的

欧洲共同体 1991年通过的《关于承认东欧和前苏

联新生国家的指示》这个例子中，所关切的问题是

如何保障现有边界内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在非

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被视为一项绝对准则。可以

想象，科特迪瓦的叛乱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成非洲

联盟不大可能承认的三个独立国家。而非非洲国家

由于其自身的利益，又很可能希望承认其中某个国

家， 它们会持何种立场？国际法规则可能会限制

承认自由，但它们并不妨碍一国主动采取承认的

举措。而这正是承认行为的酌定性质问题的症结 
所在。

31．蒙塔兹先生就审议中报告是否确定了一项

可能适用于各类单方面行为的规则这一问题答复庞

布 – 齐文达先生说，“行为必须遵守”原则——即善

意履行因采取某一单方面行为而承担之义务——

可能是必须适用于所有单方面行为的一项规则。这

是特别报告员所得出的结论。

32． 关于庞布 – 齐文达先生提出的第二点问

题，他本人并未说国家不可评价国家和政府的承认

行为标准。他的意思是，那些标准现在日益严格，

目的是使安全与维护和平和国家在承认事项上的行

动自由这两者保持协调。国家仍然可随意评价这些

标准。

3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到特别报告员在其所

提交的令人感兴趣的、有启迪作用的报告中所提出

的一些要点，他指出第 26段中有这样一句话，即

“沉默不总是被解释为默许”。这就是说，作为一般

规则，沉默被解释为默许，除非例外情况。这句话

很绝对。他认为，把沉默处理为默许时，尤其是如

果此种被动行为是弱国与强国打交道时做出的，就

需要格外谨慎。

34． 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99 段

中表示的意见， 即一个国家可以“一直反对一

项一般惯例， 这意味着， 这一惯例对该国来说

是不可适用的”。 梅莱斯卡努先生在上次会议上

曾指出， 事实上习惯国际法至今尚未编纂， 但

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与《国际法院规约》 第 38 条

第 1款 (b) 项不一致， 因为与条约不同的是， 习

惯对所有国家一律具有约束力， 即使是那些

持反对立场的国家。 习惯不是一项任择法律 
规则。

35．承认行为不是宣告性行为。当然，承认行

为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国家，在承认其为国家时国

家即已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承认的基础上，

承认国和被承认国之间已确立了完整的关系，这种

关系更具结构性而非宣告性。

36．还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论及联合

国决定所规定的不承认义务时，特别报告员并未提

到非法建立的北塞浦路斯国这一相对较新的案例，

杜加尔德先生曾在前次会议上提到该案。

37．与佩莱先生一样，他也感到遗憾的是，特

别报告员没有更多地了解法律上承认和事实上承认

之间的传统区分，前者是不可撤回的，后者则既是

临时的也是尝试性的，因而是可撤回的。

38．接纳联合国新会员国的程序不能被视为会

员国的一种集体承认行为。最近一个实例证明这类

说法并不一定正确，希腊的态度就可说明这一点，

它投票赞成接纳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进入联

合国，同时依然决定不承认该国。

39．第六次报告的目的是促使委员会考虑如何

处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编纂和逐渐发展问题。他

认为，首要事情是限制性地界定国家的单方面行

为，然后根据基本定义开始拟订草案条款。委员会

的工作主要关注的单方面行为必须是这样一些行

为，它们可在与条约、习惯或国际组织有约束力的

决定同样的基础上成为国际法的来源。换言之，正

如他在前次会议上已经说过的那样，单方面行为必

须产生对另一国、几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甚至是对

国际法其他主体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任何其他的单

方面行为都不应列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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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基本是出于表述原因，有关理论将单方面

行为分为几大类，即允诺、承认、放弃和抗议。他

认为，所列这几类并非囊括无疑。此外，一种单方

面行为可以不止归入一类。著名的《艾伦宣言》4就

可作为一例：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1段中所说，

该宣言承认一种情势，但也包括允诺，甚至包括放

弃。显然，该案的关键是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力，

而不是对它的实际分类。如许多发言者所指出的，

以国家实践为基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可产

生国际义务的单方面行为，并草拟一定数量的适用

规则——也就是习惯规则和逐渐发展而来的规则。

当然，就产生国际义务的单方面行为而言，国家实

践并不多。国家极不愿意单方面承担此种无任何回

报的义务，因为就定义而言，这有违其外交政策。

当它们确实承担此种义务时，通常也是无意而为

之，或者是因公开或未公开宣布的制约因素所致。

因此，研究的目的是使国家对其单方面行为的影响

有所警惕，这种行为有时会给其造成损害。

41．最后，他说他依然赞成对国家的单方面行

为进行编纂，但认为委员会不应过于冒进，可提出

篇幅相对不长的案文，列入适用于此种行为的基本

原则。另外，他认为专题标题范围应当扩大，可拟

为：“作为国际法来源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42．丰巴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在编写其报告方

面所作出的努力，并指出他完成了委员会所规定的

工作。不过，他还是想问一下，努力的成果在内容

与文字方面是否达到完美，特别是对国家实践的分

类与评价。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提出建

设性的批评。他不是要就国家的承认行为进行实质

性讨论，尽管表面看来，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构

成相当独特的一类单方面行为，或许也是人们最熟

悉的行为。因此，他只是想就该专题的形式和采用

方法简单发表几点意见。

43．关于形式，导言之后报告就分为四部分，

分别论及承认、单方面承认行为的有效性、承认的

法律效力和承认行为的适用这四个方面。这些部分

的排序和内部连贯性或许还可以改进一下。事实

上，四个部分是基于两个主要概念，即承认的定义

4 见第2770次会议，脚注8。

和范围，以及适用的法律制度。另外，至少暂时并

没有题为“结论和建议”这一节。

44．至于专题的效用，即使国际法没有认定国

家的单方面行为与条约等同，此种行为也决非不重

要，应当视其为对大量的国际法来源起到添砖加瓦

的作用。

45．目前要决定最后产品的可能形式尚为时过

早。不过，在各种选择方案中，他倾向于拟订一套尽

可能全面的条款草案，同时附上评注。不过，关于这

一点，许多发言者，特别是蒙塔兹先生，都曾呼吁要

谨慎行事，应当考虑到他们的这些意见。至于在方法

上是采用个案研究还是综合研究，他主张采用后者，

但是，鉴于委员会已委托特别报告员采取一种经验性

方法，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已经取得的工作成

果。因此，他同意一系列专论，但目的应当是归纳可

能得出的结论并使之系统化。佩莱先生曾提出编制一

览表，列入对不同类别单方面行为的初步评估，以便

加以比较和系统处理，他之所以认为佩莱先生的这一

想法十分有益，原因就在于此。已设立的工作组可根

据这些思路开展有益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份评

价问题单，它在编制上应当尽量作到严格、明确、全

面和一致。这方面有许多基本问题，包括单方面行为

的一般定义、该定义对所有可能类别的适用性、确定

具体特征、概念和方法框架、从内在和外在逻辑观点

角度梳理知识和业务过程，以及国际法现况和纳入国

际法的前景。

46．关于研究范围，鉴于委员会的任务最初已限

定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如果不再继续开展有关国际

组织的单方面行为的研究，编纂过程将是不完整的。

47．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67段提议的单方

面行为定义并非没有意义，但他在获得工作组拟议

的案文之前避免就该行为做出评论。

48．虽然必须要考虑到“行为必须遵守”原则，

但在已作必要修正的情况下适用维也纳制度，也应

当谨慎，尤其是在单方面行为的修改、中止和撤销

问题上。

中午 12 时 35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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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73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稍后：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卡努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

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丰

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

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

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

斯卡努先生、尼豪斯先生、蒙塔兹先生、庞

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

德尼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薛女士。

  –––––––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A/CN. 4 /529 , C 节； A/CN.4 /534，1 A/
CN. 4 /L.646）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

1．主席对新委员马西森先生表示热烈欢迎，

并请委员会恢复讨论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第六

次报告（A/CN.4 /534）。

2．薛女士说，第六次报告对这一主题事项的

一个具体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为委员会的审议提供

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因此很有价值。这一专题值得

为了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目的进行认真研究。

国家实践表明，某些单方面行为确实会产生国际义

务，因此，本着提供法律保障的目的，也为了国际

关系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对这类行为规

定一些规则是可取的。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这一专题的复杂和困难之处在于它包含了

国家实施的各种单方面行为，其中一些行为，如国

家和政府的承认，可以直接归入现行法律制度之

中，而允诺或谴责等另外一些行为则无法归入现行

法律制度之中。该专题还涉及到国家行为的性质，

以及国家受自身行为约束的意愿。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的大多数单方面行为都属于政治性的，但它们

常常都和法律承诺一样十分庄严和重要，国家通常

会把它们作为荣誉事项加以维护。在实践中，主要

基于外交政策的理由，国家实际上并不愿意对这一

事项加以规范，但为了在国家的个别利益与加强法

制的需要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又有必要对该专题的

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界定这一

范围是受人欢迎的举措。

4．报告并未充分深入研究国家实践，也未把

重点放在与有关单方面行为的规则有直接联系的承

认行为上。在传统的承认学说中，构成说载有关于

国家或政府的承认标准的严格规则，并且涉及到合

法性问题，但随着国家实践的发展，宣告说渐渐开

始占上风。近年来，一些国家不再正式承认一个新

国家，而是直接决定是否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因

此，委员会不应该审查国家或政府承认标准的内

容，而是应该审议这种承认在哪一刻开始生效。由

于承认基本上是一种产生法律效力的政治行为，得

到承认的国家可以合法地期待这种行为会产生受国

际法支配的某种法律后果。

5．必须注意的是，不要把沉默和默许作为同

义词加以解释，在涉及领土事项时尤其如此。她不

同意报告第 28段中表述的观点，即联合国接纳一

个国家也许可以构成集体承认。在冷战期间，一个

国家可以成为国际公约的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

的事实肯定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多年拒绝承认以色列或大韩民国就证明了这

一点，因此，她认为各国仍然倾向于把承认与成员

资格问题分开进行处理。

6．第42至第45段列举的不承认的例子并不是

真正的单方面行为的示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给

予承认的法律义务源于各组织的相关决议和决定。

台湾问题是一个较好地说明了不承认之后果的例

子。中国与世界上约 16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在建交协定中单方面明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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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这种不承认以后通

常会对在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产生法律上的影响。

7．承认是一种自由裁量性质而且主要是政治

性的决定，而不承认依照法律规定往往具有义务

性，但两者都会产生受国际法支配的法律效果，而

无论其是否就是行为国预期的法律效果。

8．在报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特别报告员具体

列出了承认的条件，但却太拘泥于缔约过程中遵循

的实践。尽管一项单方面行为要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必须要归属国家，而且必须满足某些要求，但却不必

满足与缔结条约同样或类似的条件。单方面行为从

技术上和实际来看都要简单得多。另外，承认是表示

意愿，必须没有任何瑕疵，第79段中的这一断言是

不错的，但却不清楚“没有任何瑕疵”指的是什么。

9．要拟定关于单方面行为的一般规则，委员

会还应该更详细地审查承认方面的国家实践。特别

报告员对委员会审议该专题做出了令人赞赏的努力

和贡献，理应受到大家的感谢。

10．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应更多地就特别报

告员对报告投入的精力而不是这些努力所产生的结

果来祝贺特别报告员，这是因为，由于他真诚地认

为委员会上届会议给他的指示是不让他采用前五次

报告 2遵循的方法，第六次报告与前几次报告是不一

致的，因为它仅处理了一个主题，而且可冠以“国家

的承认”的副标题。如何让这一主题与整个国家的

单方面行为专题保持一致，这一点目前还不十分清

楚。承认只是一种单方面行为；两者之间并不一定

完全相同。从法律上讲，相比于其组成部分的多样

性，一个概念的实质更多地还在于其技术功能。

11．承认的性质也许有助于阐明国家的单方面

行为的概念，但这是否就是一项决定的因素却是令

2 第一次报告：《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 4 / 486号文件；第二次报告：《1999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A/CN. 4/500和Add. 1号文件；第三次报告：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 4 / 505号
文件；第四次报告：《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 4 / 519号文件；第五次报告：《2002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A/CN. 4 /525和 Add. 1和2号文件。

人怀疑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对这一

问题的处理采取了探讨其法律效力的方式。同样，

把各种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识别性特征相加，是否

就能推断出这种行为始终达到了同样的技术功能，

这也是大可怀疑的。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包括了在充

分了解事实情况下行事的国家对其他法律主体做出

承诺的一种方式。与所有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其

他方式一样，明显的单方面行为利用了国家主权固

有的特权以及从条约和习惯法中产生的特权，而且

在任何情况下，有关国家主权的这种检验标准都旨

在保护政治、经济、金融、战略或军事利益。

12．这种技术功能要求对国家的单方面行为进

行同等功能上而不是抽象的界定。如果这种界定使

得能够确定一系列参数，如形式、程序、权限、原

因、目的或单方面行为的宗旨，那样这种界定就是

有益的，因为这种参数会反过来作为制订一般原则

和标准的依据。

13．显然正是出于这个理由，特别报告员才会

在前几次报告中试图在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

公约》中找到有关单方面行为的一般规则可以依赖

的某种前提。不过，这种方法显然有其局限性，并

且造成了某种困难。对各种问题所作的陈述不是太

理想，也未尝试哪怕是设计一个临时的概念框架，

因为本可以用这种框架来区分缔约规则与国家的单

方面行为规则的具体特征。如果不是因为第六次报

告的话，本来是可以最终就这两个专题达成共识

的，因此是第六次报告改变了整个主攻方向。对这

一主题最初所作处理的重点是所有国家的单方面行

为都共有的一般方面，如提出、有效性和解释，但

现在已经放弃了这种处理方式。当然，对行为的原

因、效果、与条约法或习惯法的任何联系、一般法

律原则、情势变更、责任和争端解决加以考虑本来

也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14．然而，第六次报告虽然导致起草了好几项

条款，但它并未完成这一初步工作。在着手第二阶

段的工作之前，应该重新尝试并完成制定共同规则

的工作，而第二阶段的工作应包括拟定适用于具体

主体的不同规则。第六次报告的出台显得很仓促，

而且报告的编写也很混乱。对承认的义务性依据的

审查不能在承认的法律效力的标题下进行处理。此

外，报告的内容重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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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报告第 109段及以下各段对条约和单方面

行为所做的比较进一步证明前面所作的工作是不完

整的。把暂时适用这种基本问题看作是无关紧要的

问题加以处理的倾向令人遗憾，因为这是一个核心

问题，其内容值得进行详细的探讨，而不是仅仅构

成一条“评论意见”的主题——第 111段采用的措

辞。因此，如果特别报告员希望品尝其劳动果实，

他应该从长计议。

16．梅莱斯卡努先生说，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对

于国际公法来说极为重要，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

论、国家实践和国际法院案例法的承认，核试验案

就反映了这一点。在教科书中，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与习惯法、条约法和国际法院有约束力的判例一道

同样被视为国际公法的渊源。

17．对这种行为进行编纂至关重要。引起对所

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义务的国家不法行为等已经

经过了编纂，因此现在正是对国家的合法行为进行

编纂的时候，这样才可以看出来它们会在何种情况

下产生法律效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关于这一主题

的法律也应该做到逐渐发展。在目前的阶段采取任

何其他工作方法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也是没有成

效的。

18．至于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方针，第一次报

告中描绘的一般战略仍然是明智的，即应该首先确定

单方面行为的类型，然后再重点探讨这种行为的法律

效力、适用范围、有效性、有效期间及其修改或终止

问题。确定报告应包括何种单方面行为的基本标准，

就在于单方面行为是否能够产生法律效力。

19．附有评注的三项条款草案已在第二次报告

中提出，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一般认为可取的

做法是，在制定进一步的一般规则之前，应认真研

究每一类单方面行为，如允诺、承认、放弃和抗

议。这一睿智的决定构成了第六次报告的依据，但

该报告还应该在法学理论和国家实践方面加以补

充。特别报告员所作的工作值得赞赏，赢得了他本

人的支持。

20．不过，他对第六次报告的主要意见是，这

是国家承认法律制度的一个简短的专论，它理性地

论述了各种令人关注的问题，但却让委员会偏离了

最终目标，即确定承认会在何种程度上产生法律效

力。第三章是报告中最令人关注的部分，但与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一样，他更倾向于看到更多地关注法

律承认与事实承认之间的区别——可能产生实际

影响的内容。他还本想看到有提到国家承认和政府

承认的文字，因为这是使用较多而且有许多国家实

践的两种制度。

21．他赞同承认有宣告而非构成的效力，报告

第86段引述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3条就清楚

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承认意味着承认国接受新

国家的人格，以及国际法对两国规定的所有权利和

义务。他还要补充的是，承认不是一种专门针对特

定历史时期的制度。这种制度到目前为止仍在发挥

作用，欧洲共同体仲裁委员会的实践就表明了这一

点，根据该委员会的实践，其他国家对一国的承认

纯属宣告性的。

22．如能对法律承认产生的法律效力进行更广

泛的分析就更好了，因为他个人认为，这种承认包

括承认被承认国的领土边界，以及建立外交关系及

谈判和签署国际协定的义务。举例来说，我们可以

考察一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实践和罗马尼亚对建立独立的摩尔多瓦的态度。

23．第107段关于单方面行为约束性依据的评论

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一般单方面行为与特定单方面行

为对于行为国来说都是相对而言的。特别报告员引用

的行为必须遵守原则酷似适用于条约的条约必须遵

守原则，该原则必须体现在委员会的结论之中。然

而，像在条约法中一样，还应该伴有一项情势不变条

款，即，如果情势的根本变化可能影响到单方面行为

的目的，则该单方面行为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24．委员会已经着手进行理论分析和进行逐案

研究，并打算推迟拟定一般规则。加亚先生提出了

一项十分受人欢迎的建议，即成立一个工作组，对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重新进行审查，以期对委员会未

来行动方针的要点进行规划。不过，他还认为，一

旦该工作组决定采用一个特定办法，委员会都应该

原则上同意遵循该办法。

25．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逐案进行研究的办法会出现什么变化？如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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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条约的编纂工作是在这一基础上着手进行的话，

这项工作就会仍然处在一个十分初步的阶段。详细

草拟关于特定单方面行为的小型专论的工作有可能

十分富有成果，但他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这项

工作不可能仍然完全处在理论抽象的阶段，而不提

及国家实践。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方法，让委员会

的工作既不会太理论化，也不会太过于强调具体细

节。主要的目的应该是不要涉及单方面行为制度的

方方面面，而是要确定它们会产生何种法律效力。

这一方法将揭示出编纂和拟定一般规则可以依据的

国家实践。

26．第二个实际问题是，委员会是准备只编纂

单方面行为还是也要编纂国家的其他行为。他赞成

采取传统的做法，即仅涉及单方面行为，以便弄清

楚国家的一项具体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会在何种程度

上产生法律效力。不过，他也不反对这种想法，即

拟订国家的某项其他行为在某种界定十分清楚的情

况下也可以据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则。对这一领域

的探讨可能会富有成效，而且加亚先生的非正式提

议也会有某种实现的可能。但首先必须牢记委员会

所做努力的目的：提请各国注意，它们所作的声明

或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从事

这样的行为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

27．布朗利先生说，他的立场完全不同于委

员会所有其他委员， 他感到十分沮丧。 他的心

境跟一位塞浦路斯同事的一样， 那位同事在听

了对方在欧洲人权法院发表的观点之后， 撕毁

了他原来准备的演讲稿， 另外发表了演讲。 虽

说他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但他确实认为， 尽

管委员会自 1996 年以来一直在就这一专题开展

工作， 但却还在讨论方法问题而且还必须这样

做，这实在令人感到沮丧。而且另外一个令人感

到沮丧的事实是，尽管讨论的真正主题是国家的

行为， 但每个人都还在采用单方面行为的传统 
成规。

28．他希望对特别报告员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耐

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表示真诚的赞赏。他受到过批

评，而且并不是一直得到了很多帮助。然而，他所

作的努力体现了一种集体的进取心，如果最后的结

果是一团糟的话，那也不是特别报告员而是委员会

弄得一团糟。

29．有一个先决问题令他感到极为困惑：委员

会对事务的处理是否必须前后一致。这一专题在

1997年就已列入议程，1998年就对特别报告员的第

一次报告进行了审议。2002年，委员会向大会提交

的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3更突出强调了这一专

题，其中详细地概述了关于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

的讨论情况。在 2002年 5月 30日的第 2727次会议

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

会议，并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4 因此，2002年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专题的工作出现了任何严重

问题，也没有出现委员会打算偏离既定路线的任何

暗示。

30．考虑到上次会议的发言情况，有必要对这

些历史事实加以回顾。科斯肯涅米先生并未正式提

议结束这一项目，但他所作的全部推理都指向了这

一方向。一些委员认为他所作的阐述很有吸引力，

这一点令人感到有些不安。然而，由于以下两个完

全不相干的理由，我们必须摒弃他所持立场表面上

的诱惑。

31．首先，在这一专题六届会议以来一直列入

议程之后，委员会再来改变立场会给人留下这样一

种印象，即委员会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其次，

科斯肯涅米先生以缺乏一致性和法律特性为由提出

的摒弃单方面行为的论点没有说服力。科斯肯涅米

先生暗示，国家的非正式处理行为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值得委员会关注。这一立场不仅与一系列广泛的

证据相抵触，而且完全不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

32．然而，无论出现了什么知识上和分析上的

问题，单方面行为在国家关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国际法院审理过的众多案件就证实了这一点。

在渔业案中，在挪威的直线基线法逐步形成期间，

英国都长期保持了沉默，而且尽管本可以根据一般

国际法认为这种直线基线法不合常规，但却一直遵

守了这种直线基线法。西班牙国王 1906年 12月 23
日仲裁裁决案涉及了并非无关紧要的仲裁裁决的有

效性问题。在大贝尔特海峡通行权案中，芬兰没有

对桥梁的建设提出抗议——令人遗憾。核试验案

3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六章。

4 同上，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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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了法国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态度。在科孚

海峡案中，法院把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当作了部

分证据。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提到了国际法院的年度报告。在瑙鲁

境内某些磷酸盐地案中，在国家独立之后，国家元

首就没收磷酸盐的补偿问题向澳大利亚做了多次说

明，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柏威夏寺案的胜

诉所依据的就是 1908年至 1958年两国谈判期间散

发的柬埔寨备忘录附件一中的一张地图。在缅因湾

区域海洋边界划界案中，双方所依据的都是禁止反

言。

33．当然，上述九个例子决不是详尽无遗的，

而且关于它们仅仅是国际法院这一特殊世界的反映

的观点也是不可接受的。所有这些例子都反映了国

家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经常发生的现象。法院

决不能被当作一个特殊类别对待：法院处理国家面

临的实际问题，完全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34．如果以科斯肯涅米先生建议的理由把单方

面行为专题弃置一边，那委员会就是在置十分广泛

的学说于不顾。在这方面还存在大量的国家实践。

如果大量熟悉的这些材料被弃置不用的话，那委员

会的行为就显得既武断，又傲慢。

35．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单方面行为构成了

一个正当的法律关切领域，即不属于缔约概念范畴

的国家行为。当然还存在一些极为棘手的问题，如

这一专题与条约法的关系问题，但这根本就是于事

无补的一种类比，因为单方面行为与条约之间存在

着重大差异。对条约来说，确定或促成行为——缔

结条约——与对后果的法律分析之间存在着明确

的区别。对于单方面行为或其他行为来说，促成行

为是难以与构成结果的法律过程区分开来的。

36．第二个问题是单方面行为的主题事项很容

易被重复分类。核试验案就经常被作为一种单方面

行为或禁止反言的形式来讨论，但也可以某种正当

理由被描述为适用诚意原则的一个例子。在报告第

107段中，特别报告员也将其称之为一种允诺方式。

《艾伦宣言》5可以作为非正式协定进行分析，正如

5 见第2770次会议，脚注8。

哈姆布罗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6 第
三个问题是科斯肯涅米先生过分强调过的非正式性

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国家在没有

真正的条约关系的情况下的行为。第四个也许是最

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单方面行为的概念在好几个方

面都有太多的限制，因为正是前后关系与先例才在

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五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

种与单方面行为概念相对应的法律制度。这似乎是

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一个理论性很强

的问题。

37．至于可怕的方法问题，联合王国建议进行

阐述性的研究，但正如阿多先生所提的问题那样，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十分清楚，而且条款

草案办法也无法吸引他。提出以条约类条款的形式

出现的一般原则似乎并不符合该主体事项的性质。

的确应该列出一堆专题来，然后对每项专题进行单

独研究。他赞赏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人为确定一些原

则和定义所作的努力，这确实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也出现了一个组织上的问题： 工作组正在开展工

作，但重要的方法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一

行动方针肯定会出问题。

38．最后，似乎十分清楚的是，国家承认问题

是一个单独的专题，而不是大会授权研究单方面行

为时设想的专题。7 该专题包含两个问题：何者构

成承认？国家地位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委员会着手

进行这一专题，那样，虽然国家承认的例子无疑可

作为综合分析的一部分内容，但也会遇到极大的困

难，行动的范围实际上有可能超出大会在第五十二

届会议上批准的议程。8

39．进行分析的重点是，承认作为国家行为的

一种形式，并不局限于国家的承认。与柏威夏寺案

附件一中的地图一样，《艾伦宣言》也是国家承认

的一个例子。令人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进行的讨

论中，普遍都没有把政治承认和法律承认或不承认

6 见 E.Hambro, “The Ihlen declaration revisited”, 
in D.S.Constantopoulos et all., eds..Grundprobleme des 
internationalen Rechts: Festschrift für Jean Spiropoulos (Bonn, 
Schimmelbusch, 1957)，第 227-236页。

7 见1996年12月16日大会第51 /160号决议。

8 1997年12月15日大会第52 /156号决议，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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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来。政治上不承认的例子可以通过阿拉伯国

家拒绝承认以色列来说明，但在受到违反《联合国

宪章》第二条的指责的情况下除外。在洛伊齐杜案

中，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

国是否有得到承认的资格，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它没

有这种资格。这是一种法律上的不承认，但它也可

能有政治上的含义。国家承认问题必定会与国家地

位标准问题有联系，但它却不是单方面行为这一类

别合情合理的一部分。

40．加利茨基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准备继续进行

一个棘手的专题的雄心表示祝贺，尽管遇到了各种

困难，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根据委员会和第六委

员会 2002年的讨论情况，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方法，主要分析了承认制度，探讨了承认行为的

主要形式和特征、有效性、法律效力和适用等问题。

41．第六次报告显示了作者对所采用方法的态

度方面某种相当令人吃惊的变化。他以前曾一直试

图提出关于具体事项的条款草案，如单方面行为的

定义、国家的资格、有权做出单方面行为的人，等

等，同时还一直在计划编写其他更一般事项的条款

草案，以便与维也纳条约法制度的框架保持一致。

42．对于如何拟订条款草案，报告并未得出任

何结论。相反，特别报告员似乎准备放弃有利于提

出不那样僵化的准则的方法。目前提出的方法似乎

与第五次报告概述的方法相抵触，而且引发了其他

一些问题，使得必须对单方面行为作进一步的大量

研究。特别报告员关于方法问题的决定应该做到更

加协调一致。

43．尽管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他还是赞成继续

这一专题的工作，以贯彻第六委员会做出并得到大

会核准的决定。问题是如何巩固迄今为止已经取得

的成果。在这方面，他欢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协

助特别报告员为研究的目的确定该专题的范围。从

第五次、第六次报告以及就此进行的讨论中可以明

显地看出，承认概念及其与单方面行为的相关性尤

其需要得到更明确的界定。不同形式的承认，无论

明示的还是默示的，法律的还是事实的，都应该得

到考虑。同样，还应该记住的是，不仅仅是“国家”

才是国际承认的“对象”。政府、叛乱团体和交战

团体是不是？由于委员会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考虑国

家的国际承认的建议，因此必须对单方面行为范围

内的承认制度进行十分认真的审查，并对其范围做

出十分准确的界定。

44．从对第六次报告的讨论中还可以看出，现

在已经出现了对单方面行为概念做出明确定义的紧

迫需要。委员会现在正在承受未在更早的阶段做出

这一定义的后果。希望特设工作组根据已经商定的

办法尽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补救。梅莱斯卡努先

生说，委员会应该首先确定单方面行为的共同特

征，正如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将单方

面行为理解为国际法律义务的渊源，这种说法是正

确的。出于实际的理由，对单方面行为的定义应该

加以限制，从而为研究提供一个较窄但比较明确的 
范围。

45．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内立法中缺乏一种明确

的关于单方面行为的法律观点，这一因素似乎在妨

碍为创造一个作为国际义务渊源的统一的单方面行

为概念所做的尝试，因此也必须给予适当的考虑。

这种不确定性是单方面行为没有被波兰更广泛使用

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可能也同样适用于其他

国家。

46．最后，要想在这一专题上取得进展，并得

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委员会应该更积极地综合研究

有关单方面行为的国家实践，并具体地研究承认作

为一种单方面行为的案例。这也许是制定不局限于

行为必须遵守或诚意原则的共同原则的唯一方法，

从而也可以确保委员会的工作富有成效，并真正有

利于各国。

47．池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对第六次报告倾注

了不少心血，但他本可以对这一主题做不同的处

理。为了简化他的任务并界定研究的范围，他本应

该把承认制度与国家和政府承认制度加以区别，以

便做出不同的定义。根据詹宁斯和瓦茨在《奥本海

国际法》中的观点，9承认涉及到国家对与其他国家

关系中发生的任何事实或状况的接受。然而，就国

家和政府承认而言，必须把它与仅仅表示确认或认

知某种现存状态的不那样严谨地使用的术语区别开

9 见第2759次会议，脚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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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大多数国际法教科书中，这两个问题都是在

不同标题下论述的，这其中包括《奥本海国际法》，

它列出了四种单方面行为：声明、通知、抗议和放

弃。

48．单方面声明行为的最佳定义可见于核试验

案（澳大利亚诉法国和新西兰诉法国）。根据国际法

院的观点，“当声明国意图按声明的条件受到约束时，

这种意图就赋予了声明以法律保证的性质。这种保

证如果加以公开的话，就会产生约束力，即使这种

公开不是在国际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声明的

生效来说，无论是交换条件，还是随后对声明的接

受，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任何答复或反应，其性质中

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需的，因为这样的要求将不符合

国家的声明据以做出的法律行为严格的单方面性。”

［分别见第267页第43段和第 472 页第46段］

49．关于报告中提到的其他案例，应该提请关

注第21段中的说法，即《艾伦宣言》确认一种情势，

但也包括允诺，甚至包括放弃。他指出，《艾伦宣

言》是为了回应丹麦部长的交涉而发表的，因为这

种交涉要求挪威避免在格林兰问题解决过程中制造

任何麻烦，而作为回报，丹麦准备在斯匹茨伯格问

题上给予让步。因此，该《宣言》是作为一项答复

发表的，是两国间的一种双边承诺。它既不是一种

单边允诺，也不是一种单方面的放弃。国际常设法

院提到了这种双边交往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认为不

可置疑的是，作为对外国外交代表就属于外交部长

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发出的一项请求的回应，该外交

部长做出的这种性质的答复对他所属的国家具有约

束力。

50．从报告第 99段最后一句来判断，特别报

告员似乎接受了习惯国际法上的持续反对者规则。

尽管以缺乏持续反对者同意为基础的这项规则得到

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但在实践中却只有国际法院按

这项规则判决的两个案例：庇护权案（1950年）和

渔业案（1951年）。在前一案例中，法院拒绝了拉

丁美洲国家间的一项特别惯例的适用，指出即使存

在特别惯例，该惯例也不适用于秘鲁，因为它一直

在持续地反对适用该惯例。在后一案件中，法院驳

回了联合王国在挪威湾入口处作为习惯国际法一部

分适用的 10海里规则的请求，指出由于挪威一直

在持续地反对该10海里规则，因此，它一直享有不

适用该规则的豁免。达马托指出，这两个案例提出

的是特别惯例而不是一般惯例的问题。10

51．很明显，持续反对者规则妨碍了必须与时

俱进的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例如，格劳秀斯关于

公海航行和捕鱼自由的原则近来经历了巨大的变

化，这两个领域现在要受到一系列新的国际规范的

支配。持续反对者规则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无效的

一个例子是，从沿海国家向海界限的管辖权范围来

说，领海从3海里扩大到了12海里，专属经济区从

12海里扩大到了 200海里，这是一种日本、联合王

国和美国最初反对但逐步接受的改变，是海洋法不

可避免的演变结果。国际法的演变还有另外一个例

子：国家承担了防止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新义务。根

据乔纳托恩·查尼的观点，持续反对者规则在国际

法规则的演变过程中至多只具有短暂或战略的价

值，除非人们真的相信国家拥有可以自由给予或撤

回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同意的独立性。11

52．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应该坚持下去，因为在

委员们的协助之下，它将会成为委员会全体委员完

成的工作。

53．卡巴齐先生赞赏特别报告员为处理这样一

个复杂而困难的专题所做的努力。无可争议的是，

单方面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有时还要承担法律义

务，关于这一主题也有以学术文章和法庭判决形式

出现的丰富资料。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共同的特

征，以便建立一套允许以后进行编纂的规则。在这

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包括的内容有：如何和由谁来

做出这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生效和撤销的条件。

54．尽管自1997年以来并未取得多少进展，第

六委员会还是每年都鼓励委员会继续开展这项工

作，而且正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段中强调指出

的那样，无论结果如何，这项研究必须完成。不

过，也不能就说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梅莱斯卡

努先生与第二次报告所做的比较以及对相关学术著

10 见 A. D’Amato, “The concept of special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国际法学报》，第 63卷 (1969年 ), 
第211 -223页，特别是第212页。

11 见 J. I. Charney, “The 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英国国际法年
鉴》，1985年，第 56卷，第1 -24页，详见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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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法庭判决所做的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

问，关于国家实践的更多资料将会受到欢迎，而且

他期待各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回应。如果报告在

国际法单方面行为的范围内更一般地涉及承认问

题，而不是专门强调承认概念本身的话，也许报告

会得到更好的对待。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在特设工作

组的协助下找到最佳的前进方向。与委员会中曼斯

菲尔德等其他委员一样，他对此感到乐观，相信这

一专题会取得成功。

梅莱斯卡努先生（副主席）主持会议。

55．科洛德金先生说，虽然以前他都是抱着怀

疑的态度来看待单方面行为这一专题，但第六次报

告的内容和设立特设工作组的举动却给他带来了某

种乐观看法。

56．科斯肯涅米先生断言不存在国家的单方面

行为这样的制度，因此它不能构成国际法编纂的一

个主题，但这种断言也许看起来有点过激。不过，

相比于有可能制定一套条款草案的观点来说，这种

断言无疑更切合实际。即使要把这样的案文提交各

国，对于其是否会有任何进一步的进展，也肯定会

存在一些疑虑。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法律几乎

不可能被看作是处于与国际条约法同等的级别。与

国际协定相比，单方面行为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更

多地还是在政治上的意愿表述：它们不是谈判的结

果，其每一个阶段都受国际法的支配。因此，它们

比国际协定的灵活性要大得多，基于同样的理由，

也不可能与国际协定一样稳定。

57．不过，还是可以找到某些一般原则。威尔

弗赖德·菲尔德勒虽然也注意到只能依据单方面行

为的各种类型表现出来的特性来充分把握其性质，

但他也承认一些一般标准是可以感知出来的。12要

想确定这样的标准，必须进行比较性的分析：各种

单方面行为都必须加以审查。因此，他欢迎特别报

告员试图避免拟订一般条款，而在第六次报告中重

点论述了一种行为——承认行为。

12 见W. Fiedler, “Unilateral a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载于
R. Bernhardt 编辑，《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第四卷 ( 阿姆斯
特丹 , 埃尔斯韦尔出版社 ,2000年 ), 第1018 -1022页。

58．该报告必须明确地被看作仅仅是对承认专

题的第一种处理方法。他得到的印象是，特别报告

员并未试图提出作为单方面行为的承认的任何具体

特征，以便将其与其他单方面行为的特征进行比

较，但却极力想让承认与他前面的报告已经建立的

框架保持一致。然而，对承认只能在其被表述为单

方面行为时才能得到考虑。通过或由于建立外交关

系或缔结其他协定所带来的承认不应该在报告中出

现。这也同样适用于由于国际组织的决定带来的承

认，如果这种决定确实构成承认的话。特别报告员

本人也规定了这项限制条件。因此，现在不太清楚

为什么他加入了第28 - 31段和第36段的内容，它们

涉及的都是非单方的承认行为。承认也许值得单独

进行研究，但只能作为一个单独专题。

59．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46段中正确地指

出，一般国际法中没有任何规范规定国家需做出承

认行为，这表明了承认行为的酌处性质。他表示怀

疑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投票赞成另一个国家加入联

合国，它就要受到该投票的约束，而且以后还不能

撤回它所作的承认。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薛女士都

谈到过这样一种情形，即国家尽管投票赞成新国家

加入，但却继续不承认该国。然而，这种投票首先

来说是一种政治考虑的结果；与国际法不存在任何

关系。所有国家都了解大会投票具有的政治性，因

此没有任何理由主张法律上的先例或援引禁止反

言。另一方面，单方面承认行为还尤其作为政治手

段加以利用。

60．越来越清楚的是，国家的承认不仅涉及到

传统的考虑因素——占有领土、定居、有效政府和

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地位，而且还涉及许多其他考虑

因素。因此，欧洲的新独立国家得到了承认，但塔

利班却没有。此外，承认越来越多地伴随着纯粹的

政治标准或条件。

61．如果承认被当作是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报

告员的下列断言就肯定值得怀疑：只有在承认的文

告本身做了规定的情况下，并且经过承认对象的同

意或者依照第121- 123段概述的条件，才能够修改、

中止或撤销承认行为。杜加尔德先生曾经问道，就

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而言，是否可以撤回承认。研

究一些其他假设性的例子是有益的。报告指出，接

纳进入联合国是一种承认行为或相当于承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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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一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或者其会员国

权利被中止，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如果单方面承

认受到各种政治性条件的限制，而该国又在得到承

认后不再遵守这些限制条件，能否撤回承认？此外，

提出了作为单方面行为的承认的条件的国家也会改

变这些条件，并取消或增加某些条件。在这一方面

要记住的是，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

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国际法院曾经说过，修改或

撤回的权利是任何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中所固有的。

62．尽管承认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行为，但也

会产生法律效力。承认纯属宣告性质的断言，尽管

是在委员会内部所作的断言，也是值得怀疑的。各

种形式的承认都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审查。例

如，在 1990年代，曾经两次出现过自称继续原国

家人格的两个国家的承认问题。他记得俄罗斯联邦

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承认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是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继承国承认

的。尽管情况都是类似的，但俄罗斯的地位得到了

承认，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地位却没有。因

此，只对俄罗斯联邦产生了法律存续效力。在这一

案例中，承认——与不承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继承国一样，作

为一种基本上的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构成效力。

在承认属于宣告性还是构成性的问题上，尚有很多

内容可以论述，但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仅载述了有

利于前一种处理办法的观点。

63．最后，特别报告员在第8段中正确地指出，

就委员会的工作成果采取的最终形式做出决定将促

进取得进展。他认为，委员会的结论不能载入条款

草案这种没有灵活性的框架之中。

坎迪奥蒂先生重新主持会议。

64．塞普尔维达先生说，报告表明在将由于复

杂性而一直极难表述的一个专题进行系统表述方

面，特别报告员作出了值得赞赏的努力：实际上，

就在委员会内部，对于单方面行为的性质和范围都

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甚至对这种行为的定义或其

要件都很难达成共识。政府意见的数量很少且具有

局限性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委员会十

分有必要研究已有很多著述的国家实践，同时考虑

到各国际法院的裁决。报告显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本来可以更多地利用可能与该专题相关的这种裁

决，其中既包括报告中也包括其他材料中提到的裁

决。审查国内法院的判决可能也有帮助，如联合王

国和美国的法院就对西班牙内战或苏联的承认所作

的判决。他提请注意美国的萨巴蒂诺案，其中涉及

到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的承认。

65．他欢迎成立特设工作组，该工作组可以把

单方面行为定义的所有要素加以整合并提高委员会

工作安排的效率。该工作组的头几次会议的情况已

经显示了这一程序的成效。有待考虑的主要问题是

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力，其中有三项核心要素：国

家同意的表现形式；创设国际权利义务关系；以及

前两项要素的影响。

66．正如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中所说的那样，

这种同意必须具有自主性：不需要有对应方才能产

生法律效力，当然，反对国也可以对一个或多个国

家提出抗议，表明其否定的意图或者不接受单方面

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在行为的自主性与对其可

能提出的置疑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

67．关于制定普遍适用的规则问题，他认为单

方面行为含有适合于委员会目的的、尽管很少但足

够的共同特征。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制定适合每类

行为包括承认、允诺、抗议和放弃的具体规则。对

单方面行为的后果进行分类会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

务，因为它们常常是不可能加以分类的。另一方

面，对交战团体和叛乱团体的承认——如果说还

存在这种奇怪并且不合时宜的制度的话，因为这一

制度是作为 18世纪早期建立南美洲一些国家的方

式而发明的——属于一种不同的分类。在领土变

更方面的国家实践将尤其令人关注。

68．对报告的某些方面应该进行全面的回顾，

尤其是第 17 - 67段。不同类别的承认混同在一起，

很难对它们进行分类。 关于法律效力的一节（第

82-108段）也是如此：扩大关于承认属于宣告性的

还是构成性的讨论，使得法律效力本身这一更加重

要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

69．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得到澄清：首先，应该

在单方面行为与接纳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之

间建立联系。在大会1950年代进行辩论之后，国际



172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法院在一项咨询意见中重申了《联合国宪章》规定

的标准。不过，仍然存在的问题是，投票赞成特定

接纳案的国家是否因此要受到约束，即是否必须还

要有另外的表示政治意愿的独立行为才能让投票产

生法律效力。

70．其次，关于政府承认和建立或撤销外交或

领事关系的国家实践需要加以确定。一些国家在未

正式承认一国政府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外交关系。问

题是这种做法是否已经代替了承认，或者这种不承

认的例子是否属于个别现象。

71．第三，对交战团体、叛乱团体或中立状态

的承认问题应该得到澄清。这三种类别的承认自

1945年以来已经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编纂得到

修改和扩大，但单方面行为在这方面的性质需要加

以确定。

72．第四，在 19世纪和 20世纪，已经对法律

上的政府与事实上的政府进行了区分。他想知道这

种区分是否仍然有效，单方面行为的效力是否仍跟

过去一样。

73．对有关承认或不承认领土变更的国家实践

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考虑到自 1945年以来世界

许多国家的边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专题尤其具

有重要意义。国家实践依据的原则应该得到确定，

允许使用武力和不承认领土变更的制度之间的内在

矛盾也应该加以审查。

74．对单方面行为的法律依据应该给予进一步

的考虑：给予国家从事这种行为合法性的理由。此

外，对“诚意”概念的性质和范围进行探讨也是受

人欢迎的。最后，还应考虑单方面行为是否仅施加

义务，即它们是否也赋予权利。

75．布朗利先生说，委员会不应该浪费时间讨

论并未列入议程的主题。确实，在不考虑与承认有

关的问题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是无法对国家和政

府或交战团体、中立状态的承认和其他类似专题进

行讨论的。大会未将这些专题列入议程，而且对这

些专题的讨论引起了关于某些人可能决定不出席讨

论这些专题的全体会议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委

员会正在进一步偏离议程上的主题。

76．主席回顾，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曾一致同

意特别报告员考虑承认专题。就此事项听取各方意

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74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

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丰

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

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

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先生、

庞布 – 齐文达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

生、薛女士。

  –––––––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

（A/CN. 4 /529 , C 节 , A/CN. 4 /534；1 A/
CN. 4 /L.646）

［议程项目 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续完）

1．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第六次报告（A/CN.4/534）。

2．卡米沙先生说，回顾起来，委员会当初收到

有关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第六次报告时所持的怀疑态

度至少是过于夸大了。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这一议

题还太新，而且很复杂，同时也可能是由于特别报告

员本人最初在其报告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也怀疑这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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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的可行性。他提到了第六委员会内有些国家

代表的发言，以及委员会委员的发言，以此来说明

他有理由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报告将集中讨论某

一类单方面行为，即国家承认问题。

3．特别报告员试图以这一例子来表明承认行

为本身可以通过转用维也纳条约法体制这一简单的

方法而编纂成相关法律，这样做有时很容易，有时

却十分困难，其细节散见于第六次报告通篇。读者

不难注意到报告中再三援引条约法和维也纳体制。

诚然，这种借用对于编纂法律确实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它还是有自己的限度的：并不能保证这种做法

可适用于其他单方面行为。无论对问题的答复是什

么，仍然存在着一项更加基本的关注，即存在着忽

视单方面行为的特定性质的风险，而国家却可能由

于单方面行为而承担条约范畴以外的义务。正如国

际法委员会委员所说的那样，必须提防将维也纳体

制扩大到包含单方面行为的情况。这种行为如同条

约一样是各国意志的一种表现，而质疑这种行为是

否一种法律制度在目前并不重要。正如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本身比对事实的归类更

为重要。

4．采取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要产生法律效力，

约束行为国，因此应当有可能对这一行为进行归类

乃至编纂，不仅因为这是第六委员会的愿望，而且

也因为这最终将有助于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法律的稳

定性。因此，委员会有必要首先通过理论和判例来

审查国家实践，并且确定标志性特点，以建立一套

正式规则，一种共同语言，一种每一国家可以用来

衡量其行为的法律范畴的准则。

5．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

第六次报告如同以前的报告一样丰富，报告中所载

的想法和意见，无论是否属于委员会直接负责的范

畴之内，都不可避免地吸引读者的注意。许多委员

已经在这方面表达了其意见，而现在委员会必须指

导特别报告员工作的走向。希望能够通过委员会的

集体贡献在一个更具实际效果的框架内对特别报告

员的积极努力加以引导。

6．报告侧重作为整个单方面行为问题一个方

面的承认问题是理智的做法，但是，仅探讨国家承

认问题本身只会浪费精力。而且，当今，对政府的

承认在国际社会比对国家的承认吸引了更大的注意

力。对国家或政府的承认在任何情况下均是酌处

的，不受法律标准的制约。

7．作为拟定条款草案的适当起点，也许委员

会可以对实在法作一次初步的陈述，也就是重新作

一次声明。为此，就必须问清，某些这类单方面行

为的法律地位如何，采取这些行为的方式如何，行

为引起的期待如何，何种因素的组合才会引起法律

责任。当然，有些单方面行为本身就会导致义务，

尽管如此，更经常的是，这些义务是一系列宣言和

事件的结果，而委员会必须研究的正是这一过程，

也就是这一形成的来龙去脉。

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谈到了梅莱斯卡努先生在

前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即对于这一议题的研究不

应当仅包含单方面行为，而且还应包含各国的单方面

行为方式，其中包括沉默，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仅仅

就单方面行为一个问题，委员会已经勉为其难，他担

心，如果同时还考虑行动方式的问题，那完成这项任

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委员会委员必须效仿前人在草拟

最终成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案文时的理智做法，

完全排除口头协议。作为折衷，委员会也许可以纳入

一项但书，据此，条款草案将不适用于单方面行为方

式，行动方式继续受习惯国际法制约。

9．蒙塔兹先生提到了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发言，

其中暗示委员会既然编写了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草

案，就等于已经编纂了适应于单方面行为的法律，

他说，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样对于那些仍然怀疑是

否存在作为法律制度的单方面行为的人，梅莱斯卡

努先生的话就很有说服力。他问梅莱斯卡努先生，

那些编写有关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人在提到国际不

法行为时是否也考虑到单方面行为。

10．梅莱斯卡努先生在答复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的提问时说，他讲最好不要忽视这个问题的单方面

行为方面，是由于考虑到委员会一些委员表现出有

兴趣探讨有可能导致类似于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力

的那种国家行动方式。

11．他在答复蒙塔兹先生的提问时说，他的意

见是对科斯肯涅米先生发言的直接反应，后者的发

言说，编纂单方面行为的法律很困难，原因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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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很复杂，而在于这种行为作为法律制度并

不存在。

12．丰巴先生回顾，在上次会议上，薛女士说

过，与其他单方面行为不同的是，承认是需要遵守

已经确立的体制的行为。他认为不能说，根据目前

的国际法，承认必须遵守明确、严格和普遍接受的

法律体制。试图根据理论来归纳单方面行为的工作

似乎表明，承认被看作是属于国家主权方面的酌处

行为，因此，由于超越了国际法的范畴，就应当遵

守其绝对强制性规范。

13．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特别报告

员）总结了所审议报告的辩论情况，感谢委员们的

建设性、积极和令人振奋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时候

持批评态度，但却是有理的，尤其是批评起草事项

以及关于有些方面没有得到足够详尽的探讨。辩论

再次突出了这一议题所引起的内容和方式问题。

14．在谈到单方面行为是否作为一项制度存在

以及编纂和逐步发展的适宜性与可行性问题时，他

同绝大多数委员一样认为，尽管不可能将单方面行

为严格地称为一种制度，但是这种行为还是存在

的。国际惯例表明，各国就通过这种行为，同时还

通过具有某些特点、有时产生法律影响的某些行动

方式来采取行动。有些委员认为，如果研究只局限

于依照一种学术观点来探讨严格意义上的单方面行

为这一问题，那样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就会不够深入。

15．他在答复有些委员关于承认、尤其是国家

承认的意见时解释说，他分析这一单方面行为是由

于委员会在 2002年曾要他作此分析，而这一决定

表明委员会希望暂停一下，借机考虑如何继续开展

工作。挑出这一特定的单方面行为是为了表明单方

面行为的一般特征是怎样的，其意图并不是要就国

家承认开展研究。为此，正在审议的报告主要是一

项参考文件。

16．关于承认的问题有许多出色的著作。无

疑，承认的性质、特征和法律影响因其目的各异而

会有所不同。适用于对国家或政府承认的标准和规

则不同于、或可能不同于适用于承认作战、中立或

反叛，或对领土问题的宣言的标准和规则。也许只

局限于一种承认形式的报告造成了一些混乱，但

是，他在报告中没有纳入有关承认的全部法律理

论，而且没有提到在其他方面许多十分有用的法律

上或事实上承认的种类，试图避免这种混乱，而委

员会有些委员对这种做法曾表示遗憾。但是，法律

理论和国际文书，例如国际法研究所在第四十届会

议上通过的决议 2确实提到了承认的完整和确切定

义，还提到了有限或暂时的承认。

17．第六次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要遵循一些委员

于2002年所提的建议，并要表明，单方面的承认行

为的严格定义可能与委员会前几届会议所研究的定

义草案相类似。

18．他不能肯定有些委员所建议的那种一一探

讨不同单方面行为的方式是否才是最佳的方式。当

然，这一议题必须得到深入审议，必须考虑国家实

践。对于各种单方面行为的特征、性质和法律影响

作一比较研究是有关键意义的，会在今后的报告里

加以审议。一些委员所建议的表格可能在某些方面

有实用价值，但其前提是，必须利用前几次报告中

所载的内容，必须分析有关单方面行为的国家实

践，并且必须试图得出一般性结论。

19．辩论表明，对于研究的范围甚至研究的目

的，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由于对严格意义的单方

面法律行为的提法具有限制性，而且有些国家政府

可能会有异议，有人建议，研究还应当包括可能产

生法律效力的其他国家行为和行动方式。如果这样

做，就必须将议题的范围扩大，以包括国家接受、

或可能接受其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国

际社会所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的行动方式。这一定

会对其早先的工作产生影响，因为早先的工作忽略

了不属于计划编纂工作框架之内的国家的各种行为

形式。国家的行动方式，包括不作为，可能会产生

重大的法律效力，而正如一些委员所建议的那样，

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在稍后阶段讨论，因此有必要提

出一项保留条款。工作组应当审议这一问题。

20．在讨论中还提出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实质

性问题，其中包括制定承认行为的标准、行为的酌

处性、对行为设置条件的可能性、进一步审议承认

2 见《国际法学会年鉴》，布鲁塞尔会议，1936年4月 (巴黎,
贝多内出版社 ),第 300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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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必要性、将联合国的接纳看作承认行为，以

及单方取消或终止行为，尤其是承认行为。

21．一般认为，承认是一项主观行为。此外，

单方面行为通常在理论上不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因

为如果条件针对的对象同意接受相关的条件，这将

等同于建立一种以条约为基础的关系，而承认一国

的行为是非常特殊的案例，其特征并不一定类似于

其他承认行为的特征。

22．国家的关系似乎表明，国家是在特定的情

况下确定承认行为的，其中有些在关于建立国家的

国际法中已有规定，而其他一些则更具有政治性

质。尽管受到条件制约的行为表明存在另一方的反

应，这种特点取消了行为的单方面性质，但是，这

种情况在实践中的确经常发生。因此，这一问题值

得认真关注。

23．通过联合国决议所作的集体承认引起了一

些质疑。这种承认得到了例如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

接受，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接受这种承认。有时候，

接纳新的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并不是没有政治因素

的，而其法律影响可以依这种做法的解释方式而不

同。在这方面，1990年代接纳新的国家加入联合国

组织有时候很具争议性，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就是

一个实例。

24．会上还一般性地提到了结束单方面行为引

起的困难，特别提到了国家是否可以单方面取消这种

行为的问题。当时的结论是，国家并不拥有这种决定

权。取消单方面行为可以受到限制，必须采取考虑到

第三方的情况和可能损害的限制性方针。如果国家随

时可以不提出任何理由即取消单方面行为，那样“行

为必须遵守”规则以及诚信规则就会受到质疑。

25．关于可能适用于承认国家的标准问题，承

认在理论上不仅是国家的酌处行为，通常也是不

受限制的行为，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有例外（例

如，安全理事会决议禁止承认一个国家、政府或某

一种特定局势）。

26．对于《艾伦宣言》3所提出的法律意见是有

分歧的；有些作者认为这是单方面行为，主要是豁

3 见第2770次会议，脚注8。

免的行为，而其他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常规性的行

为，因为它是对丹麦政府的要求所作的反应。他本

人认为，宣言的理由并不一定使宣言本身具有常规

性质。在核试验案中，法国的宣言一般被认为是一

种承诺，它是针对那些认为受到法国在南太平洋核

爆炸影响的某些国家所提起的诉讼而作的反应。国

际法院本身认为，这些宣言或必须被看作由若干宣

言组成的单一法律行为的宣言整体的单方面性质是

不可否认的。

27．根据现状，对于最后的案文形式做出决定

还为时过早，因为在这一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他

到目前为止的工作是旨在草拟一整套条款。有必要

解决委员会委员的关注事项，并在不大力改动工作

方式的情况下找到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在这方

面，他期望能得到委员会的指示。

28．毫无疑问，应当深入探讨国家实践，他在

下一次报告中将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在其今后的报

告中，他还将更多地注意国际的先例和法律理论。

他有意向委员会所有委员分发第七次报告的大纲，以

便他们提出意见，并向他明确指示研究工作的走向。

29．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与

其向委员会所有委员分发其研究报告的大纲，不如

向三、四名同事提出他的观点，或者请以佩莱先生

为主席的工作组与之合作。

外交保护 4（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 和
Add. 1，5 A/CN. 4 /L.631）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

30．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了其关

于外交保护问题第四次报告的增编（A/CN. 4/530和

*  续自第2768次会议。

** 续自第2764次会议。

4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5  见上文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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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1），他说，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有关外交保护问

题的最重要部分工作。委员会已经向起草委员会提

交了关于对公司和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的条款草案

（第 2764次会议，第 19段），并已通过关于实行外

交保护、对自然人的外交保护和用尽当地救济问题

（第2768次会议，第38段）的条款草案。现在还必

须审议一项实质性问题：船旗国对船员所提供的外

交保护。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内对于这一

问题都存在分歧，但是，2004年，他将编写一份有

关这一问题的条款草案。

31．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审议：对于公司以外的

法人所提供的外交保护；专门适用于双边投资条约

的特别法；以及国际组织和国家对于个人的双重保

护问题。在目前五年阶段结束以前完成草案的二读

对于委员会的声誉有根本重要的意义。

32．至于在其条款草案第 21条中所载的特别

法，科斯肯涅米先生为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小

组就同一议题编写的文件与他本人的工作之间，并

不存在任何冲突。科斯肯涅米先生所提出的许多想

法甚至可以包含在增编中，他并感谢后者提请注意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中的措辞，其

中法庭曾说，特别法的原则是得到所有法律制度承

认的一般性法律原则，如果特别法包含了适用于其

内容的争端解决条款，则特别法优先于任何普通法

的类似条款。

33．正如报告第 106段中所指出的，外国投资

主要得到双边投资条约的保护，条约为解决投资争

端提供了两条途径。条约可以规定，投资者与东道

国之间可以在特设法庭或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所设立的法庭直接解决投资争端，也可以采用投资

者（公司或个人）国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仲裁方式

来解决。如果诉诸了在双边投资条约或由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提出的争端解决程序，则排除关于外

交保护的习惯法规则。这些程序对外国投资者提供

了优势，因为这些程序避免了外交保护的酌处性质

所固有的政治不确定因素。对于这种特别体制的存

在，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已经承认。

34．第21条旨在说明，关于对公司和股东的外

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并不适用于在双边和多边投资条

约中规定的特别体制。这一条款基本上起到等同于

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不法行

为的国家责任问题条款草案第55条的作用，6并反映

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准则之中。采用特别法

的理由是，关于对公司投资提供外交保护的习惯国

际法规则仅设想国籍国可以酌情决定，仅除了有限

的例外对公司本身提供保护，而经特别条约所确立

的外国投资特别体制则赋予以公司或股东的名义出

现的外国投资者权益，这些权益可由国际仲裁法庭

确定，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正因为如此，

遵循第21条思路所设置的条款是必不可少的，这样

才能表明，这是用于双边或多边协议的专门体制。

35．回顾关于外交保护问题的第四次报告，完

全讨论法人的特定种类，即公司，他于是提出了第22
条，该条将针对公司所述的规则适用于其他法人，同

时依照法人的性质、目的和结构作了必要的更改。必

须强调指出，条款草案关注的重点应当是公司，同

时，不可能对除公司以外的每一种其他法人逐一地起

草外交保护条款。委员会委员完全了解，法人可以通

过国内法成立，而各不同法律制度在授予法人地位方

面并没有连贯性或统一性。今天，有许多不同种类的

法人，其中包括公司、公共企业、大学、学校、基金、

教堂、市政府、非营利社团、非政府组织，甚至伙伴

关系（在某些国家存在）。在所有这些法人中无法找

到共同的统一特征，这就从一方面说明了国际公法和

国际私法的作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司之上的原

因。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公司从事的是对外

贸易和投资。因此，法人最经常卷入投资争端，也最

有可能请求外交保护。当然，其他法人也可能要求这

种保护。常设国际法院的一些裁决强调指出，例如，

一个社区或一所大学也可以具有法人地位。如果一所

大学在国外受到损害，而且该大学完全是私营实体，

国家就没有理由不保护它，因为如果大学是国家开办

的，那样受到直接损害的将是国家本身。同样属于私

营机构的基金会在国外从事慈善工作，也应当受到外

交保护。

36．同一规则也适用于非政府组织。但是，有

些作者不同意这一点，认为非政府组织与该组织注

册所在国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因而国家无法提供

保护。据此，多林指出，由于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

6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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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有自己的成员并开展活动，非政府组织所遭受

损害不可被看作对于其注册国的损害。7这种分析的

思路很有意思，他认为，这种思路过于注重诺特博

姆案，而过于轻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这无疑说

明，对于公司以外的法人实行外交保护的议题十分

复杂。

37．伙伴关系可以特别清晰地说明这种复杂

性。在多数法律体制中，尤其是在习惯法中，伙伴

关系并非法人。但是，在有些法律体制中，这种关

系却具有法人地位。因此，伙伴关系在一种体制中

可能被认为是法人，而在另一种体制中却不是法

人，这就特别强调了各国之间在赋予实体以法人地

位的方式中完全没有统一性。

38．他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要表明，起草不同

的条款来规定对不同法人的外交保护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采用的途径就是已经采用的方式，那就

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司之上，也就是国际法院在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裁决所针对的那种机构，

然后再参照有关公司所阐述的原则，相应修改起草

一项适用到其他法人情况的一般性条款。这就是第

22条的规定希望成就的目标。

39．涉及到对公司以外法人的外交保护问题的

多数情况，都已经在条款草案第17条中做出规定，

目前已经在第 122段中以修订方案的形式提交给起

草委员会。这项条款草案已经过大量辩论，但是起

草委员会仅暂时性地通过了草案。根据第22条，国

家必须证明其与遭受损害的法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第

17条所述的那种联系，以此作为实行外交保护的先

决条件。第 17条的措辞使所涉范围很广，足以涵

盖各类法人，无论其活动、结构或目标有何不同。

2003年 5月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第 18和第 19条涉及

到可以向股东提供保护的情况，但不适用于除公司

以外的其他法人，而涉及到持续国籍问题的第 20
条则适用于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也就是说，对公

司实行外交保护的条款被当作为一个起点，并以此

作为参考相应地适用于其他法人。国际法委员会对

7 见 K. Doehring,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 Rama-Montaldo, ed.,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un mundo en transformación: liber amicorum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Eduardo Jiménez de Aréchaga (Montevideo, 
Fundación Cultura Universitaria, 1994), p.571-580。

于使用拉丁语格言常常表示不赞同。在第123段中，

他对第22条提出了一种替代提案，用等同的、但是

比较冗长的措辞来取代“mutatis mutandis”一语。他

本人比较倾向于使用这一拉丁用语，其好处是比较

简练，也比较文雅，他希望委员会同意他的观点。

40．科斯肯涅米先生说，目前第 21条规定的

草案仅涉及对公司及其股东的保护问题。但是，完

全可以在各国之间就外交保护的一般性问题做出特

殊安排，例如建立地方、双边或多边的体制。因

此，他提问，这种特殊体制可以安排在公约草案的

哪一部分。一眼看来，这一内容似乎可以放置在规

定各国间可能缔结的各种安排问题的特别法条款草

案结尾，他并问道，特别报告员是否有意提出一项

更一般化的条款，还是，第21条中所载的例外将是

公约草案中出现的唯一例外。

41．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没有

从特别法的其他形式观点来考虑这一问题，因为在

实际中，主要的焦点是双边投资条约。但是，科斯

肯涅米先生的话没有错，还有包含外交保护的其他

安排，较为理智的是，在专门涉及公司的条款之外

还规定一项一般性的特别法。其重点必须是有关双

边投资的条约，但是委员会完全可以扩大其范围。

他希望可以在一般性辩论中再次审议这一建议，但

是没有理由不批准这项建议，并提交起草委员会以

便修订第21条。

42．布朗利先生赞同科斯肯涅米先生的意见，

他说，他对第21条有一些保留，但更多地涉及该条

的评注，而不是条款本身。他对于委员会委员坚持

要在所有案文中纳入特别法条款感到不安，因为这

种条款的适用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法是一种

一般性原则。即使包含了特别法条款，也没有必要

花费很多时间分门别类地列举被看作引起特别法的

各种情况，而尤其是没有必要特别着重强调双边投

资条款。具体阐述特别法的适用情况并非通常的做

法。简单地陈述有关原则则要安全得多，也是正常

的做法。在仲裁领域里工作过的那些委员会委员明

白，除其他情况外，外交保护还适用于在双边投资

条款中所阐述的行为标准。在有疑问的时候，各方

援引条约缔结时所适用的一般性国际法原则，以此

就条约不同部分的解释提出论点，是十分通常的做

法；这是诠释公约的完全标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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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他担心，评注中的强调可能会造成误解。

在报告第 112段倒数第二句话中，情况尤其如此，

该句包含了“有关外国投资的特别体制”一语。尽

管一般说来，特别报告员所设想的特别法确实明显

涉及到可以称为程序性体制的情况，但是，上述用

语却包含了接受外国投资的国家行为准则的实质性

条款。这表明，在双边投资条约方面，习惯国际法

与一般国际法之间大相径庭。而在裁决的原则和实

践中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是代表被告国还是起诉方

的律师团谈及一般性国际法的问题是完全正常的，

而如果一方的律师谈到了，另一方自然也会这样

做。因此，在评注中使用更加审慎的语言也许较为

适宜。具体说明特殊法的案例没有必要，因为这不

是通常的做法。

44．池先生注意到，特别报告员一般地谈论了

公司问题。为了澄清委员会的概念，也许应当确定

公司的性质，无论是商业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

45．尼豪斯先生说，经修订的条款草案第17条
中，“相似的联系”标准过于笼统，只会使提供外

交保护的程序复杂化。可以在公司的办公总部所在

地与行政总部之间作出区分，但是谈论与实行外交

保护的国家之间“相似的联系”给人的印象是这里

所指的是股东的国籍，这会使公司国籍的概念复杂

化。他询问特别报告员在提出这一措辞时的意图是

什么，因为这一措辞可能会造成更多困难。

46．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尼豪

斯先生的问题时说，这一问题在审议第四次报告时

已作过长时间的辩论，而在目前委员会所审议报告

的情况下重开辩论不太适当。因此，他请尼豪斯先

生参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简要记录。

47．对于池先生极为中肯的意见，他保留自己

的立场，池先生的意见涉及到已经在有关公司性质

的其他条款一起探讨过的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

应当在评注中，而不是在条款草案的案文中阐述，

但是，他将在稍后阶段更详细地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48．布朗利先生的意见与实质性内容十分相

关，值得进一步思考，他保留在稍后阶段做出更详

尽答复的权利。他同意布朗利先生的意见，认为在

条款草案中列入特别法可能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一

项一般性原则。但是，这应当由委员会去确定。至

于评注，他已经详细阐述了双边投资条约的问题，

以便强调有必要制定这一类规定。在第 112段中，

他指出习惯国际法被完全排除，这样谈此问题可能

过于偏颇，但是，显然存在习惯国际法不被纳入的

情况。布朗利先生的意见涉及到一旦通过以后第21
条评注的措辞，但是，还应当根据国际法不成体系

问题的研究小组正在审议特别法问题这一情况来考

虑他的意见，从而使委员会能够就适用于可能编写

的任何条款草案的极为重要的一般性原则展开辩

论。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

第 2775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

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

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

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

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

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斯里尼瓦萨·拉

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塞普

尔维达先生、薛女士、山田先生。

  –––––––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议程项目 11］

国际法院院长来访

1．主席对国际法院院长表示欢迎，并请他向

委员会致辞。史久镛法官自己曾于 1987年至 1993
年担任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熟悉委员会的工作。
 

* 续自第276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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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法院与委员会

之间交流意见已成惯例，对此法院表示十分赞赏；

重返他曾于 1987年至 1993年期间作为委员会委员

并于 1990年作为委员会主席的这一会议室，他感

到特别高兴。

3．国际法院是联合国负责以国际法为依据裁

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主要司法机构，而委员会则负

责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二者之间的联系

不言自明。双方都为加强国际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两组织之间还在各个层面进行交往。委员会

的一些委员经常作为当事方的律师或代理人到国际

法院出庭，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辩护技巧，而且还带

来了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宝贵知识，而

这反过来又丰富了法院的辩论。更重要的是，自贝

内加尔·劳爵士于 1952年当选为法院法官起，委

员会的委员便经常被选为国际法院的法官。2002年
10月就有两位委员当选，从而使目前 15位法官中

有 7人曾担任委员会委员。此外，委员会的一些委

员还作为专案法官在国际法院审理案件。

4．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因一方对另一方的

工作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考虑而更为完善。委员会在

其编纂工作中，系统地参考法院的判决；法院同样

也借助于委员会的工作来确定法律的内容，或解释

国际法的各项规则。如果说根据《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委员会的工作只作为确定国际法方面

的一个辅助性手段的话，那样由于其质量非常高，

因此已无疑成为所有辅助性手段中最可靠、最值得

依赖的手段。

5．法院参考委员会的工作，首次是在其 1969
年对北海大陆架案做出判决时，当时法院借助了

委员会就划定邻国之间的界限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以确定 1958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 6条所规定

的等距离原则的状况。委员会在海洋法方面所开

展的工作，后来也为法院在渔业管辖权案（联合王

国诉冰岛）、大陆架案（突尼斯诉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和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案等多个场合中 
使用。

6．委员会的工作还在许多其他领域对法院非

常有帮助。在卡西基里 / 塞杜杜岛案以及最近的喀

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中，法院借助

于委员会的工作来解释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各

项规定。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中，法院借助于委员会的工作，确认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规定的禁止使用武

力这一原则具有常理性质。同样，1978年《维也纳

公约》第12条也具有常理性质，尤其是委员会在其

第二十六届会议 1上通过的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

项目案中对关于国家在条约继承方面的条款草案第

12条的评注。另外，在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

领土问题案中，委员会的工作被用来确认仲裁的定

义。

7．关于法院与委员会工作之间存在的潜在互

补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国家责任这一领域。委员

会在国家责任规则方面所开展的编纂工作，为法院

审理诸如加布奇科沃 – 大毛罗斯项目案中的复杂问

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法院在解释必要状态、

区分不法行为本身与预备性行为以及确定据以采取

合法防范措施的条件时，大量参考了委员会一读所

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及所附评注。2 这样一来，

法院不只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工作，反过来还通过承

认条款草案中所载的一些原则具有常理性质，而加

强了这些条款草案的价值；早在草案二读 3得到通

过或由大会予以通过之前，4 法院就已经这样做了。

对条款草案地位的这种承认，两年后又在关于人权

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中的

咨询意见中加以确认：法院宣布，当时的条款草案

第6条（后为第4条）条文中所体现的关于应将国家

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其所属国家这一原则，具有习惯

法的性质。

8．过去一年中，法院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三

名新法官当选，即：来自斯洛伐克的通卡法官、来

自德国的辛马法官和来自日本的小和田法官——

前两位法官均曾担任过委员会的委员。科罗马法官

和他本人当选连任。

1 《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97页，评注第2段。

2 委员会临时通过的一读条款草案文本，见《1996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三章，D 节，第65段。

3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4 2001年12月12日大会第56 /83号决议，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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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从纪尧姆法官在上届会议上向委员会致

辞以来，法院已对三起案件做出终局判决，并在另

外两起案件中责令采取临时措施。不过，法院的备

审案件目录仍无变化，总案件仍有24件，因为在过

去的10个月中，法院又受理了三起新案件，这表明

法院充满活力，而且各国对法院非常信任。

10．法院已对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

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介入）做

出判决。1994年，喀麦隆请法院受理其与尼日利亚

在巴卡西半岛主权问题上的法律争端。喀麦隆随后

扩大了其所提申请的范围，请法院确定两国之间从

乍得湖到海边的土地边界，并划定各自的海上领域。

它还要求尼日利亚对占领巴卡西半岛和乍得湖以及

多起边境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做出赔偿。尼日利亚在

答辩中，则以缺乏管辖权和不可予以受理为由，提

出了8点初步反对意见，法院在1998年6月11日的

判决中已强调这一问题。尼日利亚接下来请求对这

一判决做出解释（请求解释1998年6月11日对喀麦

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所作判决案）对

此法院于1999年3月25日做出裁决。尼日利亚然后

又提出反诉，而且赤道几内亚也提出申请，请求准

予介入，关于这一请求可否予以受理的问题，法院

不得不加以处理。

11．法院认为，殖民时代所缔结的条约划定了喀

麦隆与尼日利亚之间的边界，法院已确认这些条约有

效。因此，法院决定，根据1913年3月11日《英 – 德

协定》，（1）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之间的边境从约拉到大

海；（2）根据克罗斯河上航行的规定，5喀麦隆对巴卡西

拥有主权。法院还根据1931年1月9日法 – 英之间的换

文，确定乍得湖地区的边界，驳回了尼日利亚对该地区

提出的要求。6法院还另外确定了两国之间在其他17个
有争议地区约1, 500公里长土地边界的准确界线。法院

接下来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海上边界，并同时兼顾了第

三方的利益，其中包括在口头诉讼中介入的赤道几内

亚的利益。法院是从确认《雅温得第二宣言》7和《马

5 伦敦，1913年3月11日，（《条约汇编》第13号（1913
年）），第231页。

6 伦敦，1931年1月9日，（同上，第34号（1931年）），（伦
敦，皇家印务局），第1页。

7 国际法院，1994年3月29日的法律程序申请书，喀麦
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
附件7。

罗瓦声明》8的效力入手的，1971年和 1975年，喀

麦隆和尼日利亚两国元首在该两份宣言中，对划分

两国领海的海上边界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远海的海

上边界问题上，法院按喀麦隆与尼日利亚之间的

等距离线划定了边界，这种结果似乎对两国而言

都比较公平。最后，法院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

义务尽快、无条件地撤回其在属于对方主权范围

内的地区所设的行政管理部门及所驻扎的军队和 
警察。

12．2002年12月，法院了结了印度尼西亚与马

来西亚之间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法

院在判决中认定，1891年大不列颠与荷兰之间，为

确定婆罗州岛上荷属部分与该岛上受英国保护的诸

国之间的界限而签订的公约 9的第四条中，并没有

确定当事双方在岛屿地区的任何分配线，因此当事

任何一方均未通过继承而获得对岛屿的权利。法院

最后根据当事双方所提主张的有效性，认定马来西

亚对利吉丹岛和西巴丹拥有主权。

13． 法院最近的判决涉及申请复核 1996年 7
月 11日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

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初步反对

意见所作的判决（南斯拉夫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法院首先回顾认为，根据《规约》第 61条，

当事一方只有发现新事实，即做出判决之时已存在

的、但法院及要求做出修改的当事方均不知晓的事

实，才能要求对判决做出修改。法院裁定，在做出

判决数年之后才发生的事实，不属于第 61条意义

下的“新”事实。联合国是在2000年11月才接纳南

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10远在1996年做出判决的时

间之后。因此法院裁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申请

不可受理。

14．法院还在去年提起的两起诉讼案中，下令

要求采取临时措施。在关于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

民案中，墨西哥起诉美国，指控其在54名墨西哥国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237卷，第19976号，第
319页。

9 伦敦，1891年 6月 20日（《英国和外国文件》，1890-
1891 年，第 83 卷（伦敦，皇家印务局，1897 年），第 42
页）。

10 2000年11月1日大会第55 /1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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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美国若干州被判死刑的问题上，违反了《维也

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5和第 36条的规定。2003年 2
月5日，法院指出，美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第91-92页］，确保被法院认为符合条件、属于情

况紧急的三名墨西哥国民不被处决，待法院做出终

局判决再定。法院还表示，美国政府应向其通报美

国在执行该命令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法院另决

定继续处理该命令所涉及的问题，直到其做出终局

判决为止。

15．在关于法国国内的若干刑事诉讼程序案

中，刚果共和国提出申请，就法国试图撤消法国司

法当局采取的调查和起诉措施一事，对其提起诉

讼。这些调查和起诉措施，是在多个人权协会针对

刚果所发生的对拥有刚果国籍的一些个人犯下的危

害人类罪行和被指控的酷刑，而对总统、内政部长

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刚果武装部队总检察长和

总统卫队队长，提出投诉之后采取的。2003年 6月
17日，法院认定，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不需要根

据《规约》第41条行使权力，按其要求采取临时措

施，因此驳回了刚果的请求。刚果在申请中表示，

它提议根据《法院规则》第 38条第 5款，以“法兰

西共和国所表示的同意（法国肯定会表示同意）”

［第103页］，作为法院享有管辖权的依据。也就是

说，只有在法国对法院享有管辖权表示同意的情况

下，才能受理该申请；法国于 2003年 4月 8日表示

同意，从而使诉讼程序得以进行。这一案件具有特

殊的意义，因为自第 38条第 5款于 1978年通过以

来，一国在无事先特别协议的情况下，接受另一国

的请求，承认法院享有受理针对其本国所提出的案

件的管辖权，这尚属首次。

16．法院还做出了一些其他裁决，在此他不再

向委员会赘述。他只想提起的是，法院已接受当事

各方所提出的请求，由五名法官成立特别法庭，审

理有关边界争端案（贝宁 / 尼日尔），以及有关申

请复核1992年9月11日对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

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与）所作

判决（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

17．法院积压的案件仍然很多，若干案件已

经或即将交付审理。因此，法院的工作量将仍然

很大。石油平台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

众国）目前正处于辩论阶段。今年年底之前，还将

对其他若干案件举行听证。法院正在考虑如何改

进其工作方式，以确保及时、有效地行使其司法 
职能。

18．法院和委员会在执行各自任务的同时，必

须要随时了解对方所完成的工作。委员会本届会议

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议程上的许多议题与法院备

审案件目录中的多起案件都极其相关，这些议题包

括：外交保护、对条约的保留、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国际组织的责任等。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也令人

感兴趣。他向委员会保证，法院将继续一如既往地

关注委员会的工作。

19．最后，他祝贺委员会能用联合国的所有六

种正式语言进行其程序，而他却不得不用英语发

言，由于历史原因，法院的正式语言只有英、法 
两种。

20．主席感谢国际法院院长所作的非常引人入

胜的发言，及其提供的关于任命新法官、委员会与

法院之间的交往、法院的判决、法院的积案及其正

式语文方面的重要信息。

21．布朗利先生询问，在法院所做的口头辩论

是否有价值。

22．史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当事各方的

律师所作的口头陈述，在辩论中对法院的成员有很

大的帮助，在像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

界案（初步反对意见）之类的案件中，尤其如此；

在此案中，尼日利亚的律师就管辖权和可否受理的

问题提出了八点意见；他的论述非常透彻、有力，

法院的成员们举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非公开会议，对

这些引人深思的论点进行分析。

23．虽然业已证明，进行口头辩论让年纪大的

法官感觉很辛苦，但却提供了一个说明书面陈述中

未涉及的理由的良机。正因为这一原因，法院的成

员们总是非常认真地阅读口头陈述记录。所以，律

师的口头辩论引人重视，很有价值。

24．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就委员会与法院之

间的重要联系方面的所作的介绍，内容丰富。由于

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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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了解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特设刑事法

庭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是否有任何接触。国际法

院是否讨论过这方面的交流问题？法院是否邀请过

其他法院的院长介绍工作？抑或这一举动将损害国

际法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建立这种联系是否将有

助于了解每一个司法机构所面临的困境？

25．史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法院的成员

们对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表示关注。迄今为止，

各专业司法机构之间尚无任何接触，不过，这种接

触对于在国际法若干问题上形成统一解释，确实非

常重要。法院的成员们虽然私下就这一问题交换过

意见，但并未进行过正式讨论。

26．所提到的法院，一些不属于联合国系统的

组成部分，而另一些则是安理会的附属机关。当

然，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说明如何在各国际司法机

构中处理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将会很有帮助，

因为一些国际司法机构在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上拥

有不同的看法。

27．法院前院长纪尧姆法官曾多次就这一问题

撰文，认为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审理国际私法和

国际公法领域中各种问题的主要司法机关，在出现

不同解释的情况下，可向其他司法机构提供咨询意

见。然而，一些国家在大会上对此表示反对，理由

是这将把国际法院变成一个上诉机构，而整个国际

社会尚无法接受这一步骤。

28．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法院院长谈到

法院与委员会之间的交往卓有成效，这令人感到满

意。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无论在工作量方面，还

是在复杂性方面，都要求法院不断调整自我，并改

进方法。在此方面，必须要通过大量简化手续的办

法，提高口头答辩的重要性，让口头答辩不再只是

重复书面陈述的内容，而成为热烈交换意见的场

合，从而让法院能抓住论点的要害。

29．法院、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和委员会，均应

在统一关于法律问题的解释方面有所贡献，从而解

决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开始时可能会存在多种意

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意见往往成为多数人

的意见。这是一个相当正常的过程，必须要找到一

种富有创造性的办法，促进其向前发展。

30．塞普尔维达先生说，史法官对法院与委员

会之间联系所作的介绍，令他十分感兴趣，特别是

因为规划组最近正在讨论第六委员会与本委员会之

间的关系问题。两个委员会都负有重要的法律职

能，但有时，这两个机构似乎断绝了联系；当然必

须承认的是，第六委员会更侧重于政治问题，而本

委员会主要关心法律问题。

31．史法官着重提到，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律师

在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出庭，提高了委员会的地位，

而且委员会的意见由于正确合理，而成为法院裁决

和判决的依据。另外，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还继而担

任法院的法官。刚才所进行的讨论起到了强调委员

会所固有的重要性这一作用。

32．法院院长作为第六委员会的前代表，肯定

了解第六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存在哪些联

系。他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突出地说明了委

员会的委员在努力实现良好的法律秩序方面备受 
尊敬。

33．蒙塔兹先生询问法院在行使其司法职能当

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法院是否打算对其规则做出

任何修订。

34．史先生（国际法院院长）说，由于法院处

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因此必须尊重这些国家

的主权平等；这样一来，就必须留给它们足够的时

间来做诉讼准备。这意味着，在最早提出诉讼请求

或就特别协议做出通知，与针对当事各方的诉状和

辩诉状提交答辩状或第二次答辩状之间，需要足足

两年的时间。在这些书面阶段之后，需要进行口头

听证，对此，一些当事方的代理人又需要另外五至

六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

35．一旦书面陈述提交完毕，而且口头听证结

束，便开始内部司法程序。在分庭进行正式辩论之

前，为保证法院判决的质量，每一位成员都必须要

撰写关于所有法律问题的所谓“评论意见”，事实

上也就是初步判决意见。起草该“评论意见”通常

需要一个月左右，而翻译又要几个星期时间。然

后这些“评论意见”被发到所有成员的手中， 再

留一个星期左右让他们研读， 最后才开始正式 
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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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正式辩论平均需要一个星期时间，审理特

别棘手的案件需要两个星期时间，然后开始起草法

院的判决书。当法院二读审议判决书时，又过去了

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且判决书已几经修改。之后进

行正式表决，表决后可以提出个人书面意见。与国

内法庭的官员不同的是，国际法院的成员很少由书

记官协助，国际法院总共只有 5名书记官，而且还

是仅在一年前才得到授权征聘的。

37．因此很显然，法院的程序非常耗时、费

力。要努力简化这些程序，当然是可能的，但绝对

不能做出任何有可能降低判决质量的事情，而且任

何简化程序的努力，都必须要有解释得非常清楚的

理由为依据。

38．已做出一些修改，以改进内部司法办法：

只要法律问题不过于复杂，便不再需要成员们撰写

关于在管辖权 / 可否受理阶段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

的“评论意见”，或关于请求采取临时措施的“评

论意见”；而且法院已采取步骤，限制口头答辩的 
时间。

39．简言之，为合理化程序所采取的任何措

施，都必须要在符合尊重国家主权、保障法院判决

质量的原则下进行。

40．主席代表委员会衷心地感谢国际法院院长

所作的关于法院工作的非常引人入胜的介绍，这些

介绍不仅对委员会的委员们非常重要，而且对参加

本次会议的国际法研讨会的与会者也非常重要。他

请院长向法院的成员们转达委员会的正式问候，及

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个机构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流这

一愿望。

梅莱斯卡努先生（副主席）主持会议。

外交保护 11（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 和
Add. 1；12 A/CN. 4 /L.631）

1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1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41．加利茨基先生在提及最近印发的第四次报

告（A/CN.4 /530和 Add.1）时说，特别报告员以他

惯有的能力、渊博的知识和开阔的思想编写了该报

告。“关于对公司和股东实行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

这一标题有些令人误解，因为这并不是增编中所载

两项条款草案的议题。关于特别法问题的条款草案

第21条排除了适用先前规定的一些条款，但又没有

明确排除哪些条款。条款草案第22条所处理的是对

公司及其股东以外的法人实行外交保护的问题。应

将该条放在题为“法人”的第三部分；需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是，要适当理顺整个第三部分的所有条款的 
标题。

42．这两项新的条款草案均涉及草案中先前规

定的主要规则出现的例外情况，但每一条都是以自

己的方式来涉及的。第 21条以“特别法优于普通

法”的原则为依据规定：国际法的特别规则，只要

对公司或股东实行外交保护受这些规则的约束，便

有优先权。在第 112段，特别报告员引述了委员会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13第55条
的评注中所表达的意见，即：若要适用“特别法优

于普通法”的原则，在两项规定之间必须要有一些

实际上的不一致，并有可辨别的意图表明一条规定

要排斥另一项规定。也许应在第 21条的条文中增

加关于实际上的不一致或可辨别的意图等要求，从

而更加明确地界定实行“特别法”规则的范围，以

有别于“普通法”。关于国家责任的第55条中，还

有另一方面内容没有体现在第21条中，即：一般性

条款应该“在、并且只在”所涉主题受国际法特别

规则约束的情况下不得适用。在关于外交保护的条

款草案中应纳入这种更加宽泛的规定。

43．科斯肯涅米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实行“特

别法”原则，不应只限于对公司及股东的外交保护，

还应适用于条款草案所规定的其他情况。这一问题

似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考虑到委员会正在就国

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平行开展工作，则更是如此，

13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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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项工作中，“特别法”是其分析的主要问题

之一。

44．自相矛盾的是，科斯肯涅米先生建议从较

为宽泛的方式表述“特别法”原则，而布朗利先生

却建议也许不必单独对“特别法”做出规定。的确，

适用“特别法”来解决外交保护问题，也许源自一

般的法律原则。然而，即使人们承认“特别法”原

则也具有一般性质，但在像外交保护这样一些情况

下，实际适用这一原则时，可能还需要额外遵循特

殊的规则。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 55条同样

确认了就“特别法”问题制定专门规定的重要性。

45．鉴于所提建议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应该谨

慎行事：对于单独制定一项关于“特别法”的规定

这一想法， 不应予以全盘否定， 而关于将第21条
不要仅限于对公司和股东的外交保护这一建议，似

乎是比较合理的。可以找到将该原则适用于其他法

人、甚至其他自然人的例子——涉及由外空物体所

造成的损害问题的自成一体的责任制度，便是一例。

所以，他赞成修改第21条，可能的话，将该条放在

别处，而不是第三部分，以使该条能得到更普遍的 
适用。

46．至于第 22条，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在第113
段表达的意见，即：不可能进一步起草条款规定，

来逐一处理对每一类法人实行外交保护的问题。正

如第 121段所指出的，在实践中适用这一条款的主

要困难在于，法人能以无限的形式出现。总的来

说，以法人身份进行注册的可能性源自国家内部立

法，而各国所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大不相同。第 121
段以欧洲经济利益集团的法律地位为例，很好地说

明了这种不同；特别报告员在该段中正确地指出，

类型相同并按统一法规被赋予同等法定资格的实

体，可能在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国中被授予法律人

格，但在另一成员国中却不被授予这种人格。

47．还必须认识到，国内法律所承认的实体越

来越多，而且正如第117段所指出的，这些实体也

许有兴趣从它们的法人地位中受益。个别国家单方

面、不受限制地将法律人格延伸至各种不同的实

体，这在具体对这些实体实行外交保护时，可能会

带来严重问题，因为其他国家也许未必很愿意认可

此种法律人格。即使在第 22条中非常宽泛地规定

可“比照适用”，似乎也不解决问题。所以，以某

种形式纳入关于有关国家之间应相互认可某具体实

体的法律人格这一要求，也许会有用。

48．尽管提出了这些意见，他认为该两项条款

草案都是必要的，是建立在彻底研究的基础上的，

是对委员会先前所通过的那套条款的有益补充。因

此，应将这些条款草案连同讨论中就草案提出的评

论，一并提交起草委员会。

坎迪奥蒂先生（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49．阿多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

大部分内容。条款草案第21条规定，援引双边或多

边投资条约时，不适用习惯国际法的规则，这不仅

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他同意布朗利

先生的意见：纳入该款并无真正的必要，但也不会

带来任何害处，因此为格外谨慎起见，可以予以保

留。所以该条应提交起草委员会。

50．至于条款草案第 22条，为每一种具体的

法人起草外交保护条款，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

使用“比照适用”这一措辞是很恰当的。这一措辞

已经成为通俗语的一部分，用来表达该条所暗含的

意思，再没有更为紧凑的方式了。该条亦应提交起

草委员会。

51．加亚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着重于两个问题

为其报告编写增编，认为这既周到，又有用。关

于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即：关于外交保护，已有许多特别规则。一些规则

排除或延缓外交保护，提供某种解决争议的方法，

让投资者能发挥直接的作用，另一些规则修改申请

外交保护的国籍方面的要求或暂不适用当地救济规

则。虽然最主要是涉及公司或其股东的外交保护问

题，但他认为，关于特别法的规定不应只限于公司

或其股东。在这一点上，他同意加利茨基先生的意

见：这一规定的范围应更加广泛，应置于草案的最

终条款中。但如果特别法纯粹以条约规定为依据，

则可能没有必要提及。

52．条款草案第22条中所用的拉丁文“比照适

用”一词，正如第123段所建议的，不是一句格言。

在法律条文中，最好不要使用像拉丁文这种人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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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语言，因为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它的

对应词。然而，他认为这个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

于需要使用不同规则的情况，以及该不同规则的内

容，它基本没有加以说明。因此，对公司以外的法

人拟定一条实在规则，似乎更为可取。为此目的，

需要对国家做法进行分析。然而，不幸的是，这一

点没有体现在报告的增编中。

53． 他建议姑且采用符合以下方针的案文，

即：有权对公司以外的法人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

是根据其法律赋予该法人以法律人格的国家，但该

法人的管理机构所在地或登记地点必须在该国境

内。应当承认的是，对于“管理机构所在地”这一

措辞，不能以与公司相同的方式使用，但他确信，

起草委员会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以在法律人格

的基本归属与被认为有权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之间

建立某种正式联系。

54．池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为第四次报告编写

的增编。在第 109段中，对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在根据习惯国际法进行外交保护的

现行制度中的好处所作的说明，体现了国际法院在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作的声明。再者，鉴于在

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方面已有大

量的国家做法，也许可以下结论，认为第21条已适

于编纂。根据韦尔齐基尔的观点，如果某一具体类

型的双边条约频繁出现或其中的某一具体条款不断

重复，其本身即可能产生一种得到一般法律意见证

实的做法。14多林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一贯的

条约实践，可以有效地促成仲裁条款方面的新法律

的形成。15 再者，委员会章程第15条指出，“编纂”

一词是用来指，在已有大量国家做法、先例和学说

的领域中，更准确地制定国际法的规则，并使之系

统化。众所周知，之所以进行编纂工作，理由是成

文法高于习惯法。

55．关于第 21条，他还想提请大家注意在外

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合同中的“稳定条

款”方面所存在的国家做法。这种条款是用来保

护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一种附加的、有效的手段，

14 J. H. W. Verzijl, International La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vol. I (莱顿，西哈托夫出版社，1968年 ),第 40页。

15 多林，同上（第2774次会议，脚注7）。

已经受到数个仲裁法院的维护，并得到了一些著

名法官的支持。这种意见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外国

投资者与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双

边投资条约。但对外国投资者与作为东道国的发

达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却好像有问题。

也许委员会应根据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在平等经

济关系方面相互依存的情况，来对该类问题进行 
探讨。

56．鉴于特别报告员在第 117段中的解释，他

愿意撤回他先前提出的关于在条款草案第 22条中

的“公司”之前增加“商业”二字的建议。第 21条
和第22条均可接受，并应提交起草委员会。

57．卡特卡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并同

意他关于应在五年内结束该主题的意见。第 21条
应可普遍适用于外交保护的所有条款，而不应仅局

限于公司。正如布朗利先生所建议的，也许没有必

要对特别法做出规定。但是，既然在关于国家责任

的条款草案中已有先例，将这一规定纳入目前的草

案中，似乎也不碍大事。或许，大会或外交会议随

后将会删除这些规定。

58．第22条的标题应改为：“其他法人”，因为

这正是该条所实际处理的问题。再者，关于第 122
段的最后一句，他无法理解为何其中谈及第 18条
和第 19条，而所涉的大多数其他法人并没有公司

法传统意义上的股东。最后，他赞成保留拉丁词语

“比照适用”。

59．马西森先生对他作为新委员所受到的热烈

欢迎表示感谢，并说他同意关于报告的质量很高这

一评价。关于第21条，他赞成对特别法的适用问题

做出具体规定，当然委员会可以灵活掌握其所采取

的形式。合适的做法是，不仅要对这项原则与该条

草案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加以明确，而且还要对适用

于投资保护领域的这一重要的制度本身予以承认。

他对另一种思路，即：该条的范围可以更加广泛，

也有一些同感。这一点可以在评注中处理，但委员

会无疑更愿意将其写入条款草案的正文中。

60．正如布朗利先生所指出的，报告中的某

些部分在说明特别法的适用问题时好像太绝对。

第 108 段中的“与外交保护相关的习惯法规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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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外”一句，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将其

说成： 明显偏离习惯法规则的其他制度应予适

用，可能会更准确一些；但是在其他方面，该类

规则可能而且的确适用于外交保护领域中进行的

仲裁。

6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 21条中的特别

法规定不应只限于公司及其股东，还应适用于自然

人，例如，那些根据人权条约的条款行事的自然

人。一般性规定应放在草案的结尾，以涵盖所有的

条款。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投资和人权条约排除

在外。事实上，委员会应予以优先重视，而不是启

动外交保护这种笨拙的政治程序。

62．他指出，通过特别法来排除，并非绝对

的，而是有条件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缔

约国未能遵守所作判决的情况下，这将适用于投资

或人权条约，但正如该段最后一句的相应脚注所指

出的，也可以重新考虑外交保护。在起草一般性规

定时，应反映出这一情况。另外，他同意改写第21
条开头的词语“这些条款并不适用”，以更具体地

提及所涉的条款。

63．至于条款草案第 22条，他赞成使用拉丁

词语“比照适用”，但他对使用“原则”二字表示质

疑，建议最好使用“规定”一词。另外，所涉及的

是第 17至第 21条全部？还是仅涉及其中的部分条

款？他认为可将第21和第22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64．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起初他

倾向于第21条采用狭义的规定，理由是，最明显的

特别法所涉及的都是多边或双边投资条约。然而，

大家似乎支持做出更宽泛的规定，不仅涉及公司，

还涉及自然人。为加快进程，他建议，与其继续在

全会上讨论这一主题，不如委派起草委员会负责重

新起草该条规定。

65．主席回顾了加亚先生关于“比照适用”一

词的评论，以及对其他法人予以承认，或通过外交

保护而在这些法人与有关国家之间建立起某种正式

联系的必要性。

66．加亚先生说，使用“比照适用”一词是一

种简便的解决办法，但明白其所牵涉的确切影响，

是很重要的。关于第 21条，委员会在国家责任主

题上已有过先例，提出了特别法这一题目。然而他

不能确定的是，根据关于国家责任问题条款草案第

55条，特别法必须是指条约。这一规定或许还涉及

一般国际法中一般规则未涵盖的一些领域。也许用

一个短语来表明一般规则可能没有涵盖一般国际法

的所有方面，或许更加合适。根据特别报告员的解

释，他的理解是，对外交保护而言，只有以条约为

依据才有例外。也许这一点也需要提及。

67．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除了

与公司保护有关的问题以外，基本不存在什么国

家实践。曾有过国家对非政府组织提供保护的事

例，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在奥克兰港船只毁坏问题上

与法国的争端，但还缺乏足够的国家实践以制定这

方面的一般性原则。由于这一原因，应将重点放在

对公司的保护上。所起草的一般性规定，应确定一

般性原则，以指导国家对公司以外的法人提供外

交保护。委员会不可能指望面面俱到，迎合一切 
情况。

68．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原则上同意特别报

告员所建议的在特别法方面采用较宽泛的规定，并

交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然而他感到关注的是，如

果处理不当，今后在解释这一规定时便会遇到麻

烦。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小组刚刚开始关于一

般性规定和具体规定的讨论。因此，起草委员会必

须要从内容、范围和适用问题上对特别法的规定做

出清楚的定义。

69．布朗利先生提及大家对相对缺乏国家实践

方面所表示的关注，并说，可以认为各国代表团在

各国际法庭上的立场即是某种形式的国家实践。报

告第 119段提到了常设国际法院的几项有关裁决，

如果对书面陈述进行进一步研究，也许还能得到一

些国家观点。至于梅莱斯卡努先生提出的应如何着

手工作的意见，他指出，为逐渐发展的目的，必须

着手开展工作，才可能有所发展。对于第 2条，委

员会也许除了认为它还有某种尚未完成的工作以

外，无需多言。

下午 1 时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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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池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

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

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

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

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

塔兹先生、尼豪斯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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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组织的责任（续完）*

（A/CN. 4 /529 , E 节；A/CN. 4 /532；1 A/
CN. 4 /L.632）

［议程项目 7］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了起

草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报告（A/CN. 4 /
L. 632）。他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A/
CN. 4 / 532）中提出了三项条款，所有这些条款都已

提交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审议后通过了这三项

案文，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态发展，为委员会关于这

一专题的工作取得进展带来了希望。委员会通过的

条款草案案文如下。

第1条 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1．本条款草案适用于一国际组织对国际法所

指的一不法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

* 续自第2763次会议。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本条款草案还适用于一国对一国际组织的

国际不法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

第2条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国际组织”一词是指根

据条约或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书建立的拥有自己

的国际法律人格的组织。国际组织的成员除了国家

以外，还可包括其他实体。

第3条 一般原则

1．一国际组织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

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2． 在下列情况下， 一国际组织有国际不法 
行为：

(a) 由作为或不作为构成的行为依国际法可归

于该国际组织；而且

(b) 该行为构成对该国际组织国际义务的 
违反。

2． 这一专题实际上是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2 的继

续。这并不是说委员会将简单重复关于国家责任的

条款，而是说它会追随在这一专题方面已经形成的

基本趋势。然而，如果关于本专题的条款显示了与

国家责任条款同样的法律原则，行文应保持一致，

以避免任何混乱或含混。

3． 关于条款草案范围的第 1条由两个句子组

成，起草委员会倾向于将它们分开，放在两个不同

的段落。

4． 第1段为特别报告员建议的第1条第1句，源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57条。它表

明，主题事项是一国际组织对国际法所指的一不法

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起草委员会保留了特别报告

员建议的案文，有两点行文上的变化。删去了它认

2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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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余的“问题”一词。因此，新的案文为“国际责

任”，而非“国际责任问题”。该段的中间部分为单

数，而非复数。这纯粹是文体上的变化，与委员会

以往的编纂做法一致。因此，这一部分读为：“一

不法行为”，而非“不法行为”。有人建议，这一处

应改为“其国际不法行为”，但起草委员会拒绝了这

一建议，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会认为，这种表述没

有涵盖在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四章所审

议情况类似的情况下，国际组织对其成员的不法行

为负有责任的问题。为清晰起见，并为避免含混，

起草委员会因此决定保留特别报告员建议的行文。

5． 还有人在全体会议上建议，第1条应处理归

属问题。起草委员会进行审议之后，认为在目前阶

段着手这一问题是不明智的，恐怕会限制条款的范

围。例如，还不能确定条款草案是否应当排除某些

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一个组织接受了应由其成员

之一履行的特定义务，而该成员又未能履行义务。

在此种情况下，不法行为可能原则上归于该国家，

但委员会可能决定，在某些情况下，有关组织应当

负有责任。因此，第 1段的行文比较笼统。它对一

个组织应当负责的行为或国家应对有关组织的行为

负责的情况未作任何指明。评注将解释，该条只是

指明条款涉及哪些问题，而不是预先提供解决办

法。第 1段的行文还涵盖了作为一国际组织成员的

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6． 第2段对应特别报告员建议的第1条第二句，

涉及国家对国际组织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它补充

了第 1段，填补了一项空白。委员会作了一些文字

上的改动。为与第1段求得一致，删去了“问题”一

词，以“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取代了“一个

国际组织的行为”，以清楚表明指的是国家对一国

际组织的不法行为可能负有责任。

7． 还应当指出，第 2段并没有提到一组织的

“成员国”的责任，只提到“一国”的责任。这是一

种有意的选择，目的是要对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四章所涉情况作出规定，在

这些情况中，一个国家可能并非一组织的成员，但

也可能例如指挥、协助或胁迫一组织从事不法行为。

8． 第2条（用语）目前只规定了“国际组织”的

定义，在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之前，全体会议

对其进行了深入讨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起草了

一项案文，全体会议随后将之提交起草委员会。起

草委员会是在这项案文的基础上工作的。

9． 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有人提出，有众多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组织将自己看作是“国际”

的。它们的成员有国家，也有非国家实体。由于很

难把所有这些组织都考虑在内，必须清楚表明条款

草案涉及的“国际组织”的类型。不过，这并不意

味着最终制定的原则和规则，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

原则和规则不适用于其他组织。在评注中应当说明

这一点。一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国际

组织”的定义很抽象，要求对现有国际组织的类型

作出解释，以澄清该定义包含哪些组织。但其他委

员认为，定义需有一些切实和可核查的特点。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提出的案文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制定

的。该条确定了国际组织进入这一专题范围内需要

满足的三项标准：建立方式、法律人格和成员资格。

起草委员会仅对工作组提交的案文作了几处修订。

10． 目前的案文由两句话组成。第一句涉及定

义的前两个因素，即组织的建立方式和法律人格，

第二句涉及成员资格。就组织方式而言，条款草案

含义上的“国际组织”必须是根据“条约”或受国际

法制约的“其他文书”建立的。起草委员会中的普遍

看法是这些条款涵盖的国际组织应由一项根据国际

法采取、明确表示当事方同意意愿的行为建立。“条

约”一词由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项（甲）

款作了广泛界定。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1
款 (a) 项载有同样的定义。该一定义也适用于“文

书”一词。在第2条提出的定义中列入这两个词是有

必要的，因为它涵盖宣言、决议、公约、法令、章

程等等。起草委员会考虑了其他的选择，例如“协

定”、“表示同意的形式”、“国际法法令”或“其他

手段”，但最终确定“文书”是这一上下文中最恰当

的用语。第2条还规定此类条约或文书应当是“受国

际法制约的”，在1969年、1978年和1986年《维也

纳公约》的第2条第2款 (a) 项中，也可以看到这一

概念。其目的是把受国际法制约的条约和文书与受

国内法制约的其他文书区分开。

11． 第二项标准是此类国际组织应当拥有“自

己的法律人格”。工作组提出的定义含有一个加了

方括号的短语“有别于其成员国的”。起草委员会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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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这一短语，因为它同意全体会议上表明的普遍

看法，即该短语是多余的，这一条件已经包含在关

于独立法律人格的要求中。

12． 第三项标准是在一组织的成员中，必须有

“国家”，因为一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包括了其他国际

组织、领土和非政府组织。国家作为成员存在是必

须的，只有这样，才能界定这一专题的范围，从定

义中排除非政府组织。该句结尾“其他实体”一词指

的是可以成为国际组织成员的国际组织、领土和非

政府组织。没有明确提到完全由国际组织构成的国

际组织。起草委员会认为，此类国际组织很少。不

过，人们原则上同意，条款草案没有理由不适用于

此类国际组织。

13． 第3条（一般原则）转录了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1和第2条，只是将“国家”改

成了“国际组织”。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在全体会

议上得到广泛支持，起草委员会因此作了保留，但

将 (a) 项中的“属于”改为“归于”，以与关于国家责

任的条款草案第2条的行文保持一致。

14． 在全体会议上，有人提出，第3条所载一般

原则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涉及国际组织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它不适用于第1条第2款所涉一国对

一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的责任。起草委员会同意这

一看法，但提请注意，国际法委员会还不能够着手

制定关于一国对一国际组织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原则。

关于本专题范围的第1条必须清楚说明所涉问题，但

关于一般原则的条款在目前阶段并不需要包罗无遗。

当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已取得足够进展，人们也更

清楚地理解了国家如何和在何种情况下可能要对一

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负责，委员会便可决定是否应

当就此问题阐明一些一般原则。没有对造成此类责

任的情况和可能的例外进行深入了解，现在就制定

法律原则还为时过早，虽然委员会显然要在某个时

候考虑这一问题。起草委员会还注意到全体会议（第

2755次会议）上提出的一项提案，行文如下：

“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可能因下列情况引

起一国的国际责任：

(a) 该国造成了该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

( b ) 该 国 际 组 织 作 为 一 国 家 机 构 采 取 
行动。”

15． 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一

个新问题，即第 3条没有包含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 3条相当的规定，后者规定，把一国的行为定性

为国际不法行为时，需遵循国际法，这种定性不因

国内法把同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受到影响。起

草委员会认为，该规定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应在评

注中说明这一点。

16． 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条款草案第1条。

就这样决定。

17．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从前 3条中看出，

国际组织的责任虽然与国家责任专题有类似之处，

但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他是委员会中赞同对国际组

织作出较宽泛定义的委员。很难将定义限制在一个

狭窄的范围，不过他理解根据客观标准来限制其范

围的实际需要。他没有听到对条款草案也可能涵盖

其他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一想法的强烈反对意见，因

此建议将“不妨碍”条款列入，以表明该条同样适用

于狭义定义未涵盖的其他国际组织。

18． 关于第 3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的背景下考虑国家对国

际组织行为的责任问题，因为如果走得太远，委员

会可能会陷入僵局。

19． 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对条款草案第 2
条有保留意见。他很难理解该条的线性表述方法，

好象是在说明两件不同的事情。第一句很符合该条

的标题，但第二句涉及国际组织的构成。因此，第

2条的标题应为“定义与构成”。

20． 卡姆托先生说，他同意庞布 – 齐文达先生

的看法。第 2条的行文将两件本应分开表述的事合

并在一起。此外，“条约或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

书”一语可能引起困惑。他不得不承认，他有些难

以理解委员会所指的意思。 在他看来，1969年和

1978年《维也纳公约》给出的条约定义实际上涵盖

了表明国家愿意接受约束的所有国际法律文书。全

体会议上提出的各种其他概念都在这一定义的范围

内。委员会或许可以解释“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

书”是什么意思，以便对它的想法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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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如果重

复讨论现在全体会议上、后又在工作组内并最后由

起草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工作将没完没了。

22． 梅莱斯卡努先生就第 2条所拟定义中没有

包括国际组织表明了意见，对此，他认为，目前没

有必要去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今后再来讨论。

23． 他对庞布 – 齐文达先生关于第 2条应分为

独立两款的建议没有根本性反对意见，但认为，这

一想法应在早些时候提出，以使起草委员会能够作

出审议。

24． 然而，他不同意卡姆托先生对使用“其他

文书”一词提出的看法。这个问题已在全体会议上

进行过深入探讨，起草委员会建议在评注中举例说

明不是根据条约建立的国际组织。他认为在某些情

况下可能存在隐性条约，这一点将在评注中提到。

他促请委员会委员不要再次就该问题的实质部分展

开辩论。

25． 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他不是要就实质内

容重开辩论，而是认为这两个连续的句子讲得显然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26． 主席建议，在两个句子之间建立起逻辑联

系，例如，可使用“此类组织的成员可包括……”一

语，以对这一点作出澄清。

27．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感谢起草委员会主

席作了出色的工作。拟议的案文似乎很全面，也足

够明确。当然，尽善尽美是没有止境的，但委员会

从其起点便已取得了长足进展。

28． 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同意起草委员会提出

的第2条。案文很周密，更重要的是，它如实反映

了讨论情况。提出了旨在改进国际组织定义的建

议。他认为，该定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不应仅仅将条约视为建立一国际组织的根

据；其次，国际组织的成员并非只包括国家。国际

组织的实践证明应当列入这两个组成部分。当然，

可以增加更多标准，还可以列入某些要素，有时是

人为的要素，但他认为，上述两项要素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它们清楚表明了委员会在提到一国际组织

时，指的究竟是什么。

29． 卡姆托先生说，他也不想重新进行实质性

讨论，但无论何时，如果有人能够提出供审议的想

法，可能澄清委员会的工作，他 / 她就应当毫不犹

豫地这样做。他的意见完全是为了提请注意一个事

实，即在委员会进入对条款作出评注的阶段时，必

须注意说明它的真实意思。他仍然赞赏起草委员会

和工作组取得的成果。

30． 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他希望

委员会通过目前形式的条款草案，不作任何修正。

案文是均衡的，任何增补，即使是主席建议的增

补，都有可能会打破这一均衡。在下次审读时，委

员会可以斟酌不同的措辞。目前，他请委员会委员

通过当下的条款草案第2条。

31． 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考虑

到会议期间提出并将反映在有关简要记录中的所有

评论和意见，希望通过起草委员会建议的关于用语

的条款草案第2条。

就这样决定。

32． 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起草委员会建议的关于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第 
3条。

就这样决定。

33． 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全文通过起草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外交保护 3（续）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和
Add. 1；4 A/CN. 4 /L.631）

3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五章，C 节。

4 见上文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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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

34． 卡姆托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在向委员会提

交的第四次报告（A/CN. 4 / 530和 Add. 1）中纳入了

极为有用且考虑周密的条款草案。不过，第21条中

规定的特别法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第55条中的叙述方式并不一致。5 如加亚先生在上

次会议上所说，第55条旨在涵盖一般规则与特殊规

则之间确实出现抵触的情况。如果制订第21条时考

虑到同一目的，那样，加利茨基先生认为应当作出

修订，以纳入两类规则不相容的概念，自然是正确

的。但这并不是特别报告员提出第21条的目的。只

有在投资保护条约的规定与今后关于外交保护的条

款草案之间出现冲突时，它才适用。第55条提出了

解决范围不同的两类法律文书所载规则之间冲突的

想法，而第21条，就公司保护而言，体现了特别程

序优先于外交保护规则的原则。第21条应当保留目

前的行文，原因就在于此。

35． 第21条的措辞表明，今后关于外交保护的

条款可能是剩余规则，因此，一般情况下不适用。

据指出，存在大量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但还应当

提请注意制订保护人权的区域制度，纳入某种争端

解决机制。因此，他同意一些委员的建议，即这一

规定应当予以扩大，适用于全部条款草案，并放置

在结尾。或许只能在以后，在委员会对条款作出整

体审议后，才能敲定最后的行文，因为到那时才可

以决定特别法的范围。

36． 对第22条有两点意见。第一，特别报告员

在其报告的第117至第121段中举例说明了法人的多

种形式，以及很难在它们之间找出“共同的、统一

的”特点，这很有趣，但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完

全是因为所举的例子将法人的法律性质与其宗旨或

目标混为一谈。只要对法人的含义作出适当回答，

而不是试图确定法人建立的目的，就可以发现，这

些建立方式和活动多种多样的实体属于同一个功能

性定义的范围。所有法人共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他

们享有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

5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如果一项国内法作为相关法

令，指定一实体为法人，或规定了法律要素，使之

能够得到这一确认，就是足够的：为外交保护的目

的，国际法律秩序必须接受其为法人。因此，在这

一点上，报告的第117段值得商榷，过于绝对。

37． 第二点评论涉及“比照适用”一词的使用。

他听取了加亚先生在上次会议上对这一拉丁文表述

表示的关切，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理解它的

确切含义。他因此查阅了各种国际法和一般法字

典，认为可以使用这些措辞，不会引起条款草案所

针对对象的困惑。

38．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21和第22条的

措辞，因此，他支持关于将这两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的建议。

39． 卡米沙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作了出色的工

作，向委员会阐明了如何运用解决争端程序，这些

程序一方面是由双边投资条约规定的，另一方面，

《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建

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也作了规定。这两个机

制有共同特征，都排除了有关外交保护的习惯法规

则的适用，《公约》第 27条第 1款对此有明确表述。

每个人，包括特别报告员都同意，适用国际仲裁技

术的这些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优于依

赖国家诚意的外交保护。

40． 因此，他询问关于一项特别投资保护制度

即特别法的第21条，是否应列入进来，因为从实践

角度来看，这一特别制度是一般规则，而外交保护

是例外。不过，他理解特别报告员的诱导式方针，

也欢迎他在上次会议上宣布的明智决定，即特别法

一说将适用于全部条款草案。除了这一点保留，他

建议将条款草案第21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41． 对条款草案第22条中使用的拉丁语“比照

适用”，他没有什么疑难，但他担心国家可能会使

用外交保护，照顾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例如非政

府组织。对自然人或法人行使外交保护的决定是高

度政治性的，取决于提供保护的国家的酌处权。在

一些情况下，国家可能出于或对或错的任何理由，

为制造事端，针对与它没有外交关系的另一国，受

理在其自身领土上适当注册的法人的诉讼案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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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第 120段中，特别报告员提到了德林的看法，

认为非政府组织与其注册国没有足够联系，没有资

格获得外交保护，6 但在拟议的条款草案第22条的行

文中，没有针对这一点作出调整或考虑。他将很感

谢特别报告员就这一点解释其立场，并说明是否应

针对这种情况考虑某些保护性措施。

42．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祝贺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出

色的报告，她注意到卡姆托先生说，就条款草案第21
条而言，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5条不一定适用，因为

两者情况有所不同。她不能肯定情况是否确实不同。

她对报告的理解是，特别报告员想提出一个替代的案

文，即使一些段落如马西森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所指出

的，略有些绝对化。双边投资条约甚至多边协定有时

并不提及那些只是局部的、所建立机制最终甚至无效

的外交保护。为此，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不妨在条款

草案第21条“就”与“保护公司”之间加上“或可能就”

几个字。只要预见的机制失效或不够完整，就可能再

度启用外交保护。特别报告员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

43． 上次会议上，对是否应通过关于特别法的一

般规则，而不仅仅是对公司的适用规则问题进行了长

时间讨论。她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应在所有必要处提

及特别法规则的意见。由于特别规则而非一般规则将

适用于公司，在条款草案第21条中提到这一事实是有

好处的。不过，这绝不是说这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尤

其是在个人情况中都一律适用。实际上，她担心，如

果条款草案规定，针对每一实体，包括个人，都存在

一项特别法，这有可能会妨碍在特定人权体制发挥作

用时运用外交保护。此类体制通常是建立在多边公约

基础上，不会提及外交保护，但它们无疑并没有排除

外交保护。如果决定起草一项关于特别法的条款，适

用于个人或其他实体，就可能使人认为，一旦特殊体

制，例如人权体制适用，那样，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可

能实施外交保护。这并不是条款草案的目的。因此，

她认为最好保持谨慎，并说，特别法规则仅在明确作

出规定时才排他地整体适用，否则，关于外交保护的

一般规则也将适用。

44． 关于第22条，她支持卡特卡先生关于标题

中“其他”一词的建议，因为公司是法人。至于其中

6 Doehring，如上（第2774次会议，脚注7），第573页
及以下各页。

提到第17至第21条，显然，第18和第19条并不适

用，因为第22条中没有再提及股东。实际上，她不

能肯定是否应当保留对第 17条甚至第21条的提及。

或许应当只保留对第20条或者第17条的提及，但她

保留再度针对此问题发言的权利。

45． “比照适用”一词过于含混。她同意加亚先

生所说，这一说法并没有表明如何对其他人适用该项

制度，应当表达得更确切些。特别报告员说，很能找

到这方面的国家实践的例子，虽然布朗利先生提请注

意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她认为，在目前全

球化的大背景下，今后，例如在基金会、非政府组织

和大学之间将有更多的互动，而其他此类法人也将加

强其对国际活动的参与。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以制定更为具体的条例或原则。因此，她支持加亚先

生的意见，认为需要在此类组织与申请外交保护的国

家之间建立联系。此类联系应基于关于公司国籍的条

款草案第17条所载类似原则，或略有不同。然而，不

一定需要两国都承认实体的法人资格；只需要提出外

交保护主张的国家这样做。否则，不承认非政府组织

或不给予其法人资格的国家就可能认为，它们可以随

心所欲的对待非政府组织或任何其他实体。此外，该

项规则不适用于公司，是因为有一些国家不承认公司

的法人资格。

46． 为条款草案的目的，报告第 117段中给出

的公司定义应在评注一开头就清楚申明，或无论如

何，应在涉及公司问题时及时清楚申明。毕竟，存

在没有股东或有限责任的公司，这一用语甚至可以

用来形容非企业而且不营利的实体。

47． 尽管有上述保留意见，她仍认为应将条款

草案第21和第22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48．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发言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即她提到

了外国投资特殊体制与人权保护特殊体制之间的 
区别。

49． 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的目的是排除外交保

护一般规则。从事外国投资的人认为，关于外交保

护的习惯规则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取决于民族国

家对是否干预的酌处权。在实践中，国家往往不愿

意为保护外国投资而进行干预。因此，在制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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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条约时，消除了酌处的因素，将权利交给股

东，而这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所体现的习惯国际

法中是不可能的。

50． 因此，投资条约与外交保护习惯规则之间

存在一种张力，但与人权公约并无此类冲突。在此

情况下，设计了两种体制，以便相辅相成。在外交

保护规则不适用时，适用人权公约，反之亦然。如

果委员会因此决定最佳方针是起草一项关于特别法

的一般条款，就必须注意双边投资条款与人权文书

之间的重大区别。

51． 科斯肯涅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对双边或

多边投资保护条约与人权文书之间区别的解释是正

确的，前者旨在避开外交保护的一般规则，后者则

无此意图。因此，在特别法的意义上处理投资保护

条约，方向不对头。此类条约的基本原理是避开外

交保护的一般规则，这只是对此类规则酌处性质的

一种阐释，因此，提及运作特别法作为一种解决冲

突的规则是多余的。如果特别法一类的解释性原则

意在减损的规则不是强制法，就没有理由适用此类

解释性原则。这就使他认为，出于两个理由，完全

没有必要在条款草案中提及特别法。第一，此类提

及可能无意中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有在

更广泛意义上相关的特殊体制，则意味着外交体制

可以完全和立即被排除，但情况并非如此。第二，

如其他发言者指明的，特别报告员使用的措辞，尤

其是报告第112段中的措辞，过于绝对，似乎是说

外交保护规则或者完全适用，或者完全不适用。因

此，可能最好像布朗利先生最初建议的，根本不提

及特别法，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项原则都将适

用，而如果不断提及，则任何文书倘若不提及它，

就会导致相反的结论。

52．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在人权和投资保护

这两件事情上，问题还达不到特别法的程度，确切

地说，相对于应在更为极端情况下使用的影响重大

的外交保护政治程序而言，还有一些救济比人权文

书或投资条约中提供的办法更有效，这类救济将被

给予优先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并没有完全排除

外交保护，因为如果被告国不执行初审救济决定，

外交保护就可以发挥作用。不存在相互和完全的排

除，例如在狭义的特别法这个例子上。因此，与其

就特别法作出规定，最好有另外一类关于救济的规

定，可在诉诸外交保护之前援用。不过，这就意味

着条款草案不能马上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53．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虽然委员

会显然只是在制定与公司有关的剩余规则，但在自

然人问题上，情况大有不同。笼统地适用特别法原

则，如条款草案所建议的那样，将导致出现一些问

题。或许，委员会应当更深入的审议这一事项，甚

至考虑作出另外的规定。如果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

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可考虑请委员会设立一个小

组，深入审查这一问题。

54． 布朗利先生说，他很怀疑是否有必要将更

多关系到评注而不是条款草案第21条本身的特别法

规定列入其中。另一方面，委员会虽然在其起草的

任何条款中都纳入了这项规则，但在关于外交保护

的条款草案中，它不仅纳入了特别法，似乎还想界

定其含义，甚至介入到那些构成国际法的错综复杂

的关系和等级结构当中。皮诺切特案的麻烦就在这

里，在该案中，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开始发挥重要

影响，但没有人考虑，它们开始与国家元首享有豁

免权的标准体制发生了矛盾。委员会需要很多年才

能解决这类孰轻孰重的问题。因此，理智的方针是

不要列入任何特别法规定，或者在列入的情况下，

尽可能不去谈论它的适用问题。

55． 马西森先生说，答案或许就在于承认在投

资保护领域存在重要的特殊体制，同时，条款草案

的目的不是修订或取代此类特殊体制。如此一来，

习惯法规则将继续得到利用，只要它们与此类体制

并不抵触。可以在某一条款或评注中表明这一点，

条款草案第21条的意图就在于此。

56． 卡姆托先生说，辩论证实了他的看法，即

与优先原则有关的条款草案第21条使投资协定更具

灵活性，并加强了人权文书的效力。因此，在条款

草案中，特别法条款应当如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的

那样，作为免责条款出现在结尾处，其行文应确保

该项规定涵盖所有特别法体制——投资、人权、豁

免问题等等。

57． 加亚先生说，优先问题涉及条约体制，不

需要在有关一般国际法的条款草案中界定。除了强

制性规范外，所有的一般国际法规则都可因条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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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损，包括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等一类规则。因此，

委员会应设想一项一般性规定。

58． 池先生说，国际法不断受到侵蚀，在此过

程中，新的国家实践，例如目前已超过2 , 000多项

的双边投资条约正逐渐取代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外交

保护规则。因此，应优先考虑此类国家实践。

59．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希望

表明，他在起草条款草案第21条和有关评注时，考

虑的只是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条约，他始终关注的

是，如果没有特别法条款，受此类条约保护的公司

及其股东将受到损害。布朗利先生和马西森先生正

确指出了这一点，就目前情况看，该项规定没有充

分考虑在投资条约存在漏洞时，适用习惯国际法的

可能性。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批评意见。由于他没考

虑到人权条约，他不曾将条款草案第 21条作为适

用于全部条款草案的一般性条款来处理。然而，将

该条款的范围扩大到人权文书不是没有危险的，下

面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其国民未经审

讯即在另一国家被拘留或遭受酷刑时，如果被告国

是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因而该公约规定的程序得到

适用，则前一国家就无法代表其国民实行外交保

护。遭受拘留或酷刑者因而被剥夺了本来更有效的

保护。因此，在制定规则时，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谨

慎。委员会目前有三种意见：它可以完全避免任何

特别法规定；它可以仅对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适用

此类规定；或它可以笼统地表述这一规定。委员会

一些委员提出的第四个选择，即起草一项更具实质

性的规定，可能给委员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专题，即

特殊体制与习惯法之间的冲突。

60． 科洛德金先生说，他对条款草案第 21条
没有明确的立场，但注意到布朗利先生表示，该项

规定可能是多余的，因为按照一般法律原则，在特

别法所涉问题上，特别法先于一般法适用。委员会

如果决定保留该项条款，就必须确定它是否适用于

全部条款草案，换句话说，即是否同样适用于自然

人。这就必须确定为保护这类人员而制定的特别规

则意味着什么，而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还不

妨考虑，人权条约是否确实构成了特别法，排除了

国家诉诸外交保护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最好研究

一下各国的实践和它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这似

乎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小组目前进行的讨论

有关。此外，第21条并没有提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55条中出现的一项限制，即第21条应在并且只在

有关事项受国际法特别规定制约的情况下，才能适

用。在第21条中加入这样一项限制可避免不适当地

排除外交保护权。他不清楚条款草案案文中的从属

条款是否确实有必要。

61． 关于条款草案第22条，似乎并不存在足够

的国家实践方面的信息，证明应当制定一项条款草

案，规定对公司之外其他法人的外交保护。特别报

告员解释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但这并没有解决

问题。在实际情况下，比照适用的办法似乎没有很

多用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能够与公司股东一

样吗？完全有理由询问，(a)必须对规则作出哪些修

正或调整，以将它们适用于其他法人；以及 (b) 鉴
于有关人员范围很广，而且如特别报告员本人在报

告第 121段中所承认的，不同的法律制度又进行了

不同的处理，它们眼中的其他法人究竟指的是谁。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谨慎从事，或许不应将它包括在

研究范围内。

62． 蒙塔兹先生谈到条款草案第21条时说，显

然，特别报告员到目前为止提出的不同条款草案中

的规定对各国并不产生约束力，纯粹是宣言性的。

因此，各国可以自由地商定在其关系中不适用此类

规定。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达成了某种协议，避免

适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试图加以编纂的规则。这方

面的一个现成例子是1981年1月19日的第二项《阿

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伊朗和美国理赔

问题的宣言》，7 此项宣言设立的伊朗 – 美国索赔

法庭有权在特定条件下，就一国国民对另一国国民

提出的权利要求作出决定。该宣言的规定无疑是一

些特别规则，背离了条款草案所载规则。在这一点

上，他不明白为什么第21条的范围应当只限于公司

及其股东，而且同其他委员一样，他赞同制定更一

般性的规定，放在条款草案的最后，适用于全部规

定。因此，他赞成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三项选择。

63． 人们对第22条的必要性有一些怀疑，至少

就对非政府组织的保护而言是如此，尤其是因为它

并不是建立在可能加以编纂的既定惯例基础上。因

7 《国际法律资料》，第20卷，第1号（1981年1月），
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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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同意报告第120段中提到的德林的意见：在

大多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与其登记国没有足够的

联系，不能要求从它那里得到外交保护。8

64． 丰巴先生说，对条款草案第21条的第一个

问题是，“特别法”一词就其形式和实质内容而言，

可在多大程度上视为已在国际法中作了规定和明确

界定。梅莱斯卡努先生与其他委员表明了一些合理

的担心，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关于国

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辩论应当在这方面作出一些

澄清，但在此之前，应当注意《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子）项提请注意普通国际公约与特

别国际公约之间的区别。此外，国际法院在一些案

件中使用了“特别法”一词，例如在其关于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和关于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

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的决定中，提到了特别法的特

殊性质（分别见第62段和第274段）。委员会在其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55条中纳入了有

关特别法的规定，特别报告员似乎已说明了该项规

定的合法性。他认为，这项规定应放在条款草案的

结尾处。

65． 关于第21条的措辞，法文案文应使用“des 
règles spéciales”，而不是“les règles spéciales”。他

与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一样，认为有关外交保护的习

惯国际法与特别投资条约之间的矛盾不是绝对的，

而是有条件的。

66． 关于第 22条，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报告第

122和第123段中的结论。非公司法人的存在取决于

不同的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至于此类法人是否

应得到外交保护，即使似乎并不存在任何既定的惯

例，目前要得出明确的否定结论也为时过早。对个

人而言，主要标准是国籍，正如对公司来说，国籍

是根据其成立地点、总部所在地或其他标准来确定

的；对非公司法人来说，有关标准应当是根据类比

和比照适用得出的最重要的法律关系。他同意卡特

卡先生关于第22条的标题：“其他法人”的建议，认

为这项建议更好地反映了该规定的内容。最后，他

认为可以将第21和第22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8 见上文脚注6。

67． 达乌迪先生谈到条款草案第21条时说，如

果依循了特别报告员的推理，同时，将双边投资条

约看作是特别法，排除了适用公司及其股东外交

保护相关习惯规则的可能，那样就必须考虑到下列 
几点。

68． 双边投资条约可提供一种直接追索手段，

由公司，即法人，或自然人，即投资者作为特例或

在国际机构框架内要求国际仲裁。此外，正如委员

会其他委员在上一次会议中指出的，由于在国际法

某些领域中，这些自然人可从直接诉诸国际法院中

受益，需要找到其他办法，说明在外交保护方面不

适用习惯规则的情况。似乎适用于全部条款草案的

一项一般性条款，如果符合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55条的精神，则会更符合

特别报告员的目标要求。

69． 第 21条规定排除了四项条款草案的适用，

使得这样做的道理更加充分。不过，该条没有清楚

表明，如果被告国不遵守解决争端的仲裁裁决，这

些规定就不适用。另一点不能确定的是，在涉及投

资条约时，是否可以排除适用全部四项条款各项规

定的适用，尤其是考虑到公司的国籍问题。

70． 在条款草案第22条中，特别报告员建议将

第 17至第 21条所载原则比照适用于公司以外的法

人，其理由是根据特别报告员报告第113段，不可

能起草更多条款，处理每一类法人的外交保护。在

对该条的评注中，特别报告员举出了大学和市政当

局以及伙伴关系的例子。但他感到，最有可能列入

享有外交保护的法人这一类型的，应当是非政府组

织，报告第117至第120段就证实了这一点。

71． 首先，他不确定与对公司及其股东的外交

保护有关的规则是否可比照适用于其他机构，即使

是在作出一些变动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否可将非

政府组织成员与公司股东等同是有疑问的，另一方

面，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联系完全不同于公司与国

家的联系。无论对非政府组织抱有怎样的同情态

度，让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国有可能对它们行使外交

保护，就使某些国家多了一种干涉它国内政的手

段。有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120
段中，谈到了针对国际不法行为实施的外交保护，

这些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为法人，例如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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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目的是资助与社会福

利、妇女权利、人权或环境有关的项目。

72． 虽然特别报告员的建议是基于两个国际判

例，但并没有充分的国际实践来支持这项建议。委

员会很需要这一领域的充分的国家实践，正如在国

家的单方面行为一样。如果没有实践表明有理由在

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中纳入一个特殊的法人类

型，最好不要仓促行事。

73． 最后，他建议在第21条中，应当删除对特

别法的提及，只按照卡姆托先生的建议作一般表述。

他还建议删除第22条，有关规则应来自国家实践。

74． 薛女士谈到第21条时说，似乎许多委员都

赞成按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第55条
的思路拟订更为笼统的规定，这种想法当然是可以

理解的。对人权作了提及，但这些规定还可能涉及

与用尽当地救济有关的特别规则，尤其是如果委员

会此后决定将第 8至第 10条移到草案的第四部分。

如果一些国家起草特别规则，规定需要在为解决争

端而起诉之前用尽当地救济，这些特别规则必须处

在优先地位；因此，将不适用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

条款草案中的规定。

75．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他上次会议的发言中，

提出了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涉及特别规则的绝

对或相对性质。如果规则是绝对的，即如果双边投

资条约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规定的解决争端程

序导致了最终的解决办法，并对当事各方都有约束

力，问题就简单了，在此情况下，条款草案第21条
是有效的。然而，如果解决办法不是最终的，就不

能说与外交保护有关的习惯法规则不适用。如果争

端的当事方之一不遵守裁决，可按照特别报告员报

告第108段最后一句对应页码的脚注中提到的条约规

定，通过外交渠道提出申诉。必须注意，缔结双边

和多边投资保护条约是为了防止滥用外交保护，对

外国投资的适当保护有助于外交关系的稳定。

76． 这只是就理论而言。 在实践中， 当事双

方，即国家和外国投资者如果能够商定符合他们各

自利益的争端解决程序，他们会努力按照这一程序

来解决争端。委员会必须或者将第21条作为一项一

般规定，或者因其不言自明而考虑删除该条，原因

就在于此。如果大多数委员希望将该条提交起草委

员会，她也并不反对。

77． 在读过第22条评注后，她对特别报告员起

初为什么试图将这些规定限定在公司范围有了更好

的理解。遗憾的是，出于完美的逻辑考虑，特别报

告员现在所想的是公司之外的法人，而忽略了一个

重要因素，即在这方面实际上缺乏国家实践。正如

特别报告员本人也承认的，公司以外的法人多种多

样，有时性质非常复杂。按照目前的形势，该条并

没有说明应如何或按照何种标准来确认他们与可能

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比照适用”一

词的使用就显示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正如卡

巴齐先生在早些时候的会议上指出的，第18和第19
条是否可以适用于公司以外的法人，尤其是非政府

组织、基金会、伙伴关系和特别报告员提到的其他

法人，是有疑问的。这样就会走得太远，而外交保

护的酌处性质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将引起更为严重

的问题，值得认真考虑。她与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

认为需要对有关国家实践作出更为深入的审议。

78．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问薛女士和蒙

塔兹先生是否认为，既然在对公司以外的法人的保

护方面缺乏国家实践，委员会就不应将第22条一类

的条款纳入草案，或者恰恰相反，应当纳入其中，

以推动法律的逐渐发展。

79． 蒙塔兹先生说，他不赞同这一领域法律的

逐渐发展，并同意达乌迪先生的意见，即应当删除

这一规定。

80． 薛女士说，她也认为最好删除第22条，并

将问题提交第六委员会，征求各国意见。

81． 山田先生说，在与外交保护有关的习惯法

与特别规则发生冲突时，按照习惯国际法，特殊体

制将处在优先地位，第21条是不必要的。如果与外

交保护有关的规则与特别规则并非完全冲突，有一

些规则能够兼容，则按照习惯国际法，应当同时适

用这两者；不过，按照第21条目前的形式，特殊体

制将优先。这是特别报告员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82．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山田先生

点出了第 21条的薄弱之处。（如要将其提交起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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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需要在评注或在条款本身中清楚表明，如果

两个体制是兼容的，应同时适用这两者。

83．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他不赞同

关于特别法的规则过于精密的说法，如果决定制定

一项一般性规定，就有必要做到明晰。在这个意义

上，他赞同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意见：应当放弃条

款草案第21条，在评注中处理这一问题，或如果决

定起草一项一般性规定，应在评注中提供有关其范

围的信息。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77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布朗利

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

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米

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

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先生、庞布 – 齐

文达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

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塞普尔维达先生、薛

女士、山田先生。

  –––––––

外交保护 1（续完）

（A/CN. 4 /529 , A 节；A/CN. 4 /530和
Add. 1；2 A/CN. 4 /L.631）

1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至第7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2002年……年鉴》，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五章，C 节。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议程项目 3］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续完）

1． 塞普尔维达先生说，已就特别报告员第四

次报告（A/CN. 4 / 530和 Add. 1）所载条款草案第21
条进行了很多辩论，辩论涉及特别法规定的性质和

范围及该条在整套条款草案中的位置问题。一个不

同但却相关的问题是，双边和多边投资保障条约中

规定了具体特性的、特殊的自主制度。在此种条约

之下援引争端解决程序排除了适用有关外交保护的

习惯法规则的可能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哪些

主体受到这些条约或《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

间投资争端公约》的保护。有关定义中对“投资”和

“投资者”这些术语作了描述，但没有描述第21条所

指的公司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对委员会的目的而

言，此种定义最终构成特别法，尽管在有些情况下

范围更为宽泛，可能包括知识产权。一般而言，“投

资者”一语用来指做出或曾经做出投资的任何自然

人或法人，自然人为缔约方之一的国民，法人则是

根据缔约方之一的立法设立，且在该国领土有注册

办事处。这是一个与第21条所列概念不同的术语，

必须加以适当考虑。由于在有关情况中适用的具体

规则对规范主体界定不同，当投资者受国际法特殊

规则保护之时，草案的规定将不适用。这包括投资

者和采用此种特殊规则的国家之间争端的解决。因

此，他建议使该条的案文与各项投资条约的术语更

加一致。但他还是赞同第 21条的基本主旨：受害

方必须首先用尽所有国内救济办法，如果这还不能

令人满意，可酌情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在这一阶

段，当事方不能额外主张外交保护，因为条约法明

确禁止这样做，从报告第108段脚注所引证的《关于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中即可看

出。还有，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国家根据习

惯国际法享有斟酌决定给予公司外交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这同赋予国际仲裁法庭以管辖权以解决外国

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条约制度不相容。

2． 关于条款草案第22条，提及第21条之处应

当删除，因为其涉及一个特别制度，根据这一制

度，难以将保护给予大学、市政当局或非营利协会

等。他赞同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在这方面的意见。由

于不可能就有关不同类别的法人拟订单独的外交保

护条款，按照加亚先生建议的思路，采取由有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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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外交保护的国家来做出决定的办法看来是适当

的。国家具有提供外交保护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也有权对那些基本上为营利或有经济利益者之外的

法人给予外交保护，条件是这种法人是根据国内法

设立，并由于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伤害。

这些评论旨在澄清和加强这两项草案的案文，他们

对于适当地解释外交保护的性质及其各种当代模式

可能是有用的。

3． 关于特别法的辩论是在两个论坛进行的，

他要就科斯肯涅米先生有关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工

作组的十分有用的报告向他表示感谢。尽管就特别

法的性质提出了各种论点，但也许应当对第21条引

起的问题采用一种不同的办法。实际上，这不是一

个特别法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外交保护的特殊法

律惯例或替代机制，用于和平解决因一国国际不法

行为对另一国国民造成伤害而引起的争端。

4． 假定外交保护和投资条约中所列争端解决程

序都在国家责任的一般法律框架之下，那样这两项

法律制度都构成特别法。正如科斯肯涅米先生所说

的，在特定情况下，这两种特别机制就是一般法的发

展或应用。然而，这种一般法没有例外，国家责任

和这两种备选办法的各项原则之间也没有任何冲突，

而是相互排斥的补偿另一国所造成伤害的方法。

5． 令人惊讶的是，条款草案竟然没有提及投

资协定中有关外交保护的替代机制，鉴于其在过去

25年中的重大发展，人们对这种机制或制度不应当

有任何保留。接受这种制度以及编纂关于解决国家

责任问题的两种方法之间联系的规则是委员会必须

承担的任务，不应进一步拖延。最后，尽管第21条
的标题“特别法”应当删除，但该条中所列的基本规

则应予保留。

6．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讨论既有建设

性又有教益。条款草案第21条需要仔细审查，必须

考虑列入特别法规定的可取性、其范围及其在条款

结构中的位置。正如许多委员已经说过的那样，看

来并没有适用特别法的案例：只要根据各种单独的

制度存在其他救济，便排除给予自然人以外交保护

的可能性，即使此种制度与外交保护制度之间没有

直接冲突。因此，委员会面前的备选办法有三种：

(a) 删除该条，同时在评注中承认有其他各种保护

外国投资和自然人的制度，可酌情适用；(b) 重新起

草该条，在整套条款的最后规定中将其列为一项一

般条款；和 (c)设立一个工作组，更深入地审议这一

问题。他赞同下列意见，即委员会不应当尝试界定

特别法的性质和范围——这是一个与外交保护主题

无关并已在其他议程项目之下展开的任务。因此，

他赞同第一种办法，即删除该条。

7． 关于条款草案第 22条，如果宜采用一种类

似于第17条的条款，那样，该条就应当列入法人与

赞同其主张的国家之间的正式法律联系。此外，他

同意另一些委员的意见，认为难以由一项条款比照

涵盖所有各类法人，而不首先找出各种不同的情况

和有关法律原则。他还赞同关于删除提及第18和第

19条的建议。

8． 还是关于第22条，他怀疑报告第120段第三

句是否适宜，该句为：“如果这种法人受到东道国

国际不法行为的影响，它将很可能得到其成立地所

在国的外交保护”。从表面上看，这句话可能给人

一种印象，似乎在东道国对个人犯下国际不法行为

的情况下可给予外交保护。应当澄清，在正常情况

下，此种不法行为首先应当提交仲裁，只有在寻求

适当救济方面出现某些歧视或拒绝司法之时，才出

现外交保护问题。鉴于与该条有关的问题很多，他

同其他一些委员一样，甚至愿建议予以删除，特别

是考虑到缺乏相关的国家实践。他相信依靠特别报

告员的指导和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可以找出一项适

当的解决办法。

9．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提及条款草案第

22条，他说，报告第117段提到了一些法人，包括协

会、大学、市政当局和非政府组织，它们在某些方面

可以比作公司。此种法人一般根据国内法设立，但是

由于其特性和目标大不相同，难以就它们拟出一套共

同规则。更为重要的是，与公司不同，在这些法人与

其国籍国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并不容易。在东道国造

成伤害的情况下，难以知晓其是否能被视为对国籍国

的伤害，从而有充分的理由给予外交保护。

10． 他愿将重点放在非政府组织上，非政府组

织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尽管他的

意见可能也适用于根据国内法设立、从而不受国际

法规定约束的其他法人。非政府组织在性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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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般都是国家的。对非政府组织的任何伤害和

对其权利的侵犯都是采用与属于该国的任何其他自

然人或法人相同的方式处理，包括通过诉诸国际人

权机制。然而，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即在一个国家

设立、在国际一级享有利益并开展活动的组织，只

能通过特别程序或更宽泛的立法在接受它们的东道

国开展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种非政府组织的

活动通过在其最初设立的国家以外的国家办事处开

展，有关伤害或侵权的任何主张、程序或赔偿都要

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处理，不过，没有任何东西阻

碍根据国内立法和有关国家为其缔约方的国际协定

寻求保护。尽管有些国家承认此种非政府组织的跨

国法律人格，但这项原则远未被普遍接受。因此，

他认为，将其他法人类比作公司是站不住脚的。此

外，鉴于没有相关实践和普遍一致的标准作此种类

比，编纂规则，即便是在逐渐发展的基础上编纂规

则，看来也并非可行。因此，他同意，第22条应当

删除。但仍然应当进一步审议该专题，以设法找出

扩大第17条范围的办法，涵盖接受了此种组织的跨

国或非政府性质的国家的情况。

11． 曼斯菲尔德先生说，蒙塔兹先生寻求就彩

虹勇士号案作出澄清，特别是有关向绿色和平组织

支付赔偿金是否构成一个国家就一个非政府组织行

使外交保护的例子问题。新西兰与法国协议将有关

该案的所有问题提交联合国，以作出有约束力的裁

决，依照新西兰政府根据该协议致联合国秘书长的

备忘录，新西兰除其他外要求就侵犯其主权的行为

作出道歉。备忘录还具体说明，由于该船只并未悬

挂新西兰国旗，且死亡的船员为荷兰公民，新西兰

无法主张据以提出索赔的任何正式理由。然而，新

西兰表示关注，绿色和平组织和死者家属均应得到

充分赔偿，该案的解决取决于此，或取决于有关合

理和有约束力的安排。3

12． 秘书长在裁定中以及在关于向新西兰作出

道歉和赔偿的指令中说，没有必要专门就绿色和平

组织和船员家属的赔偿问题做出裁决，因为法国提

交的说明已经载列了其就此种赔偿做出的安排，有

关保证构成了新西兰所要求的答复。4

3 见《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九卷（出售品编号：E/
F.90 .V.7），第202 -203页。

4 同上，第213和第215页。

13． 布朗利先生说，尽管他能够看出删除第22
条的论据，但也有理由表明确实存在此种情况。说

没有国家实践并不属实；这种说法没有顾及司法判

例，例如，彼得·帕兹马尼大学案中的判例。这项

草案其实很有价值，因为其通常涉及市政法，而市

政法之下才有英国法律中的各种“无法人资格的协

会”。不可能指望特别报告员拿出一项清单，罗列

所有可能与此相关的社会实体。因此，他赞同保留

“比照适用”办法。

14． 关于彩虹勇士号案，有关安排是，由于法

国承认了责任而使秘书长的要求得到满足。指定了

一个期间进行谈判——以估价船只和其他问题，如

果谈判不成，仲裁应在日内瓦进行。他回顾说，绿

色和平国际在荷兰具有人格（基金会），但在英国也

被承认为一个无法人资格的协会，管理机构在刘易

斯。仲裁法院裁定，适用法律应当为英国法律，因

为大多数影响因素都在英国；但适用法律实际上是

英国法律和国际公法的混合。因此，一概而论是危

险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可能受不只一个国家法律

的约束。

15．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列入第

21条首先是要仿照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5 的例子，第二

是要考虑到下列事实：双边投资条约有意要避开外

交保护制度，因为国家对是否进行外交干预具有自

由裁量权，而且，并不因为外交保护制度而有权对

股东的国籍国提出主张。但他被委员会的辩论所说

服，即他在这两方面都有误：没有必要盲目仿效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布朗利先生和马西森先生正确地

指出，双边投资条约并不完全排除习惯国际法，当

事方在解释条约时经常求助于习惯国际法。因此，

这两种制度相互补充。就第21条似指双边投资条约

排除习惯规则而言，该条是不准确的，而且可能是

危险的。如果予以保留，该条应做重大修正——像

塞普尔维达先生所建议的，删除特别法的内容。同

时，马西森先生建议了一项条款，内容如下：“这

些条款并不取代或修改任何适用的投资保护相关特

殊国际法律规则或制度的规定”。

5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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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另一项批评是，没有理由将这项条款的规

定限于双边投资条约。毕竟，还有其他一些特别制

度，如排除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条约或人权条约，

这类条约可补充或代替外交保护。因此，有人建

议，委员会应当在案文的结尾增加一项一般规定，

正如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一样。尽管这项办法有

其吸引力，但却是危险的，因为可能引起争论，说

外交保护可能会为人权条约所排除，尽管外交保护

可提供更为有效的救济。如果个人要得到最大限度

的保护，他们就应当能够援引所有各种制度。他提

请注意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情况，以色列的主张

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是适用的特别法，排除了各项

国际人权规则。因此，经过考虑，他的建议是，条

款草案第21条应予删除。

17． 根据他的计算，委员会有 9位委员反对列

入该项草案，4位委员尽管没有表示特别的热情，

但他们相信，可以为格外谨慎起见而列入，或是在

草案结尾将其列为一项一般规定。主席不妨进行试

探性表决。如果删除该项草案，他将在评注中处理

双边投资条约问题。

18． 关于第 22条，涉及国家保护公司以外法

人这类情况的国家实践几乎没有，理由很简单，即

公司是从事国际商务的法人，因此，在国际诉讼中

最为突出。他响应布朗利先生的建议，研究了彼

得·帕兹马尼大学案和波兰上西里西亚的某些德国

权益案这两起案件中的诉状，但却没有找到任何国

家实践证据。在第一起案件中，该大学的主张基于

《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匈牙利和约》（《特里亚农条约》）

第 250条，根据该条约，匈牙利国民的财产不应被

扣押，但有关辩论实际上围绕的是，该大学是否为

一个独立于匈牙利国的法人这一问题。第二起案件

也几乎完全是《德国波兰上西里西亚公约》的解释问

题。6 然而，尽管国家实践极少，但确有必要就公司

以外的法人问题提供指导。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没

有充分的国家实践或非政府组织地位的不确定性而

删除该条。无论是由于其通过类比的方式涉及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载的一类一般原则，还是为了

逐渐发展的理由，都应当保留该条。委员会大多数

委员看来赞同保留该条，但显然需要做一些改动。

6 见 G. Kaeckenbeeck,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 of 
Upper Silesia (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 ),第572页。

卡特卡先生提出了很有帮助的建议，即在标题中删

除“其他”一词，应当仅仅提到第17和第20条，因

为第 18和第 19条显然涉及股东。关于“比照适用”

一语，大多数委员看来赞同予以保留。起草委员会

可以就此和其他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19． 委员会可能需要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审查

非政府组织的地位问题。

20．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很不情愿看到完

全删除第21条。因此，他建议在条款草案结尾增加

一条，意即此种规定不影响人权条约或为世袭权利

或个人权利提供保护的其他条约。他自己倾向于一

项优先考虑人权或投资保护制度的条款；外交保护

涉及一个累赘的、各国常常不情愿看到其启动的政

治程序，而人权和其他制度则较容易实施。

21． 布朗利先生说， 常设国际法院的两起案

件——至少彼得·帕兹马尼大学案——涉及重要的

多边条约，并确立了意义重大的先例。即使不是实

际的国家实践，也可以说这些案例类似于国家实践。

22． 塞普尔维达先生说，他同意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的意见，认为该条不应当完全删除。如果关于

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不考虑投资条约制度，那将会

很奇怪。委员会不应当无视现实世界。此外，在仲

裁法庭的许多裁决中，可以找到丰富的国家实践，

无论是只涉及双边投资条约的法庭还是特别法庭。

这一问题值得更详细的审议。第二，他注意到，第

22条评注没有提及一种可能性，即由国家来确定是

否有理由给予外交保护。

23． 薛女士说，删除第21条会发出错误的政治

信号。委员会起草该条是因为国家实践中包括了两

千多项投资保护协定，对外交保护的实行产生了重

大影响，正如马西森先生所说的，应当予以优先考

虑，而不是贬低。将指导仅仅限于评注将是一个严

重的错误。

24． 关于第22条，她看不出这方面有什么国家

实践的证据。在大多数现有案例中，国家不会实行

外交保护。无论如何，难以确立一个法律基础，以

便将此种保护给予学校、教会或基金会。例如，亚

洲基金会每年都能拿到美国国会提供的资金，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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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对于美国是否能给予它外交

保护，尚存疑虑。该条中的人权内容很重要，但外

交保护并非只涉及人权。这两种制度尽管不同，但

却相互补充。如果删除第21条而保留第22条，就破

坏了这种互补性。不应当匆忙做出决定。这一问题

不是起草问题，而是政策问题。

25．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转向一般性辩论将不

会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他建议采纳特别报告员的

建议，但有一项明确的谅解，即在未来的辩论中，

将适当重视有关外交保护的特别制度和一般规则之

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然后，可以起草一项条款，涵

盖薛女士和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所表示的关注。这样

一来，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向前开展，同时又不

做出最后决定。

26． 加利茨基先生说，他仍然赞成保留第21条
的实质内容，包括特别法的内容，但正如他先前所

说的，适用可以不限于公司的外交保护：也可以适

用于其他法人甚至自然人。因此，他建议把该条放

在第三部分之外，以使其有更大的适用范围。这一

办法符合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建议。特别法必须在条

款草案的某处出现，但不一定出现在有关公司和股

东的部分中。

27． 达乌迪先生在表示支持薛女士表达的意见

之后说，他对关于第21条辩论的印象与特别报告员

不同。有人表示了一些保留，但人们普遍同意，特

别法应当得到反映。关于第22条，总的感觉是，由

于缺少国家实践，有关规定应予保留，但应放在条

款草案的其他地方。

28．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第21条并非真正涉

及特别法，而是涉及补充制度，不过，有些双边投

资条约确实引入了一些意在拒绝一般规则的特殊规

则。

29． 然而，与是否应当提到双边投资制度这一

问题相比，该条的标题问题并非那样重要，因为双

边投资制度经常排除实行外交保护的可能性。另一

个关键问题是人权制度，不能加以优先考虑，因为

没有这样做的法律先例。然而，必须承认这些制度

的存在，因此，她支持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梅莱斯

卡努先生的提议。在该节结尾列入一项一般的“不

妨碍”条款没有任何害处，这将表明已意识到投资

和人权条约的存在。

30． 关于第 22条，她对完全没有国家实践的

说法表示疑问，因为在现代世界，在基金会或地方

政权的外交保护问题上，几乎不可能连换文都没有

过。因此，她赞同将第22条，连同卡特卡先生提议

的修正交给起草委员会。

31． 池先生说，第21条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司及

其股东。第70段同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第90段一

道来看，确认了国际法院充分意识到缺乏对股东的保

护，这种欠缺引起了一系列双边投资条约的拟定。因

此，他敦促保留特别法规则。若要予以删除，委员会

必须设计出某种类型的条款，保护公司股东，因为有

关判决第90段清楚地表明，从此以后，对公司股东的

外交保护取决于单项国际协定的缔结。

32． 他支持第22条，相信可能完全有必要保护

非公司实体，尽管在谈论“法人”时需要谨慎，因为

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界定不明的措辞。此外，“商业

公司”和“非商业公司”的区分不明确。国际法首先

是国家间的法律，通常并不涉及公司、大学和类似

实体，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没有给予这些实体

外交保护的国家实践的示例。因此，第22条应当去

除，因为促进一项不适用的规则没有任何意义。

33．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身份发言，他建议了一

种有关第 21条的折衷办法。可以请起草委员会拟

出一项案文，放在最终条款中。该案文应当足够灵

活，以便考虑到人权条约的存在，人权条约也许可

以优于其他协定。一项普遍适用的一般条款也许能

够满足大多数委员表示的愿望，即应当承认这些条

约的现实。第22条也应当为一项“不妨碍”条款，应

有充分的弹性，以允许国家实践的任何发展，包括

有可能给予更大范围的法人以外交保护。

34．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的建议

反映了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即使没有关于这

一问题的国家实践，条款草案中也必须就除公司外

的法人问题列入某种规定。在彩虹勇士号案中，如

果荷兰曾尝试给予绿色和平组织以外交保护，又会

发生什么情况呢？将适用哪些原则呢？当然，面对

这种问题，法庭会审视公司保护方面的一般法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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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法庭将会参看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并作类比推

理。如果该法庭面前有委员会提议的条款草案第17条，

那它将会以该规定为指导，努力确定该非政府组织是

否在愿意为其实行外交保护的国家领土设立，确定其

在该领土是否有注册办事处，或确定是否有某种其他

类似联系。因此，委员会有责任在这方面为各法院提

供指导。本着这一精神，应将第22条交给起草委员会。

35． 辩论方向的变化使人们更难以就第21条提

出确定的建议。尽管如此，他仍同意主席的建议，

即应将该条交给起草委员会，应给予起草委员会一

项广泛的授权，拟出一项“不妨碍”条款。应在2003
年7月29日与国际法协会举行的会议上审议该专题。

尽管占微弱多数的委员希望删除第21条，但他仍倾

向于保留，并将其列为整套条款草案结尾的一项一

般规定，以确保考虑到双边投资条约和人权制度，

且不损害其中任何一个。

36． 主席建议，作为妥协，应将第21条交给起

草委员会，以便起草委员会能够拟出一项一般性的

“不妨碍”条款，放在该节结尾。有关规定应考虑到

其他特别制度，并考虑到其可能减损一般规则这一

事实。第22条和提议的修正也应当交给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议定。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

［议程项目 11］

欧洲委员会观察员的发言

37． 主席欢迎欧洲委员会法律事务总干事盖

伊·德维尔先生，并请他在委员会发言。

38． 德维尔先生（欧洲委员会观察员）说，国际法

委员会是所有对国际法感兴趣的人的一个参照点。委

员会委员参加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特设委员

会（公法顾委）会议，欧洲委员会秘书处定期就国际法

委员会感兴趣领域的事态发展提供信息，加强了这两

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他特别欢迎大会2002

年12月16日关于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合作的第

57/156号决议，因此，他一直渴望亲自参加委员会的

届会。

39． 塞尔维亚和黑山于2003年4月成为欧洲委

员会第四十五个成员国，意味着欧洲几乎所有国家

都加入了委员会，摩纳哥和白俄罗斯除外。对摩纳

哥加入申请的审查正在取得进展，而议会大会已中

止了对白俄罗斯候选资格的审议。作为议会大会观

察员的罗马教廷、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美利坚

合众国要求加强其地位，以便使其能够在大使或部

长一级参加部长委员会会议。

40． 部长委员会决定，在2004年底、2005年初召

开一次成员国首脑会议。对欧洲大陆而言，这将是一

个重要时刻，因为，在欧洲未来大会和政府间会议之

后，确定欧洲各机构发挥的作用将较为容易。欧洲委

员会对该大会作出了贡献，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联盟

加入《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问

题的备忘录、一份关于在司法和国内事务方面合作的

备忘录，并组织了一次关于欧洲委员会对欧洲联盟法

规集的贡献的国际会议，因为欧洲委员会的约20项公

约构成了该法规集的一部分。这些举措得到了回报，

在欧洲宪法草案中列入了一项条款，规定欧洲联盟应

当寻求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此种重大政治举措已有

一些先例，因为欧洲联盟是欧洲委员会八项公约的缔

约方。欧洲宪法草案中关于欧洲联盟与欧洲委员会之

间合作的一些进一步的规定，将巩固由于他同司法和

国内事务“三驾马车”以及同欧洲联盟委员会法律事务

部总干事举行六次月度会议而已经存在的良好关系。

41． 另一个重要的一般政策领域是欧洲人权法

院的改革，在新的成员国加入《欧洲人权公约》之

后，该法院很可能会面临大量请诉。人权指导委员

会就程序改革提出了许多提议，法院本身也提出了

一些建议。因此，所考虑的措施旨在减少请诉的数

目，办法是提高国内救济的效力，对请诉进行甄别

和加速处理，扩大友好解决制度，修订受理条件和

提高法院判决的执行力度。正在起草一份体现这些

改革的议定书。

42． 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欧洲委员会

政府间活动优先考虑反恐。2003年 5月开放供签署

的《修正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议定书》在相当大

 

* 续自第277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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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扩大了该《公约》的范围。迄今为止，已有34
个成员国签署了该议定书，人们希望这一数目将迅

速增加，因为《议定书》的生效将意味着1977年《公

约》可以向非成员国开放。法律事务总局还起草了

一份《人权与反恐问题指南》，并根据部长委员会赋

予的职权范围，提议了其他一些反恐领域的活动。

43． 在这方面，注意力转向了资助恐怖主义的

问题，以《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

收问题的公约》为基础。此外，设立了评价反洗钱

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以评价未参加反洗钱金融行

动任务组的成员国所采取的防止洗钱的措施。至今

为止，该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了关于特别

调查技术的法律文书的起草问题，审查了保护证人

和对恐怖主义行为有所悔改的人员的方法问题。几

年前，部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恫吓证人和辩护权问

题的 R（97）13号建议，因此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提

出一份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

44． 一份关于身份证件和反恐的报告使评价反

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考虑应在这方面着手采取

哪些行动。该委员会还将仔细审查煽动恐怖主义问

题，委员会不仅将以《制止恐怖主义公约》及对其加

以修正的《议定书》为出发点，而且还将以《网络犯

罪公约》的筹备工作为出发点。

45． 由于其在制止犯罪的同时保护人权方面拥

有 50多年的经验，欧洲委员会在反恐方面还能够

发挥绝对关键的作用。鉴于在起草一份关于这一问

题的一般性联合国公约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议会大

会鼓励委员会拟出一份泛欧公约，议会大会相当乐

观，认为这样一项案文将推动起草联合国公约，因

为通过采用条约监督机制将在区域一级形成发展势

头。部长委员会欢迎这一想法，下一个阶段将是于

10月份在索菲亚举行一次欧洲司法部长会议。然

后，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委员会将在 10月底举行会

议，讨论该会议的结论并提议后续行动。

46． 欧洲委员会同样严重关注人口贩运问题。

部长委员会很久以前就向成员国提出了一项关于对

儿童和青年的性剥削、色情、卖淫和贩运的建议（R 
（91） 11号建议），最近，部长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专

家委员会，负责起草一项关于人口贩运问题的欧洲

公约，该专家委员会将于 9月举行首次会议。欧洲

委员会的这一举措还得到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有力

支持。

47． 关于家庭法，2003年 5月，部长委员会将

《儿童接触公约》开放供签署，该公约涉及父母跨

界接触儿童问题。欧洲联盟委员会要求授权加入该

《公约》。在生物伦理学方面，《人权和生物医学公

约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附加议定书》刚刚开放供签

署，关于生物医学研究的附加议定书正在最后拟订

之中。

48． 反腐败措施也得到欧洲委员会的很大重

视。欧洲委员会就如何反腐败提出了 20项指导方

针，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

和《反腐败民法公约》均已生效，《反腐败刑法公约》

的一项附加议定书也在2003年通过。此外，委员会

通过了一项《欧洲公共官员行为守则》以及部长委员

会关于在政党和选举运动筹资方面反腐败的共同规

则的 Rec（2003）4号建议。所有这些法律文书都由

反腐败国家集团监督，该集团由欧洲委员会大部分

成员国加上美国组成。此外，欧洲联盟表示希望加

入该集团。《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

收问题的公约》将在不久的将来修订。《网络犯罪公

约》得到一项附加议定书的补充，涉及把通过计算

机系统犯下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行为定为犯罪的

问题，至今已有6个国家签署该议定书。

49． 委员会至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成员国司

法制度的运作问题，因为控制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

大量请诉的最佳办法是改善国家一级的司法状况。

为此，部长委员会设立了欧洲司法效率委员会，该

委员会不是一个监督机构，而是一个论坛，各成员

国可以就良好做法交换意见，并在这方面得到援

助。该委员会最初将集中力量调查有关数量和质量

指标，以评价司法系统的运作情况，并关注成员国

司法诉讼的时间长度问题。欧洲法官咨询委员会大

力支持这项主动行动，该委员会是第一个由法律从

业者和法官组成的区域机构。

50． 欧洲委员会合作方案的主要受益者是转型

期各国，但长期的成员国也能够加以利用。尽管人

们十分重视这些双边方案，它们对许多国家都很有

好处，涉及各种主题，但各国决定，在将来，重点

将集中于东南欧各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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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委员会在2002年帮助进行了俄罗斯联邦司法制

度的改革，有关改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委

员会为数十项法律提供了专家咨询，其中有几项目

前已提交杜马。在许多其他国家，委员会正在就宪

法问题提供咨询，在这一领域，通过法律实现民主

欧洲委员会（威尼斯委员会）十分活跃。威尼斯委员

会还帮助起草和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

事诉讼法、辩护律师和检察官法以及关于生物伦理

学和数据保护的立法。

51． 关于国际法方面的合作问题，根据公法顾

委的倡议，2003年9月17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就《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影响问题交换意见。国际

刑事法院院长将出席会议。通过先前的两次意见交

换，欧洲委员会为其成员国批准《罗马规约》作出了

贡献。

52． 在公法顾委2003年3月最近举行的一次会

议上，委员会简要介绍了摩根案，在该案中，一位

美国公民在纽约一家地区法院对欧洲委员会提起了

诉讼。法官在驳回请诉时表示，欧洲委员会是一个

外国的“机关或机构”。由于上诉截止日期为 2003
年2月3日，该案可被视为己结案。

53． 该案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豁免问题有一定

影响。在这方面，他愿提到公法顾委有关国家豁免

的国家实践试验项目。各国做出大量贡献，委员会

决定了有关后续措施，包括三个研究机构联合编写

一份分析报告。这项努力是对联合国有关工作的一

个实际贡献，哈夫纳先生引导有关工作获得成功。

54． 米库尔卡先生出席了公法顾委最近的一次

会议，他叙述了联合国的编纂努力，并与该委员会

委员就这一主题交换了意见。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

吉尔·罗布尔斯先生也出席会议，并介绍了所在办

事处的活动，该办事处尽管历史不长，但却已有骄

人的记录，关于车臣和巴斯克地区问题的报告便证

明了这一点。

55． 应当提到公法顾委的另一项活动，即其作

为国际条约保留问题欧洲观察社的活动。他理解，

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提到这项活动，有关活动得到稳

步加强，而且越来越有用，其已扩大到包括对反恐

国际条约的保留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许多此种保

留已不再能够反对，但需要仔细研究，以便为委员

会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作出贡献。

56． 蒙塔兹先生感谢德维尔先生提供十分有用

的信息，并说，经2003年《修正欧洲制止恐怖主义

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1
条没有给出恐怖主义的定义，而是提到10项其他国

际文书范围内的犯罪。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是

委员会在拟订全面的恐怖主义定义方面遇到了困难

吗？现在是否正在做些什么以提出一项新的定义？

经修正的《公约》第5条提到了引渡义务的例外，一

份关于该条的解释性报告表示，提出的例外清单并

非详尽无遗。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引渡公约》中的相

应条款应当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即并未提出一个详

尽无遗的例外清单？

57． 塞普尔维达先生询问了欧洲委员会在实施

禁止为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提供资金和洗钱的各项

规则方面的经验。情报部门有无发现必须实施的财

政控制方面的一些联系或共同特点呢？

58． 杜加尔德先生说，欧洲联盟2002年通过了

一项框架决议，试图用最为包罗一切的——堪称令

人吃惊的——措辞界定恐怖主义。他说，应当祝贺

欧洲委员会没有步其后尘。这种谨慎态度的动因是

否在于担心全面的恐怖主义定义可能会明显干涉人

权？至于国际刑事法院，欧洲联盟曾大力劝阻其成

员国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九十八条第

（二）款与美国达成协议。欧洲委员会是否也曾努力

这样做？

59．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问道，欧洲委员会的成

员扩大到45国有无导致更多国家批准各项国际法公

约，特别是《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欧洲公约》和《欧

洲领事职权公约》。在实施欧洲人权法院的各项裁

决、特别是洛伊齐杜案的裁决方面，有无任何进展？

60． 加利茨基先生注意到欧洲委员会在法律领

域取得了实际成就，他说，修订《欧洲制止恐怖主

义公约》涉及一个十分困难和微妙的达成一致意见

的进程，这是第 1条中未列入恐怖主义定义的原因

之一。尤其是在联合国遇到困难之后，人们有意作

出了一项决定，不界定恐怖主义，而是编写一份文

书，可在实际中尽快适用。然而，人们希望，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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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于一项全面公约的工作将继续进行，并希望欧

洲委员会的努力能为此作出贡献。

61． 欧洲委员会的另一项成就是最后完成了

《欧洲国籍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工作，其涉及一个

本委员会较熟悉的问题：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如何

防止无国籍状态。他曾担任过负责这些工作的委员

会的主席，可以说，国际法委员会在同一领域开展

的工作极有帮助。

62． 山田先生说，他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公法顾

委2002年9月的会议，对该委员会认真从事一系列

广泛主题的工作印象深刻。会上广泛讨论的主题之

一是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其中涉及很多实质性问

题，但仍然待决的问题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未来文书

的形式。在亚非法律协商组织2003年6月的一次会

议上，就这一主题交换了意见，他不知道公法顾委

是否也将协调其成员的立场。

63． 德维尔先生（欧洲委员会观察员）说，经

2003年《修正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的议定书》修正

的《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中没有恐怖主义的定义，

因为1977年《公约》本身就没有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需迅速修改该《公约》以使其适应当代的条件，发挥

职能。并非是遇到了什么障碍，确实，在欧洲的情

况中，问题与联合国中的问题并不相同，而是没有

在现阶段处理这一问题的愿望。然而，在联合国正

在拟订的将恐怖主义罪行定为犯罪的全面公约的范

围内，这一问题将会出现。欧洲联盟2002年通过了

一项定义，旨在着手实施欧洲逮捕证，但很难使欧

洲委员会45个成员都能同意此种措施。

64． 在反洗钱背后总是有毒品走私问题，这一

问题毫无疑问会在修订1990年《关于犯罪收益的清

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的公约》之时出现。欧

洲委员会的评价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负责审

查委员会委员国中非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成员国

采取的反洗钱和反对资助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委员

会采用了与任务组相同的方法，实际上是在任务组

的请求下设立的。

65． 欧洲委员会确实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之下的双边协定问题采取了立场：议会大会向

部长委员会提出了两项关于就此确定明确参数的建

议。部长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也就此问题表明了其

意见。

66． 随着最近欧洲委员会委员的扩大，已着手

开展一项运动，促进批准其各项公约。因此，各项

公约的签署国数目明显增加，特别是在防止犯罪和

反恐方面，他目前还没有关于具体公约批准情况的

数字，以后将书面提供有关数字。

67． 执行欧洲人权法院的各项裁决是就法院改

革及其职能所进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

尽管很重要，但不应当过分强调：根据他的统计数

字，裁决的执行仅有2 % 存在问题。他无权谈论洛

伊齐杜案，只能说，最近提出了一些新的提议，有

希望打破目前的僵局。

68． 国籍问题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

不过分。欧洲委员会涉猎这一问题已历时多年：在

1960年代曾通过了一项《公约》，但该《公约》已有

些过时；数年前，一项新的《公约》开放供签署。目

前正在起草一项该《公约》的议定书，米库尔卡先生

对这项工作作出了十分有用的贡献。

69． 作为欧洲委员会代表，他无法评论委员会

与欧洲联盟的关系。但《欧洲公约》草案无疑是一项

值得欢迎的主动行动。

70． 贝尼特斯先生（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

顾问特设委员会秘书、欧洲委员会观察员）答复有

关委员会国家豁免工作的问题时说，公法顾委将在

2003年9月中审议各项未决问题，作为对筹备大会

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一个实际贡献。国家豁免试验项

目处于实施的第二阶段。

71．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欧洲公约》为国家间

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较为规范的框架。正如刚才

人们所指出的，由于欧洲委员会的扩大，特定公约

签字国的数目有所增加。同欧洲委员会其他指导委

员会和特设委员会一样，公法顾委也被要求根据其

职责审查有关国际文书的运作情况。因此，过去五

年来，该委员会一直在系统审查国际公法领域的各

项欧洲公约的影响，以便向欧洲委员会新成员国建

议是否加入这些公约，其最终目的是使有关公约有

效发挥职能。公法顾委一直在接收有关国家依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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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拟定双边协定的进度报告，

从而使其能够定期审查有关情况。这是一项极其有

用的工作，因为作为公法顾委委员，法律顾问能够

十分坦率地谈论其关注的问题。

72．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并未将恐怖主

义行为定为犯罪，而是为了引渡目的，设法使其非

政治化。审查委员会被要求不要制定一份新的文

书，而是审查现有文书。该委员会首先决定，不改

变该《公约》的性质，而引入一项恐怖主义定义肯

定会改变其性质。该委员会牢记欧洲联盟通过的定

义，但有一项谅解，即当时不能列入，因为这是刑

事定罪工作的一部分。现在，作为拟订一项关于恐

怖主义的全面公约的一部分，该定义当然可以列

入。

73． 关于《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第5条和引

渡义务的可能例外，有关清单并非详尽无遗。根据

议会大会的要求，并为了强调拒绝引渡的理由，欧

洲委员会明确地决定扩大此种理由的清单。由于修

正议定书的生效，原《公约》将对欧洲委员会非成员

国开放供签署，这些国家不受《欧洲人权公约》及其

议定书规定的约束。但是，由于该清单并非详尽，

缔约国可以援引其他人权理由拒绝引渡。

74． 主席感谢欧洲委员会代表提供十分重要的

信息，并重申委员会有兴趣继续同该机构开展对

话。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778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

里奥·阿丰索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

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

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

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

兹先生、尼豪斯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

庞布 – 齐文达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先生、薛女士、山田先生。

  –––––––

共有的自然资源

（A/CN. 4 /529 , G 节；A/CN.4 /533和
Add. 11）

［议程项目 9］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1．山田先生（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关于共有

的自然资源的第一次报告（A/CN. 4 / 533和 Add. 1）
时，说明这是一份初步报告，旨在提供关于此专题

的背景情况并希望在今后的研究方向上得到委员会

的指导。

2．“共有的自然资源”这个专题于 2002年被

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2 他曾编写了一份讨论文

件 3供 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的非

正式磋商审议。这份文件以罗森斯托克先生拟订的

研究大纲为基础，并被纳入委员会提交大会的第

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4 他建议本专题涵盖三类

自然资源：封闭的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气。这些都

是地下资源，能跨界移动——因此属于“共有”类

资源——并且通常不可再生。他排除了其他一些

资源，如往往不被视为共有资源的矿物，以及已经

成为许多全球和区域安排主题并将在其他专题中得

到更恰当处理的海洋动植物、陆栖动物和鸟类。他

还曾建议采纳逐步解决的办法，首先研究地下水问

题，至少在地下水方面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再着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段和
第518 (a) 段。

3 ILC（LIV）/IC/SNR/WP.1。
4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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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处理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关于是否要对石油和天

然气采纳一套单独规则这个问题，可稍后再作出决

定。他在第一次报告第 4段中提出了一个工作时间

表。

3．曾参与非正式磋商的委员普遍支持他在讨

论文件中建议的办法。全会中没有就这个专题本身

进行讨论，只是通过了载于委员会提交大会的第

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中的工作方案。5在第六委员

会 2002年的辩论过程中，很少有代表团就本专题

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代表团普遍支持对此专题进

行研究。不过，仍提出了两项批评意见。第一项意

见认为标题是否合适还有待决定。“共有”资源的概

念引起了一些代表团的关注，因为这与对自然资源

的永久主权概念相关联，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尤其

如此。不过，这个标题还是得到了大会的正式批准。6

第二项意见认为本专题应只限于对地下水的研究，

作为对国际水道方面已经开展的工作的补充。根据

美国代表团提出的这项意见，审议石油和天然气问

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从这些资源方面的不同实

践中努力推断习惯法将不会有任何成效。由于他采

取的是逐步解决办法，从地下水着手，所以认为目

前没有必要改变工作方案。

4．委员会在编纂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律

过程中首次处理了共有的自然资源问题。虽然其侧

重点放在地面水上，但本专题第四任特别报告员麦

卡弗里先生曾在其第七次报告中纳入一份关于地下

水的详细研究报告，强调了地下水丰富的含量、流

动性和与地面水的关系。7他曾支持将地下水纳入公

约草案的范围，但经过讨论，委员会最后同意只列

入与地面水相连的那些地下水。前任特别报告员罗

森斯托克先生在二读时重新提出了地下水问题，认

为应将封闭的地下水纳入公约草案的范围，因为最

近有采纳一种水资源管理综合方针的趋势。罗森斯

托克先生相信适用于地面水及与其相连的地下水的

原则和规范同样适用于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由此

看来， 对草案略加修改即可扩大范围。1993年和

1994年对这项建议进行了广泛讨论，其间委员们的

5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20段。

6 大会第57 /21号决议，第2段。

7 《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 4/ 
436号文件，第8 -58段。

意见分歧极大。不支持该建议的委员们表示不明白

如何能将“不相连的”地下水视为构成一个单一整

体的水系统的一部分。最后，委员会决定将不相连

的封闭地下水不纳入公约的范围，并采纳了一读时

通过的案文 8中所表述的条款草案第2条，9仅作了一

处小改动。关于“水道”的这项定义原载于《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第2条 (b) 项，现载于该

公约第 2条 (a) 项。然而，当初不接受罗森斯托克

先生建议的那些委员还是同意应该进行一项单独研

究，因为地下水在世界某些地区非常重要，而且与

封闭的地下水有关的法律与适用于自然资源，特别

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法律类似。委员会第四十六

届会议还通过并提交给大会一项关于封闭跨界地下

水决议（转载于第一次报告第15段），10其中认识

到需要继续努力制定有关封闭跨界地下水的规则草

案，并建议各国酌情遵循条款草案所载原则。

5．特别报告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议讨论这

个专题。他的感觉是，罗森斯托克先生认为《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所载原则的大部分都可适

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要确定是否如此或者是否

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或对其进行修改，必须明确这些

地下水到底是什么。这就必须要考察其使用情况、

管理方面的国家实践、污染情况、冲突情况以及现

行的国内和国际法律规范。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

际责任专题方面的工作，特别是预防方面 11的工作

对本专题的研究关系重大。

6．特别报告员正是为了获得有关封闭跨界地

下水的知识而编写了其第一次报告的增编，打算作

为一份技术和参考文件。这份增编以一些地下水专

家的撰述为基础，这些专家参与了目前国际上正在

开展的工作，即主要在国际共有含水层资源管理方

案框架内管理这项重要资源。回想起来，他觉得委

员会当初决定对与地面水不同的封闭地下水进行单

8 《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9段。

9 关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载
于《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2段。

10 《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11 关于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
引发的跨界损害问题的序言草案和19项条款草案的案文，见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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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研究是明智的。他现在认为麦卡弗里先生和罗森

斯托克先生对地下水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地下水

和地面水都源于降雨，但两者的相似之处到此为

止。地球99% 的淡水都是地下水，所以麦卡弗里先

生当初说地下水比地面水更重要是正确的。地下水

是世界最经常开采的原材料。由于水文地质学还是

一门新兴科学，所以对地下水资源这个隐秘的宝藏

所知甚少，只知道地下水枯竭后要很多年来重新积

蓄，而且并非所有地下水均不可再生（本报告第20
段说所有地下水都不可再生是错误的）。与地面水

相比较，地下水受到污染后，会在更长的时间里处

于受污染状态。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人类在地面进

行的大量活动会给地下水造成不利影响。这可能意

味着在地下水问题上，委员会必须考虑用途管理以

外的其他管理活动。

7．委员会应当处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未涵盖的地下水问题。他已决定暂且使用

“封闭的跨界地下水”这种表达法，因为这是委员

会在其1994年决议中使用的术语。“封闭”一词指与

地面水“不相连”。尽管这个概念从抽象的角度说

完全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很难知道哪些含水层与地

面水相连。此外，人们必定会注意到水文地质学家

在使用“封闭”一词时意指承压含水层。对于这些

专家们来说，浅含水层不是封闭的，古含水层或深

层地下含水层才是封闭的。委员会可能必须找到让

地下水专家和管理人员容易理解的术语。对范围的

定义，也需要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尽管委员们可能

因为报告是初步性的而很难对之加以评论，但如果

能够为他继续进行研究提供指导，他将不胜感谢。

8．曼斯菲尔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

报告，他觉得这份文件提供了很多情况。他支持按

照本报告第4段中建议的思路以及其中的工作时间

表来处理问题的决定。他在这方面唯一的保留意见，

也是特别报告员自己在第5段结尾所表明的，就是

地下水问题研究所需时间可能比预期的时间要长。

9．在阅读第一次报告的增编时，他认识到这

个问题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但是他几乎不怀疑

封闭的地下水资源问题极其重要，这不只是对于共

有这种资源的国家是如此，推而广之，对于整个国

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长

远的影响。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在试图制

定专家和管理人员均能明白并能予以执行的法律规

范之前，必须要弄清楚“地下水资源”到底包括什

么，不包括什么。例如，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委

员会过去对“封闭”一词下的定义是与地面水“不

相连”，这与水文地质学家们使用的定义不同，这

些专家认为“封闭的含水层”是一种承压含水层。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增编中对术语作了澄清，证明

他确有理由采取谨慎办法，先收集必要的技术资料

并求助专家，然后再着手界定主题的范围并建议一

些办法。

10．如第一次报告第 20段所表明的，《国际水

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中所载的几乎全部原则很可

能都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但这不意味着委员

会不应当首先全面了解这种地下水与其他类型水体

之间的区别。特别报告员曾指出至少存在两种区

别：一是封闭的跨界地下水一般不能像地面水那样

更新；二是不仅要管理对地下水的使用，而且要管

理可能有损地下水质量的一切活动。但是本报告增

编指出，可能必须对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类别作进一

步区分，而且对于例如古含水层来说，可能需要适

用特殊标准。

11．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1段中引用了令人

震惊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每天因不安全

水而死亡的婴儿数量，表明世界正在走向水危机，

它强调了跨界水资源的重要性，还潜藏着因为对水

资源管理不善或污染而造成损害的可能。特别报告

员在增编中对受到跨界抽取或污染压力的共有含水

层进行了初步分析，表明各个不同区域要考虑的因

素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别，这往往证实，如报告第

24段所指出的，委员会为了拟订用于管理封闭跨界

地下水的规则，需要全世界范围内这些资源的详细

情况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不同区域特征的分析。要就

委员会应着手制定的标准提出任何切实的建议显然

很难而且无论如何都还为时过早。然而，可以提出

两项一般性意见。第一，增编中包含的信息表明，

由于地下水容易受到污染，应当以比适用于地面水

更严格的国际使用和污染预防标准来进行管理。第

二，对这个问题很可能不存在“法律的”解决办法。

所谓的“解决办法”，可能须将政治、社会和经济

考虑及程序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能否成功主要取决

于民众及其领导人是否对这类资源的脆弱性以及针

对它们采取的各种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深入且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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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了解。因此，委员会的作用不是要制定一套规

则，而是要努力建立一种制度，以鼓励各国认识到

它们在地下水问题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共同努力

设法获得适当援助和技术，以便解决在管理和使用

这类资源的复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分歧。

12．奥佩蒂·巴丹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意见，认为委员会决定将跨界地下水作为一个单

独制度的主题是正确的。无论是从管理还是从原则

来看，都理所当然应将这个专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主

题。他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中所载的

原则能够适用于地下水表示怀疑。他还对标题存有

疑虑，这个标题提出了与谁共享资源的问题，以及

本专题是否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还是只限于水资源的

问题。解决术语问题尤其重要，因为水文地质学作

为一门科学仅仅才有50年历史。

13．在报告结尾，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应研究

地下水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使用和管理方面

的国家实践，污染和防止污染的措施，冲突案例以及，

最后，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协定。但是，

现有国际协定只涉及到管理，不包含能够影响水资源

所有权或开采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因此，更明智的

做法也许是避免采取一种包罗万象的普适办法，这种

方法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实践中的基本来源。

1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2条 (d) 项
是一个基准点，它承认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作

用。该条款从法律上支持向这类组织移交各个领域的

权限，包括区域一级勘探和使用地下水的法律权限。

15．报告第 21段中谈到世界水危机时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即应由谁负责确定必要的制度、法

律和技术框架，以便确保妥善管理和维持水资源。

就石油和天然气而言，责任属于在其地下发现资源

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地下水采取相同的办

法，水危机使这种水资源变得日益宝贵。委员会将

拟订在世界范围应用的指导原则和标准，这些原则

和标准将只限于与各类自然资源方面的合作有关的

规则，目的是为了促进销售或促进资源所在国家的

规划工作。否则，应采纳区域办法，例如，作为世

界银行与南锥体共同市场缔约国之间联合项目的

一部分而建立的机制，覆盖了一块面积达 120万平

方公里的地区，内含 1 . 6亿立方米的水，受益者达

1500万。这个项目的文件有七个要点，包括需要提

高对含水层的科学和技术认识并建立一个有公共和

私营部门参与的共同管理框架。这个项目不涉及任

何类型的永久制度要素，但其运作部分将体现在执

行该项目所需的管理和行政机制中。

16．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她希望突出共有的

自然资源专题与赔偿责任专题之间的联系。这种联

系应当制度化，至少两位特别报告员应相互参加就

其各自专题建立的工作组的会议。

17．关于标题，使用“共有”一词的问题并没

有目前标题过分宽泛的问题那样严重。也许最好在

标题结尾用中括号的形式添加“地下水、石油和天

然气”。这样既能表明所涉及的自然资源，又能保

证这三种资源被涵盖在相同的制度下。主题的范围

也将取决于给“封闭的地下水”下的定义。委员会

的定义不仅不同于水文地质学家采用的定义，而且

本身也不够清晰。委员会曾向大会提交决议建议大

会通过适用于跨界地下水的各种原则，在这项决议

中封闭的地下水被定义为“与国际水道不相连的地

下水”。12这项决议未获得通过，但《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公约》第 2条提到“地下水构成……一个

单一的整体并通常流入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于是

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就目前审议的这个专题而言，

封闭的地下水是否包括流入湖泊或泉流的水或者湖

泊和泉流是否属于公约的范畴。此外，还有靠雨水

补充，有时是大量补充的地下水问题。显然有必要

澄清委员会将采用的定义与该公约第2条载明的定

义之间的关系。

18．在增编中，特别报告员述及了地下水与地

面水之间的不同，断定前者需要定期评估而且比起

后者来需要更持续和准确的监测，尤其是因为地下

水可能枯竭和被污染。因此，地下水的标准不仅比

适用于地面水的标准更严格，而且比一般的责任标

准，如重大损害标准和预防标准也更严格。所以，

以《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作为模式可能是

危险的。然而，可以拟订一些具有强制性的一般原

则，但决不应将区域安排排除在外，甚至不应取消

其优先地位。

12 见上文脚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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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卡特卡先生说，他怀疑将本专题的范围限

于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气是否明智。在报告第 4段
中，特别报告员将矿床、海洋生物资源或鸟类和陆

栖动物等共有的自然资源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理

由是在其他专题中处理它们更为合适。但是，他想

知道控制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之间动物大规模迁徙的

制度是什么，这种迁徙的数量可能达数百万，若

无管理可能导致复杂情况并最终危害国际和平与 
安全。

20．池先生提到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关于争端解

决的意见时指出，就他所知，处理这个议题的情况

非常少，因为国家间的水资源争端往往通过谈判解

决。更一般地说，适用于共有资源的标准是公平使

用。此外，还考虑到了预防原则，其目的是防止有

关资源受到污染。如果一个上游国家改移水道，也

会引起争端。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续完）

［议程项目 11］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观察员的发言

21．卡米勒先生（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简称亚

非法协）秘书长）说，亚非法协于 2003年6月16日
至 20日在首尔举行了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了题

为“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有关问题

的报告”的议程项目，委员会议程中的所有项目对

于亚非法协各成员国以及组织本身而言都具有极大

的意义。在讨论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许多代表就

针对不同专题所开展工作的大方向提出了详细的意

见，并就各个专题的条款草案表明了其国家立场。

22．多数代表支持委员会编纂外交保护专题。

一个代表团强调这可以进一步促进人权。关于范

围，一个代表团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即条款草

案 13应限于与求偿当事人的国籍和用尽当地补救办

法有关的问题。但另一个代表团则认为委员会的工

作应限于判例和实践。至于将条款草案范围扩大到

其他具体情况的问题，代表们不同意在条款草案中

13 见第2756次会议，脚注3。

纳入关于对船只上船员和乘客的外交保护规定，因

为这已涵盖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94和第 292
条中。一名代表指出，由于不涉及国籍联系，国际

组织对其官员实施保护的问题不属于外交保护范

畴。此外，据认为，一国对其在本国以外占领、管

理或控制的领土上的居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不应

被纳入条款草案，因为根据国际法这种对领土的占

领是非法的。至于管理一领土的国际组织是否可以

行使外交保护，这种情况是暂时性的，应当结合国

际组织的责任专题来考虑。

23．有人指出，卡尔沃条款 14只是一种契约行

为，没有任何个人能放弃其国籍国的保护，因为行

使外交保护的权利属于国家。卡尔沃条款在全球经

济中已日益失去其实际效用，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在

条款草案中论及这项条款。

24．多数代表欢迎条款草案第3条的侧重点并

提醒外交保护是一项国家的酌处权利。由于个人越

来越可能向不同法院直接提出索偿要求，所以对其

利益的关注，不应导致国籍国有义务支持他们的索

偿要求。关于各项条款草案，一名代表认为它们反

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则，即外交保护是一国的权利并

取决于个人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国籍联系。另一名

代表欢迎对条款草案第 7条的评注，其中说明“难

民”一词不限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关

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中所界定的难民，还包括不

完全符合这项定义的人，由此为扩大定义的范围提

供了可能。此外，还欢迎条款草案第 1条中所规定

的，通过“和平解决手段”行使外交保护。不应滥

用外交保护来证明有理由对一国使用武力。一名

代表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外交保护

的例外情况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批准。条款草

案第 4条中的持续国籍规则得到普遍支持。代表团

们欢迎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15介绍的关于用尽当

地补救办法的条款草案第 12条的表述方式。关于

条款草案第12和第13条，16有意见认为既然用尽当

地补救办法的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并在实

施外交保护时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原则就必须尽

14 见第2757次会议，脚注5。
15 《2001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514号文件。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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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清楚明确。其次，追问现有补救措施是否有

效，可能导致对有关国家采用的司法标准提出质

疑。只要这些补救措施符合自然公正原则，标准

的变化不应当使其效力受到质疑。再者，在处理

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的例外情况时要更加谨慎，

因为任何倾斜都会损害外国人所在国家的国内管 
辖权。

25．就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 17介绍的涉及当

地补救办法徒劳问题的条款草案第 14条发表意见

的代表表示更赞成特别报告员建议的第三种方案。

根据一个代表团的意见，(e) 项（不当拖延）和 (f)
项（拒绝司法）应当与当地补救办法徒劳问题一起

审议。至于涉及举证责任的条款草案第 15条，18有

意见认为，作为证据原则，它属于议事规则的范

畴，不必在一项单独条款中予以阐述。在默示放弃

问题上要谨慎，因为很难在这方面制定任何客观 
标准。

26．委员会曾就对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征求各

国的意见。在这方面，大韩民国代表支持国际法院

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规定的基本规则，即应当

主要由公司的国籍国来对该公司行使外交保护。他

说大韩民国不希望大多数股东的国籍国拥有行使外

交保护的权利，因为这可能造成对小股东的差别待

遇，而且可能很难为这种差别确定一种数量标准。

此外，即使一个公司在一国境内成立后，该国不能

对之行使外交保护，可能也很难承认该公司大多数

股东的国籍国有行使外交保护的“次级”权利。

27．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 19 问题， 代表团们认

为准则是各国提出、修改和撤回其对条约的保留

时应当牢记的有用且实际的建议。一个代表团认

为，应根据其是否符合 1969年《维也纳公约》来

评估准则。此外，如果准则能伴以示范条款将会

更加有用。一名代表建议委员会缩短准则的某些

评注，因为对无争议的问题作冗长的评注可能使

人觉得对条约的保留方面的法律不够清楚或过于

复杂，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至于过时提出保留的

17 《2002 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523 和 Add. 1号文件。

18 同上。

19 见第2760次会议，脚注4。

问题，一名代表指出，为了确保条约关系中的稳

定性和可预测性，应当尽可能避免这类保留，只

有在缔约方无一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过时提出 
保留。

28．关于各项准则草案，一个代表团认为准则

2 . 1 . 1、2 . 1 . 2、2 . 1 . 5 和 2 . 1 . 7可以接受。另一个

代表团认为，解释性声明，无论是简单的还是有条

件的，都有必要以书面形式作出，但准则2 . 4 . 1并
未作出这种规定。关于准则2 .1 .8［2 . 1 .7 之二］规

定的保存人的作用，许多代表团强烈认为根据1969
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款，保存人应

发挥一种严格的程序作用。另外，许多代表团认为

准则2.1 .8［2.1 .7 之二］超出了1969年《维也纳公

约》的范畴：如果保存人在保留是否符合该条约的

目标和宗旨问题上进行干预，如有关准则所建议的

那样，便可能促使国家作出反应，而这不会有助于

解决问题。即使保存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也不可能

促使撤回保留。

29．委员会曾就准则草案2.1.6［2.1.6、2.1.8］
征求各国的意见，该项规定可以电子邮件方式告知

保留，随后通过书面方式加以确认，一个代表团强

调保留通常是在批准或加入时作出的，所以应与批

准书或加入书同时告知。因此，似乎不存在以电子

邮件或传真告知保留的问题。大韩民国代表说，这

种告知方式在他本国是不正规的，但他承认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

30．委员会曾要求澄清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

告 20介绍的关于被条约执行情况监测机关认定不允

许的保留之撤回的准则草案2 . 5 .X，对此，两个代

表团发表了意见。一个代表团确认撤回保留是国家

的一项主权特权，并说最近委派一些监测机关负责

评估对条约的保留是特殊情况，不应被纳入准则。

大韩民国代表认为需要澄清“条约执行情况监测机

关”的说法，因为监测机关就保留的有效性表态的

权限取决于有关条约赋予它们的权力。否则，只有

缔结条约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此权力。

20 《2002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
CN. 4 /526 和 Add. 1 -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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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提到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一些代表团强

调，在这个领域编纂并逐渐发展法律是可能的，而

且对于各国将是有益的，可以让它们了解这种行为

的风险。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个专题涉及的是

逐渐发展问题而不是编纂问题。一个代表团指出，

单方面行为可能具有域外效力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进一步审查这个专题。

至于方法问题，一个代表团认为，在拟订一般规则

之前，研究每种类型的行为，如许诺、承认、放弃

或抗议等将是有益的。另一个代表团认为，特别报

告员应首先研究单方面行为，因为根据国际实践，

这种行为会引起义务。关于单方面行为的分类问

题，一名代表强调需要使用“法律效力”这项标准。

这样便有两大类行为，即国家借以承担义务的行为

和国家借以重申权利的行为。一名代表怀疑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即通过与构成条约关系基础的“pacta 
sunt servanda（条约必须遵守）”进行类比， 单方

面行为的约束性可以建立在一种新的表达法，即

“acta sunt servanda（行为具有约束性）”的基础上；

这种类比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在国际法中没有任

何依据。

32．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问题，多数代表提到预防与责任

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欢迎委员会关于开始责任方面

工作的决定。一个代表团强调在这个领域中不容易

编纂和逐渐制定规则，因为现有条约制度主要是在

区域和部门层面上确立的，并涉及到缔约国的深远

利益。特别报告员决定在专题的标题中提及“损失

分摊”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因为在最后分析中，

损失分摊牵涉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至于委员会工作的范围，一名代表强调应与预防工

作的范围相同，但另一名代表则认为委员会应拟订

一般规则，以便确保国家有足够的选择来根据其具

体情况处理每起案件。这将体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的一般原则。

33．在损失分摊方面，代表团们认为从活动中

受益的不是国家，而是经营者，所以不应由国家，

而应由经营者来承担这方面的主要责任。关于国家

在赔偿责任制度下的作用，需要仔细研究国际判

例。具体说来，有意见认为，根据部门性公约确立

的赔偿责任制度可以提供某些指导。

34．亚非法协成员国普遍欢迎将其他一些新专

题纳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为了让委员会了解亚洲

和非洲国家的法律和国家实践，亚非法协第四十二

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其成员国在委员会征

求意见时作出答复。

35．2002年，亚非法协秘书长曾提到，由于时

间不够，该组织越来越难以在其年度会议期间审议

委员会所研究专题的重要法律方面。在这方面，他

曾建议考虑是否可能由委员会和亚非法协共同组织

一次研讨会，研究最近被纳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一

个专题。委员会赞成这个想法并商定在亚非法协成

员国法律顾问会议（通常于联合国大会常会期间在

纽约举行）期间举行这次研讨会。但是，这项建议

在 2002年未能得到实现。亚非法协上届会议审议

了这个想法，并在就这个问题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明

确表示支持举行这样一次研讨会。他希望听取委员

会在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36．亚非法协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不仅审议

了委员会的工作，而且还审议了如下议程：国家及

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国际刑事法院；将巴勒斯

坦人驱逐出境和以色列的其他做法，尤其是犹太人

包括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

内瓦公约》；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后续行动；打击

贩卖妇女和儿童措施方面的合作情况；拟订一项反

腐败的有效国际法律文书；人权与伊斯兰教；以及

作为世界贸易的框架协定和行为守则的世贸组织。

在这届会议期间，亚非法协还与红十字委员会一起

组织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特别联席会议，讨论“国际

人道主义法在当今武装冲突中的重要意义”。

37．为继续亚非法协过去几年来在工作方案合

理化方面作出的努力，首尔会议首次将审议焦点放

在一系列重点议程项目上，而且今后将为每次年度

会议确定重点议程项目。该组织将尽早向委员会提

交其第四十二届会议的详尽报告。

38．关于亚非法协与委员会之间今后的合作问

题，亚非法协秘书处将继续编写关于委员会审议的

实质性项目的说明和意见，以便协助第六委员会中

亚非法协成员国的代表讨论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的工作报告。随后将在亚非法协第四十三届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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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中纳入一个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工作报告”的项目。

39．最后，秘书长代表亚非法协请委员会参加

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法协第四十三届

会议。

40．卡特卡先生欢迎亚非法协在其第四十二届

会议上利用大量时间讨论委员会的工作，尽管如

此，他仍为亚非法协成员国在讨论时没有看到委员

会第一期会议的成果感到遗憾，不过，他相信它

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审议这些成果。此外，他感谢

亚非法协鼓励其成员国就委员会处理的问题发表 
意见。

41．委员会很想更多地了解有关亚非法协各届

会议议程项目的情况。

42．亚非法协使其工作合理化的努力是可喜

的。希望该组织不要步联合国大会的后尘，大会的

信誉由于其议程中的某些项目多年未变而受到损

害。亚非法协是个法律机构，应注重法律事务，尽

管法律事务可能具有政治或经济层面。

43．薛女士感谢亚非法协对委员会工作的关

注，相信两个机构之间的对话今后会继续下去。亚

非法协的工作和效率都有所改善，而且该组织正在

研究国际法中的最新事态发展。显然，没有非洲和

亚洲国家的参与，国际法律秩序就不可能有效地取

得进展。

44．她作为亚洲集团代表，请亚非法协秘书长

提供更多的信息，说明亚非法协各成员国在国际法

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采取的立场。

45．加利茨基先生说亚非法协无疑是深切关注

委员会工作的唯一区域机构，他欢迎这种关注。委

员会听取非洲和亚洲律师的意见非常重要而且会具

有启发性，所以他希望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能继续

下去。在这方面，他同意举行联席会议，诸如举行

预定的研讨会的想法。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亚

非法协成员国的法律顾问们举行一次会议一定会取

得丰硕成果。

46．马里先生说他想知道亚非法协在非洲和亚

洲区域的人权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这两个区域在

人权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7．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她希望获得有关亚非

法协讨论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与加利茨基先生

一样，她也对亚非法协关注委员会工作感到惊喜，希

望该组织很快便能收到委员会第一期会议的成果。

48．她赞成安排一次亚非法协 / 委员会联合研

讨会的想法，但也想知道是否只有届时将在纽约的

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各位特别报告员能够参加。

49．关于亚非法协第四十二届会议上讨论的其

他项目，她希望在人权与伊斯兰教以及国际刑事法

院方面了解更多的情况，尤其是后者非常重要，这

主要是因为与非洲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加入《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数目很少。

50．蒙塔兹先生说，对委员会工作的这种专题

审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而且该审查与联合国秘书

处的审查并不重复。经验往往表明，那些没有机会

在第六委员会中对其所关注的问题发表意见的国家

可以在亚非法协的会议上这样做，因为它们觉得在

那里能够更自由地表态。

51．他想详细了解亚非法协是如何鼓励其成

员（占国际社会成员四分之一以上）对特别报告员

们根据委员会审议的各项专题编制的调查表作出答 
复的。

52．达乌迪先生注意到亚非法协涵盖了两个具

有不同法律文明的大陆，他询问在目前国际法原则

和基础正受到威胁的时候，该组织的工作是否表明

了对发展国际法的某些方面的兴趣。他想知道在具

体问题上是否正在形成一种共同立场，以体现这些

国家在国际法规则的内容方面的观点，以及非洲和

亚洲的法律委员会正在对亚非法协的工作作出什么

贡献。

53．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亚非法协

秘书长的发言体现了该组织对委员会工作的兴趣。

委员会与该组织之间交换意见对于两个机构各自的

工作都非常重要和富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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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卡米勒先生（亚非法协秘书长）在答复卡

特卡先生时说，虽然池先生曾代表委员会出席亚非

法协第四十二届会议并概括介绍了委员会第一期会

议的情况，但他仍有兴趣获得将于第二期会议结束

时编写的委员会工作详细报告。

55．卡特卡先生担心亚非法协的议程会像联合

国大会的议程那样包含太多无关的项目，对此，他

表示亚非法协能够确保其各届会议讨论的问题具有

现实性并体现各成员国的利益与关注。亚非法协还

不断调整其工作：去年的议程上有15个项目，而第

四十二届会议上，该数目被减半。

56．的确，许多亚洲国家还没有批准《国际刑

事法院规约》，但亚非法协是一个咨询机构，只能

敦促其成员国加入该项文书。

57．关于人权问题，其组织于两年前与当时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签署了一项

协定，目的是要在亚非法协与人权高专办之间建立

更密切的合作。此外，亚非法协于2002年在阿布贾

举行第四十一届会期间，举行了一次关于人权和打

击恐怖主义行动问题的特别会议。在移民和工人权

利方面，继续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一周前，亚非

法协与红十字委员会签署了一项协定，旨在加强该

组织在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工作。因此，该组织

成员国了解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他本人将亲

自负责这项工作。

58．预定的研讨会将在纽约亚非法协成员国法

律顾问会议结束后，而不是在会议期间举行。这次

研讨会将有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参加，并将讨论由委

员会选定的一个专题。研讨会的目的是要帮助亚非

法协成员国代表更深入地了解所选定的专题。因此，

这应当是一个对委员会和本组织成员国都很重要的 
专题。

59．主席感谢亚非法协秘书长的发言并说为研

讨会选定的专题很可能是届时将在纽约的一位或多

位特别报告员负责处理的问题之一。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779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

里奥·阿丰索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特卡先生、卡

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

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先生、奥佩蒂·巴

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

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薛女士、山田先生。

  –––––––

共有的自然资源（续完）

（A/CN. 4 /529 , G 节；A/CN.4 /533和
Add. 11）

［议程项目 9］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续完）

1．尼豪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非常出

色，是委员会就国际法领域这个十分重要的专题开

展工作的良好起点。人人都知道，获得安全饮水对

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今后几年内

还有可能严重恶化。决定分开处理封闭的跨界地下

水问题是明智的，因为报告第 19段所列其他各种

地下水具有很多类型。

2．对本专题的标题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没有根

据的，因为它已经得到大会的正式核准，2而且它非

常明确地表明了研究的重点：某些自然资源属两个

1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见第2778次会议，脚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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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两个以上国家管辖或共有。对共有的自然资源的

法律制度开展研究是适当的，因为要平等利用和管

理这种资源，对这种资源有管辖权的国家必须积极

合作，而且必须要考虑合理和可持续利用这种资源

的问题。

3．共有的自然资源不仅本身就在两个或两个

以上国家的管辖范围内，而且在一国境内对这种

资源的开发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对这种资源的利

用。能够移动而经过不只一国管辖范围或者位于不

只一国管辖范围之内的资源，如水文资源和碳氢化

合物等，特别引人注意。本报告只集中于地下水问

题，而将碳氢化合物放在一边，但除论述地下水以

外，若还述及石油和天然气，将会更全面一些。至

于何种原则适用于所有这三种资源及其区别何在的

问题，仍然得不到解答。希望今后的报告弥补这个 
缺陷。

4．委员会在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

草案时表示，3草案所载的原则可适用于封闭的跨界

地下水。遗憾的是，大会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也没

有具体规定为使用地面水拟订的原则在何种条件下

可适用于地下水的使用。

5．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0段指出，地面水资

源是可再生的，而地下水资源不可再生，因而带来

的挑战不同。有人可能会问，《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

法公约》所载的原则能否适用于古含水层？国际环

境法的哪些原则适用于不可再生或只能非常缓慢地

再生的资源的勘探、分配和保护工作。

6．该公约第 5条规定了公平合理地利用和公

平合理地参加水资源的使用、开发和保护的原则，

以便对水资源作最佳的可持续地利用。遗憾的是，

这项基本原则无法被自动变成对不可再生的有限资

源的管理：不可再生资源本身的不可再生性妨碍对

其进行可持续地使用。与该公约第 6条所载公平合

理利用的原则有关的要素也未能自动适用于不可再

生资源。就某种可再生资源来说，可根据情况作调

整，而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在某一时刻看上去是

公平的，但在后来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3 同上，脚注8。

7．因此必须制定一项技术标准清单，同时考

虑各国管辖范围内水资源的实际分布，以利于准确

无误地分配水资源利用的配额。水是人类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种资源，获得用水的基本权利得到一些意

见的支持。1990年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1990年代安

全饮水和卫生问题全球协商正式规定以可持续的方

式向所有人提供足量的安全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

施，它强调“人人有一些，而不是一些人有更多”

的原则。因此，在界定公平合理利用封闭的跨界地

下水时，必须首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8．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对其他国家造成严

重损害的义务载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第7条，但这项义务的力度不够，因为古含水层特

别容易受到污染。对环境的考虑，要求采取强有力

的预防措施，防止对这种资源的污染。如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18.35章指出的

那样，酌情采取预防办法，对避免随后采取昂贵的

措施去恢复、治理和发展新的水供应是至关重要的。4

9．该公约第 8条所载关于合作的一般性义务

的确似乎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的利用。由于古

含水层和碳氢化合物储备都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

源，因此可适用相似的法律制度。但是，水对于人

的生活不可或缺，因此对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的法律

制度应作某些调整，以便对利用开发的限额分配实

行某种人道主义标准。

1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欣见关于共有的

自然资源的报告清晰准确。特别报告员就采取何种

办法征求过意见，当然在目前工作的初步阶段只是

征求了一般性的意见。

11．他同意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意见，即标题

应采用更严格的措辞，并提议用“共有的自然资源：

封闭的跨界地下水”，这更符合报告的内容。当然，

石油和天然气将在以后讨论。

12．在对本专题所涉的领域制定规则之前，委

员会需要拟订一项定义，并确定与地面水不相连的

4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6
月3-14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 8及更正），
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第1号决议，附件二，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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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地下水对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特别报告员认识到必须要有技术咨询，并召集了一

些非常高级的水文专家和法律专家，包括本委员会

的前委员麦卡弗里先生。

13．报告第 20段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公约》所载的原则几乎都可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

水。但他认为，这样说还为时略早。如奥佩蒂·巴

丹先生在上次会议上建议的那样，至少在工作的初

步阶段，这个问题应该分开处理。与其他公约的类

推工作可以在后一阶段进行。当前应分析非相连地

下水的具体特征。

14．现在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严重损害”原则

是否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在报告增编第 7段
中，特别报告员说这项原则不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

下水：对这种水应该适用更严格的标准。他赞成尼

豪斯先生刚才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同意增编第

40段关于古地下水相对于地面水而言的脆弱性的

评述。

15．最后，处理非相连地下水的污染问题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与关于跨界损害的工作作类

推，因为它在承担责任之前已处理了预防问题。

16．卡特卡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就专题范围征求

意见的请求作出响应，他说，他已经对共有的资源

不包括矿物质、动物和鸟类等表示了疑虑。在管理

海洋资源方面有一些制度，其中有些资源是移徙性

很强的，因此似乎没有理由对移徙性野生动物不

作出制度规定。对特别报告员不愿扩大专题的范

围，他表示理解，但没有理由不在其背景研究中一

般性地论述其他共有的自然资源，以提供另外的视

角。例如，在候鸟方面显然有一项公约，特别报告

员可研究是否可以对其他共有的自然资源作出类似 
安排。

17．报告第 7段搞错了主要河流系统上游国家

对下游国家的权利这一敏感问题，给人以只有上游

国家造成环境问题的错误印象。上游国家新的用水

方式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下游国家历史上获得

的利益这句话触到了神经的痛处。有些河系仍然适

用由殖民国家缔结的协议，而这些协议有利于下游

国家，不利于上游国家。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尼罗

河水协定》。5鉴于本报告第11段所述上游国家与下

游国家之间的争议，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因此，尚

不清楚该段为何提及“不发达的上游国家”：对下

游国家可能产生相反的情况。

18．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第 20段中说，《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所载的原则也适用于封闭

的跨界地下水。该公约第 5条公平合理利用的原则

与此相关，关于公平合理利用的要素的第 6条也是

如此。关键是要满足人类生存需要以及在国家间

不厚此薄彼的要求。该公约第 7条关于不对其他水

道国造成显著损害的义务以另一种形式载于关于

防止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6 如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在上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共有的自然资源问题

特别报告员和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应协调他们的 
工作。

19．本报告第 12段表明，地下水占地球上淡

水的95%以上，而第21段却说，可供人饮用的淡水

比例占 1 %。由于用水增加、人口众多和污染，淡

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实际上，特别报告

员说，世界水危机迫在眉睫。但这个说法似乎不太

一致。如果地球上只有1 % 的水得到利用，而且假

定这部分水在定期通过降雨和渗流得到补充，那样

99% 的水没有被利用，危机在哪里？

20．发展中国家人民缺水，每天死亡数千人，

而其他国家则用水灌溉草地。报告提出的统计数据

似乎主要来自大型自来水厂，而非来自小规模用

户。希望下次报告更多地列入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

据，因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地下水比发达国家多。例

如，钻孔和打井问题值得研究。最后，他大体上支

持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计划。

21．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在利用水文地质方

法研究地下水资源方面，特别报告员发挥了可靠的

向导作用，帮助委员会不走弯路地跨越未知领域。

他采取的慎重周密的做法，特别是聘用专业助理的

做法，应该得到称赞。

5 联合王国和埃及于1929年5月7日在开罗缔结（国际联
盟，《条约汇编》，第93卷，第2103号，第43页）。

6 见第2778次会议，脚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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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报告的增编告诉委员会说，地下水分布于

含水层，即产生于地质建造（第 8段）；它可以因

重力、高差和压差而流向两边以及上下（第9段）；

某些含水层伸展过国际边界（第14段）。就制定一

项法律制度而言，这似乎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

一项法律制度要将地下水的流动包括在内，它也许

要有多个方面，这有三个原因。

23．第一，对含水层作定位，需要调集大量业

务资源，包括技术资源，而有关国家可能不一定拥

有这种资源；如果要请第三方，将会产生法律问

题。第二，地下水和含水层的开发利用可以比作国

际法不加禁止但产生跨界风险的活动：在这种情况

下应适用何种制度？第三，要开展这种活动，可能

必须既要汇总流域国又要汇总流域外部国家的人力

资源和技术资源。

24．今后制度各部分的安排将高度突显出权

力、实力、时间限制和人的生存等各种各样的因

素，这里可举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地下水是否属于

用水居民国的领土范围？对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地下

水与非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地下水是否应作出区别，

或许根据与地面的距离？如果这样，人们可能试图

对地下水资源实行一种与海洋资源相似的制度，例

如专属经济区和海床，但由于海洋的组成物质不同

于陆地，要作类比似乎非常困难。

25．显而易见，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制度首

先必须涉及国家对自己领土上资源的永久主权。但

是，共享概念（问题的关键）不是一项先验准则。

它是一项必须予以发展的准则，只有在有关国家的

同意下才可以这样做。这种同意必须立足于国际社

会思维的根本性变化所产生的对所涉利益的看法。

对一个非常复杂而有趣的主题，目前只有少数简单

的评述。他期待着第二次报告。

26．马西森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

告，它对审议封闭的地下水的专题和技术问题提供

了有用的背景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委员会

应该对此作出贡献，不仅要对国际法的发展作贡

献，而且还要为依赖地下水资源的国家内大量人口

的健康和福祉作贡献。特别报告员谨慎地强调，必

须在进一步研究有关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后，再对委

员会如何继续开展工作作出最后决定。有人建议在

2004年之前完成封闭的地下水问题的第二次报告，

但特别报告员应不惜利用一切时间，来征求各国的

意见和技术投入，委员会可以根据这些意见和投入

准备它的贡献。另一方面，委员会能否对石油和天

然气作出类似贡献的问题尚不明了。到目前为止开

展的辩论突出了人们对该主题是否适合的关注，显

而易见，从技术和法律方面来讲，封闭的地下水问

题与石油和天然气问题有很大差别。委员会在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方面已就封闭的地下水开展了大量

工作，这个问题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引起了直

接的严重关切，但对石油和天然气来说，情况并非

如此。没有理由认为国家不能通过正常的外交和法

律程序解决与石油和天然气有关的问题。虽然目前

要对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的最终范围作出决定为时

尚早，但显然封闭的地下水必须予以优先重视。特

别报告员提议将 2005年作为提交关于石油和天然

气的第三次报告的年份，但是较明智的做法似乎是

提前完成关于封闭的地下水的报告。他期待着关于

封闭的地下水的第二次报告，并相信这份报告将为

委员会的工作打下出色的基础。

27．奥佩蒂·巴丹先生说，鉴于到目前为止提

出的评注，他有两个基本的关切问题。第一，委员

会目前应恪守封闭的地下水这一具体资源的主题；

移徙动物等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其他方面只能使问题

更加复杂。第二，它不应忽视原来的建议，即在对

共有的自然资源的研究中包括三种资源：水、石油

和天然气。这种建议背后的理论基础可能是这些资

源有某些共同特点，其中之一是它们都在地下。诚

然，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法律制度已经存在，在有

些情况下正在拟订。国家对天然气开发利用的协调

方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必须记住的是，

确立石油和天然气制度的标准是主权，如果仅仅是

因为关于水的法律制度制定得较晚，或者是出于这

种资源对人类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人道主义原因，

他将强烈反对以不同方式处理水的问题。如果接受

这一论点，就没有人能否定石油和天然气对人类的

有用性，尽管主要用于商业目的。因此，他促请特

别报告员在处理这样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时要十分

小心谨慎。委员会的目标是在合作保护和利用封闭

的地下水但不使其变为全人类的资源的基础上建立

一种法律制度。此外，海洋法不能作为讨论的基

础，因为就制定规则这一目的而言，它没有包括领

土主权。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不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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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告所采用的办法，第一次报告考虑了水、

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自然资源，因为必须要根据类

似的标准对这些资源制定一项法律制度。

28．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感谢特别报告

员从法律、政治、技术和社会经济角度，对水的获

得、利用和污染，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水的获得、

利用和污染等问题，就一个非常困难而重要的主题

提出了技术上非常详细但清晰的报告。鉴于本主题

的复杂性以及目前辩论的进展状况，第 4段所述的

五年工作计划很可能需要进行修订。他同意，研究

暂时专门围绕特别报告员所界定的通常与地面水主

体不相连的水域的封闭的地下水；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项目曾研究过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审议被推

迟了。跨界移动的其他地质结构，如石油和天然气

以及动植物等等，其特性非常不同，肯定会使研究

更加复杂，至少在制定关于保护、有效管理和公平

利用这种资源的规则方面是如此。因此，委员会首

先应完成对封闭的地下水的研究，然后再从事对石

油和天然气的研究，来看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些有

助于制定共同规则的相似之处。

29．除了详尽分析不同的封闭地下水的系统，

如奥佩蒂·巴丹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提到的瓜拉尼含

水层之外，委员会还必须审议与保护和管理这种系

统有关的学说、国家惯例、国际协定和国内立法。

研究必须全面、平衡并包含合理使用封闭地下水、

国家利益和环境保护等内容。

30．他不想对研究的结果作预先判断，但应该立

即就总体目标作出决定。他建议按照（但不一定严格

遵守）《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就预防跨界损

害的问题业已通过的各项条款以及适用于客观责任和

赔偿责任的原则和准则，为保护和更好地利用封闭地

下水制定规则。还应该考虑大会1962年12月14日第

1803（XVII）号决议所载国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

原则。本国境内有这种资源的国家还必须通过适当的

国内立法，并谈判和缔结有关协议。此外还必须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确定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国

家惯例表明这种争端很少出现，而且这种争端通常是

通过实际手段解决的。

31．蒙塔兹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对水文

地质学作了很好的介绍，构建了关于看不见的跨界

封闭地下水资源的立法制度框架。在这方面，他欢

迎特别报告员听取高级专家的意见。他的评述着重

于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的范围；二是正在研究的专

题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之间可能存在

的关系。

32．他赞成报告提议的工作计划以及将封闭的

地下水与石油和天然气等其他地下资源分开处理的

决定。这种渐进的办法将加速委员会工作的进展。

这两类资源都应适用永久主权的原则，但两者之间

还是有些区别的。例如，封闭的地下水易受农业和

工业活动的影响，而对石油和天然气就不能如此说

了。本国境内有水资源的国家，必须采取措施防止

污染。此外，国际责任问题研究组正在开展的工作

与跨界封闭地下水的主题有关。这种风险与石油和

天然气无关，因为已经为此制定了完备的管理有关

跨界结构的原则。研究不包括固体矿物质，这是合

理的，因为它们是静态储藏物，不会给各国带来特

殊的共同问题。他理解卡特卡先生就动物移徙表

示的种种关切，但认为它们可以根据《候鸟保护公

约》等双边或多边协议予以处理。7

33．他欢迎报告就旨在管理流经各国而为各国

所共有的资源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方

面提供的背景资料。根据与国家公平合理利用和参

加国际水资源的规定，流经河床的水不被认为是可

以拥有永久主权的资源。虽然上游国家一直支持这

项原则，从未提出对这些资源的主权或专属权，但

对封闭的地下水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对此可适

用永久主权的原则。因此，奥佩蒂·巴丹先生坚持

认为就封闭的地下水制定的规则应该与关于石油和

天然气的规则相一致，他这样认为完全是合理的。

对于在这两种情况下可否将该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

产的一部分予以提及的问题，他也有同样的关切。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委员会才决定不将封闭的地下

水列入该公约的草案范围，其结果就是，大会也没

有落实委员会载于其关于跨界地下水的第 1994号
决议的折衷建议，即在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的情况

下，各国应遵照其中所载的原则。8 因此他对报告

第20段中所说的话提出疑问，这句话大意是，公约

7 于1916年8月16日在华盛顿签署（美国，《法律总汇》
第39卷，第1702页，《条约汇编》，第628号）。

8 见第2778次会议，脚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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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的原则显然也几乎都能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

水。但是，他完全赞成第24段的话，该段强调，需

要编制一份全世界资源的清单，详细列出不同区域

的特点，以便拟订关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的规则。

报告增编明确表明，与封闭的地下水有关的问题因

区域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此，可能必须要结合各

区域的具体特点制定一般性规则。

34．卡姆托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明智地听取专

家意见，从而使委员会能够就一个法律工作者通常

不熟悉的领域达成某种理解。至于本专题的标题，

要想做到确切或者作出最后决定，为时尚早。不仅

现行标题已得到大会的核准，而且经验也表明，只

有整个进程完成以后才能确定完全适当的标题。

35．增编的某些部分， 特别是第 7至第 9段，

难以理解，但问题可能在于法文翻译。他感谢附件

一列入术语表，但他希望今后可予扩大，将本报告

增编第9段中的“水力坡降”等表述列入。

36．增编第 9段还明白指出，地下水流经含水

层的速度非常缓慢，流速为每年数米。但是，经过

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累积起来，某一含水层就可能

成为共有的资源。因此，他同意蒙塔兹先生的建

议，即委员会应查明应被视为共有的各种含水层，

以便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37．这种研究不应只局限于保护含水层质量的

做法，而且还应包括任何利用含水层的做法。应该

考虑关于地面水的原则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地下水。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分享某一资源的标准是否可以

国家的需要、相称性或公正性为基础。在这方面，

他赞扬特别报告员决定暂时将水与石油和天然气分

开讨论，只要这种办法不阻碍更全面地审议这个问

题的话：这三种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找

到共同的原则，必须区别开发利用制度和保护制

度，因为这两者之间因资源的不同而会有区别。

38．布朗利先生表示关切说，“共有的资源”这

一比喻太简单，例如这似乎是说，在地下跨过边界

的地下水可以像石油或天然气一样被看作是一种单

一的地质结构。从增编可以看出，含水层的性质极

差很大，因此，国际社会在石油或天然气方面很熟

悉的关于共享的这一比喻说法也难以适用。例如，

他想到增编中关于努比亚沙岩含水层系统的一个令

人感兴趣的个案研究，该系统涵盖很大一片区域。

这种情况必须要适用法律方面的非常复杂的概念；

“共享”这一概念太简单。很难相信，如果利比亚地

区发生某种事件，苏丹的“分享部分”会立即减少。

然而在同时，这两个国家显然都是该含水层的相关

国家，而在水文学或者可能在其他方面，整个含水

层的健全和完整都关系到它们的利益。他促请委员

会不要简单地与石油或天然气作类比。

39．卡米沙先生说，报告为讨论提供了一个出

色的基础。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难题：标题可能引

起混淆。“共有的”一词指的是有关资源可以与另一

国联合开发利用还是指在今后可以分享，这一点不

清楚。当委员会开始审议石油和天然气问题时，这

一点就会成为关键问题。实际上，鉴于开发利用石

油和天然气的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后者是否应构成

研究的一部分？

40．加利茨基先生说，报告虽然是初步的，但

极其有价值，特别是因为它含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信

息，这种信息对委员会了解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至

关重要。他也同委员会有些委员一样对本专题的标

题有疑虑，因为它似乎太宽泛，准确性不够。对

“共有的”和“自然资源”这两个术语必须作更多的

审议。

41．同样，特别报告员关于处理封闭的跨界地

下水、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自然资源的决定也可能

既是一种太狭窄的选择，也是一种太宽泛的选择。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跨界性自然资源；但同时，特

别报告员选择的这三种资源的范围又很广。石油和

天然气的特性与地下水的特性极其不同，可能需要

有不同的法律规章。他倾向于将本专题局限于地下

水，但它不排除在后一阶段将讨论扩大到诸如石油

和天然气等其他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可能性。

42．但是，限制本专题的范围，并不意味着能

避免其他的严重困难。“封闭的跨界地下水”这一概

念本身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按照《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公约》，其中第二条将地面水和地下水合并

描述为“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构成一个整体

单元”。此外，在对实践中所用的各种术语作了研

究后，特别报告员选择的“封闭的跨界地下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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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并不减少因需要从水文地质和法律角度精确界定

该术语而产生的困难。即使在各种地下水之间，似

乎也有差别。如特别报告员建议的那样进一步与水

文地质学家协商，也许会有所裨益。

43．还如特别报告员所说的那样，该公约所载

的原则也几乎都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因此，

委员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查明地下水与其

他国际水道之间在法律上的异同之处，从而使它能

够拟订专门处理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的具体规则。

44．他同意，为了拟订规则，委员会应有一个

全世界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的清单以及这种资源不同

区域特性的细目。还应尽量广泛地了解在使用和管

理封闭的地下水方面的国家做法以及现有的国内立

法和国际协定。这个任务十分严峻，而且花费时

间，这是限制本专题范围的另一个原因。

45．薛女士对报告作了赞扬，然后她说，共有

的自然资源这一概念本身就可能引起争议，在环境

法正在加速拟订的时候尤其如此。自然的各部分都

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自然资源又是共有遗产，因

此也适用主权和安全概念。因此，各国往往采取谨

慎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她支持特别报告员采

取的仅仅围绕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气这三个领域的

方法，因为这三个领域有着流动这一共同的特点。

同时也应铭记其他自然资源的情况，以便全面了解

科技状况以及人类相关活动和对资源的影响。同

时，首先着重于地下水的决定非常明智。水文地质

学方面的数据至关重要，她希望在今后的会议上听

到水文地质学的报告，从而使委员会的工作立足于

科学。

46．委员会几年前就封闭的地下水是否属于国

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范围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

原因是地下水与地面水之间自然连接的概念模糊，

以及缺乏一国使用地下水对另一国使用同一水体的

影响方面的科学数据。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地下水应适用国内水法还是国际水法。虽然委员会

决定《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不包括封闭的

地下水，其原因是国家对自己国内资源具有主权这

一原则，但根据增编第 6段提到的四项标准中的最

后一项标准，如果有关水系是国际性的，那样地下

水确实属于该公约的范围之内。

47．从此以后，委员会采取了地下水是共有的

自然资源这一立场。她同意布朗利先生的说法：必

须要有一个科学基础，以界定本专题的范围，并必

须对委员会为什么认为地下水是共有的资源作出解

释。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充分理由也许是，由于是

共有的，因此各国采取了各种相互有关的行动，这

要求根据国际法制定规章。然而，对地下水使用的

影响必须作出精确的量化分析，绝不能满足于一般

性的假设，所以必须开展更多的研究。因此，特别

报告员应继续就这个问题展开调查，因为无论委员

会的研究最后采取何种形式，它都将扩大各国对自

然资源耗竭问题的认识，并促进更好地了解当前在

这方面的情况。

48．虽然石油、天然气和地下水都有一个共同

特征，即它们都是流动的，但它们的地质结构却不

一样，委员会的研究还是应该以科学证据为基础，

因此应该推迟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审议。

49．山田先生（特别报告员）对讨论作了总结，

他说，在今后的报告中，他将考虑辩论过程中提出

的所有评述，并努力提供更加科学的数据。

50．有人对“共有的”一词提出了关切，因为

不清楚是谁共有相关自然资源，在这方面，若干委

员强调永久主权的概念。他认为“共有的”概念并

不指所有权，而是指资源管理的责任。希望通过用

物理术语对专题的范围作界定后能够解决这一争

议。有些委员认为，野生生物也是一种共有的自然

资源，但他与其他一些委员一样，倾向于集中讨论

地下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变成一个次级专

题，因为他认为他的能力还不足以处理移徙动物和

候鸟的问题。因此他同意加利茨基先生的意见，推

迟关于范围的最后决定。

51．他同意，地下水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因

素，法律解决方案并不是一种万灵药。因此，也

许应当先拟订若干原则，然后再着重讨论合作制

度，包括争端的解决。他接受有些人对报告第20段
中的这句话的批评，即《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

约》所载的几乎所有原则也应适用于封闭的跨界地

下水，因为要肯定地说这些原则确实适用封闭的地

下水之前，必须要对其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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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一些委员提到了地下水极容易遭到损失

以及需要更严格地规定跨界损害上限的问题。对

这一领域确实必须要作认真的审议。不应该采取

一种统一的办法，各区域性制度可能更加有效。如

果要制定规则，则应该类似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公约》的条款，承认区域性努力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53．针对该公约是否包括排放泉水的地下水的

问题，他提请注意他的报告增编第 6段所列的四项

条件，并说他认为，如果泉水不符合这些标准，成

为这种泉水的地下水也不属于该公约的范围。

54．有人问公约第2条“通常流入共同的终点”

一语的含意，这很难回答。一般来说，共同的终点

就是海洋。但是，“通常”一词，尽管特别报告员反

对，甚至科学界也难以接受这一定义，还是在最后

一分钟被加入了案文。为此，必须重新考虑目前研

究中处理的地下水的定义。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

引起的困难（续完）*

（A/CN. 4 /529 , F 节；A/CN. 4 /L.6449）

［议程项目 8］

研究组的报告

55．科斯肯涅米先生（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

究组主席）介绍了研究组的报告（A/CN. 4 /L. 644），

他说， 研究组对特别法规则和“自足的制度”的

讨论以去年的报告 10 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A/
CN. 4/529, F 节）作为起点。本报告重申，研究组对

不成体系采取的方法是实质性的，不是体制性的。

应该在不同的解释模式或者明显的冲突之间作出分

析性的区别。经决定，这些区别应予以分别处理，

因为它们就不成体系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问题。报告

没有对第 9段提到的案例实情作出判断，也没有暗

指对它们作的解释是唯一可能作的解释。

*  续自第 2769次会议。

9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十章，C 节。

10 见第2769次会议，脚注8。

56．据设想，从研究组对委员会本身选择并经

第六委员会核可的专题的不同方面的审议中，可能

会形成一些准则。研究组认为，“特别法”可以有

各种理解，但不必对此采取一种立场，主席的研究

将争取包括其中的大多数。在讨论自足制度时强调

说，一般法可以若干方式干预这些制度的运作。最

后，研究处理区域法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

57．梅莱斯卡努先生说，报告体现了一种思想

开放和灵活的办法，在当前工作的早期阶段，这是

非常必要的。国际法协会罗马尼亚分会将在审议有

关这一主题相继订立的条约的实施情况方面提供合

作。国际法不成体系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国际

公法全球化和多样化的实际后果。研究组的目标应

该是为各国制定出准则，它不应卷入没有实际用处

的理论性辩论。

58．曼斯菲尔德先生说，国际法协会新西兰分

会和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法学院将在他的那一部分

研究中向他提供援助。

59．主席建议委员会注意国际法不成体系问

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问题研究组的

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80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达乌迪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

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姆托先生、卡

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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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尼豪斯

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 –齐文达先生、

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

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薛女士、山田先生。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

［议程项目 2］

1．主席说，委员会将举行国际法讲习会的正

式闭幕式，为此，将暂停会议。

会议于上午 10时 5分暂停，于上午 10时 30分
复会

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29 , B 节；A/CN. 4 /535和
Add. 1；2 A/CN. 4 /L.630和 Corr. 2）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2．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对条约

的保留问题的第八次报告（A/CN. 4/535和 Add. 1），
他说，报告的起首部分阐述了对其在上一届会议上

介绍的第七次报告 3的反应，并介绍了过去一年里

有关保留方面的新的动向。关于第一点，委员会应

当了解，除了在报告中所载的资料之外，第七次报

告中所载的准则草案已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得到起草

委员会的审查，并在委员会通过草案之前改进了案

文。他起草了相应的评注，委员会在通过其关于本

次会议的报告时将会根据通常的惯例来审议这些评

*  续自第 2770次会议。

** 续自第 2760次会议。

1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2段。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
CN. 4 /526和 Add. 1 -3。

注。而且，除了有关显然［不能允许］提出保留之

情况下的程序问题的准则草案2 . 1 . 8［2 . 1 . 7 之二］

之外，第六委员会对于在之前届会上所通过的准则

草案持非常接受的态度。当时所提的有些意见很有

意义，但是只能在委员会二读《实践指南》草案时

才能加以考虑。同时，应当回顾，关于撤回条约执

行情况监测机关认为不能允许的保留问题的准则草

案 2 . 5 .X，目前已经撤回，并将在不能允许的保留

所造成的影响得到审议之后再说。对于案文的反

应以及对撤回案文的反应已在报告第 12段中阐述，

但是似乎无法作出特别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3．关于第二点，最引人注意的新内容是一份

日期为2003年3月13日的文件，题为“消除种族歧

视委员会就各项人权条约的保留意见问题提出的初

步意见”，4这项文件完全非教条的方式与人权事务

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意见形成强烈对照。5消除种族

歧视委员会没有对各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没

有片面宣布某项保留不得允许，而是力图与之开展

对话，以便鼓励其尽可能完整地履行《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正如报告第21段所述，这

也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6的立场。在他与委员

会委员，以及与禁止酷刑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委员会委员在第一期会议期间的会晤中，这

也是他所得到的主要经验。在第二期会议期间，也

将与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

会委员举行同样的会议。第八次报告的导言部分还

简要地阐述了由于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特

设委员会（公法顾委）和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开

展的工作所导致的新的发展。最后，报告指出，欧

洲委员会的法律事务部门已终于答复了关于保留问

题的调查表的第一节。7

4．在谈到报告的结构时，他解释说，正如第

八次报告第31段所指出的那样，首先，在导言和第

一章（第一章结束了上一年报告中有关撤回和修改

4 CERD/C/62 /Misc.20 /Rev.3 .
5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届会议， 补编第 40号》

（A/50 /40），第一卷，附件五，第119页。

6 见 CEDAW/C/2001 /II/ 4。
7 发送给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的调查表转载于《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CN. 4 / 477和
Add. 1，附件二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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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及解释性声明的章节）之后，他计划起草一个

专门讨论对保留提出接受的程序的第二章，以及关

于提出反对的第三章。但是，在起草有关接受保留

的章节时，他意识到，将这两章的顺序倒过来更符

合逻辑，因为接受的态度常常只是不提出反对的立

场。正因为如此，第八次报告的增编 1载有关于提

出反对程序的新的第二章的开首部分，而报告本身

的内容载有导言和第一章。

5．第一章讨论了他在第七次报告中没有足够

时间讨论的撤回和修改保留这两个问题，也就是扩

大保留范围的问题，以及撤回和修改解释性声明的

问题。在前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为争取缩小

保留范围而进行修改的问题，其结论是，这种修改

更确切地说应当是部分撤回，据此，应当加以鼓

励； 这就是在本届会议一读时所通过的准则草案

2.5.10 ［2.5.11］和2.5.11［2.5.12］希望达到的目

标（见第2760次会议，第76段）。国家对扩大其保

留范围而力图修改保留的情况则与此有很大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就不再是部分撤回，而是一种

过时提出的保留；这种情况已在准则草案 2 . 3 . 1至
2 . 3 . 3中作了阐述，委员会也于2001年第五十三届

会议上通过了这些准则，8而且当然并不希望鼓励这

种行动。打一个比方，在缩小保留范围情况下所采

用的限制，似乎应当与扩大保留范围的情况相交

换，而同时既不添加也不削减任何内容。不添加任

何内容是因为，如果对条约规定提出保留的国家修

改这项保留时与没有保留的国家相比处于不利地位

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后者在所有其他各方意见一

致时可以过时提出保留（准则草案2 . 3 . 1）。但是，

也不应当削减任何内容，因为这样的修改当然不应

当鼓励，其理由与对过时提出保留设置极为严格的

条件所考虑的理由是相同的。而且，这种方式与惯

例相吻合，或者至少与多边协议的“主要”保存人

联合国秘书长的惯例相吻合，这一点已在报告的第

41至第45段中作了阐述。因此，他建议提一项仅谈

到适用于过时提出保留的规则的准则草案2.3.5，来

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对两个方面作最后定论。其中

第一个方面不太重要，属于文字编辑性质，就是这

些规则是否应当明确说明，还是没有必要明确指出。

第二个方面已在报告第48段中提到，就是是否应当

8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57段。

界定“扩大保留范围”。除非已在评注中进行了讨

论，他本人并不赞成这种行动，但是起草委员会以

及随后的委员会本身在此后却通过了关于部分撤回

保留的准则草案2 . 5 . 10 ［2 . 5 . 11］，其中第一段说

明了这一用语的定义。哪怕只是为了措辞的对称，

似乎应当以同样方式处理扩大保留范围的问题，并

直接仿照准则草案2 .5 .10 ［2 .5 .11］来拟订准则草

案2.3.5，加上对“扩大”作出界定的第一段。定义

的案文将是第 48段中建议的案文，他原来计划将

第 48段作为评注，但是可以按照准则草案 2 . 5 . 10
［2 .5 .11］第1段的内容简化该段，其案文如下：

“扩大保留的范围所达到的目的是，要以比原先

的保留更广泛的方式，来排除或改变条约的某些规定

或整个条约在某些特定方面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的适用的法律效果。”

这两种情况并不完全对称，因为，尽管第一种

情况在其影响方面可以受到限制（部分撤回可缩小

保留的法律影响），但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有在所

有其他方面均同意时才会起到法律影响，正因为如

此，有必要插入排除或改变法律影响的“所达到的

目的是”一语。对于撤回解释性声明，第八次报告

相当简短，首先是因为这方面的国家惯例很少（报

告第51段）。但是，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撤回“简

单的”解释性声明，因为撤回是由相关的主管当局

作出的。这就是准则草案2.5 .12的内容，而要提的

唯一问题是，是否应当明确提到适用于提出这种声

明的规则，而这就是准则草案2.4.1和2.4.2的内容。

修改“简单的”解释性声明也并不造成问题。因为

准则草案2.4 .3和2.4 .6规定，除非条约作了其他规

定，则这种声明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而这种声明

又可以同样方式在任何时候进行修改。正如准则草

案2.4.9所指出的，他能够查到的极少惯例（第66和
第67段）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提出了是否应该提到

条约明确禁止修改解释性声明的情况这一技术性问

题。由于这是各方争论的问题，也许应当列入评注

之中。他在谈到报告第65段时指出，由于涉及到修

改简单解释性声明的规则与涉及到提出声明的规则

完全相同，对于准则草案2.4.3和2.4.6的案文及其

评注稍稍修改就够了，这样就能将两者合二为一，

成为关于提出和修改解释性声明的单一规则。他承

认，这是很不正统的建议，因为相关的准则草案已

经通过，但这提出了一个比较巧妙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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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然存在着撤回和修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

明的问题。他了解，一些委员对于委员会是否应当

继续特别关注这一类解释性声明还有疑虑，其理由

是，这种声明很有可能与保留一样从属于同一法律

制度，这样，一次性说明就足够了。他回顾，他在

报告第55段中指出，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种解决

办法，但这种方式所依据的想法必须正确。委员会

要到2004年以后才会看到想法是否正确，因为届时

他将提交一项有关保留和解释性声明法律效力（并

可能包括其影响）的报告。但是，在此之前，委员

会已同意接受现状，他真诚希望，在审议分别涉及

撤回和修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2.5 .13和
2.4.10时，这种折衷方式不会受到质疑。在他看来，

简单地将适用于修改保留的规则转用于有条件的解

释性声明会有困难。尽管确定保留的修改是否等同

于部分撤回保留或扩大保留的范围比较简单，但是，

对于修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确定这一情况就很困

难，这一点已在本报告第59和第60段中明确说明

了。因此，他决定建议委员会不要将准则草案2.3.5
和2 .3 .10中所作的区分转用到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之上。根据准则1.2 .1［1.2 .4］和2.4 .5 ［2.4 .4］，

相关方表示同意接受约束之时必须提出有条件的解

释性声明，而对这一声明的修改始终必须遵循适用

于过时提出保留或扩大保留范围的体制，这看来是

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对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

修改都不能受到其他任一缔约方的反对。报告第61
段中所载的准则草案2.4.10所建议的就是这种情况。

更加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是采用2001年所通过的准

则草案2.4.8，并将适用于过时提出和修改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的原则合并为单一的准则草案。但是，如

果有人指出，委员会的惯例是从不收回已经通过的

规则，即使撤回规则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相关规定更

为完整，那么他不会坚持采用这种解决办法。

7．关于撤回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问题，没有

查到明确的先例，看来除了遵循有关撤回保留的规

则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同这些规则一样，有

条件解释性声明单方限制了提出声明方的承诺范

围，因此撤回声明符合其利益；准则草案2.5.13就
是根据这种思路拟定的，也就是说，其措辞能让各

国毫不犹豫地撤回这种声明。

8．本报告增编1包含了第69至第106段，这是

关于提出反对保留的研究报告的起点；仅仅作为研

究报告开首部分的第二章，也讨论了“保留的对话”

问题，即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趋势，以开展对话

来取代对保留提出正式反对，以便说服保留的提出

者不提出保留，或者以不同方式提出意见。该章的

其余部分将于 2004年提交，届时还将同时提交关

于接受保留程序的第三章。在开始讨论反对保留问

题的某些方面之前，他指出，反对没有在任何文件

中作出界定，而保留却已经在1969年和1986年《维

也纳公约》第2条第1款 (d) 项中作了界定，这一规

定并在《实践指南》准则1.1中有过重复，因此，填

补有关反对保留的定义空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

果《实践指南》中不提出关于反对保留意见的立场

的适当准确的定义，那样《实践指南》就确实会不

完整。报告第75至第105段力图界定反对立场，但

同时有一项谅解，就是还要在下次会议审议其报告

增编 2时审查“扩大的”反对立场这一更具体的问

题，也就是说，一国表明的反对立场不仅仅反对保

留，而且还根据理解认为，该国据此立场已不再受

保留国的约束。

9．关于“简单”反对，正如他在第 76段中指

出的那样，他认为在定义中确定提出反对意见的时

间并没有理由。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20条第5款间接地涉及了可以提出反对立场的时间

问题，但是这没有解决目前审议的问题，所以他在

稍后将提交的该章第 1节第 2段中花了一定篇幅论

述了这一问题。但是，似乎没有疑问，反对立场与

保留一样是单方面的声明，他在第 78段中仅说明

了这一点。他认为花费大量精力阐述这一点不合情

理，因而代之以将联合反对立场的可能性保留到以

后再审议。正如第79段所指出的那样，同样明显的

是，无论单方声明的措辞或确定对象如何，重要的

是声明的意图，这与“条约”一语的定义情况相同。

单方声明具有何种国家意图才能被称作反对立场这

一问题需要有更加多方面的答复，而他在报告第82
至第105段中试图作出这一答复。

10．对于保留的反对立场显然是对这一保留的

消极反应，但是反对意见的意图具有关键意义，负

责解决法国和联合王国关于联合王国和法国大陆架

案的仲裁法院于 1977年 6月 30日所宣布的裁决就

说明了这一点，而报告第83段中列举了这一实例。

报告第 84至第 88段中所举的一些例子表明，在有

关保留的对话中，可能而且越来越经常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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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国或各国际组织（欧洲联盟便是一例）可能

对于保留有消极反应，但却并不正式反对它。采取

这种不肯定的态度是有利于提出保留的一方还是反

对保留的一方，他并不肯定。较为明智的是，各国

应当明确声明反对保留。他在提交关于保留问题对

话的研究报告时会再次讨论这一点。由于这种不明

确的情况，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

故意保持这种似是而非的立场，它的反应就有可能

不被当作反对的风险，因此，这种单方面声明就不

会产生原来应有的作用。

11．如果持反对立场者明确指出拒绝或反对保

留，或认为这项保留出于某种理由是无效的，那么

无论反对方使用何种用语，其立场就都会很不一

样。但是，正如第 94段所述，对于反对立场并非

一定要提出理由，而各国也并不一定要说明其反对

意见所希望产生的作用，除非这种作用偏离了普通

法。某些国家效仿某些人权条约监督机构的做法，

他本人对这些国家的反对立场所能产生的作用持十

分怀疑的态度，在第95段中，他提供了这些国家期

望过高的一些实例。但是，目前他不想对这一问题

采取最后的明确立场，而只想说，当一个国家提出

反对时，该国可以指出希望这一反对立场产生何种

作用，而根据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0
条第4款 (b)项和第21条第3款，如果国家的意图是

要阻止条约对提出保留的一方生效，则持反对立场

的国家甚至必须说明其希望产生的作用。这一设想

及关于惯例的研究导致他在其报告第 98段中建议

设置一项准则草案 2 . 6 . 1，其中载有对保留意见持

反对立场的定义。

12．这一相当笨拙的定义没有涉及一些问题，

也没有说明对于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是否必

须是缔约方，因为保留的定义本身并没有阐明这一

问题。他认为，已经在很多著作加以论述的反对意

见的性质问题，应当是另一项独立的研究和准则草

案的主题。在所建议的定义中涉及这一问题将会使

定义难以理解。正如对保留本身的定义一样，对反

对立场的定义也提到了意图问题，但是对于这一意

图是否有法律效力却没有采取立场。在其报告第

103段中，他提请注意，既然可能会有未得到法律

允许的保留，那样也同样可以有未得到法律允许的

反对，因而就不会产生其所希望的作用。这并不是

定义的问题，而是反对是否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在

其报告第101段中，他再次谈到一个他十分熟知的

问题，就是并不对于保留、而是对过时提出的保留

所持的反对立场。使他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委员会

使用了“反对”一语来谈论两种从理论分析上看其实

完全不同的做法。他并不是建议对这一将两种不同

方式结合起来的令人产生疑虑的做法重新展开辩论，

因为这将对已得到通过的准则草案2.3 .1至2.3 .3的
措辞提出质疑，不过，为统一起见，委员会应当在

适当地方说明，同样措辞也用于阐述两种不同的法

律程序。可以在第101段结尾建议的准则草案2.6 .1
之二中作出这一阐述，或至少在准则草案2.6.1的评

注中加以阐述。他对这一问题没有固定的想法，但

是他的确认为，单独一项准则草案会是最佳的解决

办法，因为这个问题应当明确提出来。他希望了解

委员会对这一情况比较倾向于何种方式。

13．所提议的定义与准则草案 1 . 1中所载的关

于保留的定义相呼应，这项定义也仅仅说明反对的

一般目的，就是在提出保留和提出反对两方之间的

关系中防止采用保留所涉及的条约款项。但是，这

项定义并不完整，没有考虑到已获得通过的准则草

案1.1，而准则草案1.1体现了全盘保留的做法，其

宗旨是排除或修改整个条约对于某些特定方面的法

律作用。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准则草案 2 . 6 . 1中增加

内容，或者按他在报告第 104段中的建议，增加一

项准则草案 2 . 6 . 1之三来加以阐明。第二种解决办

法的优点在于它遵循了关于保留本身定义的准则草

案1 . 1和1 . 1 . 1 ［1 . 1 . 4］所使用的程序。但不足之

处在于这不如第一种解决办法简洁，后者是在准则

草案 2 . 6 . 1中提出的反对定义里作出解释。两种解

决办法都可以，反正委员会在对准则草案开展辩论

时都必须处理这一问题。最后，他建议将他报告中

所提议的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4．加亚先生说，他赞同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

扩大保留的范围的定义，并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论

点，即除非条约另有规定，“简单”的解释性声明可

以在任何时候撤回或修改。但是，他认为，最好不

要接受报告第 65段的建议来修改已经通过的两项

准则草案，因为唯一的优点是有可能放弃一项准则

草案。

15．主要的问题在于报告第 98段中的准则草

案 2 . 6 . 1，涉及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定义，该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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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不尽人意。草案是根据 1969年和 1986年《维

也纳公约》中所载关于保留的定义而提出反对的定

义的，它指出，“反对”是一种声明，其意图是“藉

此阻止此项保留所涉条约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某些具

体方面在提出保留者与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之间在保留的范围内适用，或阻止条约在提出保留

者与提出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上生效”。据此，反对

所针对的是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对其规

定的某一种效力。不错，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款，反对的正常效力是倘若反对保留之国家

或国际组织未反对条约在其本身与保留国或保留组

织之间生效，此项保留所关涉之规定在保留之范围

内于该保留国或保留组织与反对国或反对组织间不

适用。由于这种措辞含糊不清，1969年联合国条约

法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根据

《维也纳公约》，如果保留的目的是排除条约中一项

规定的适用性，那样其结果就一定是该项规定得不

到适用，无论保留是否得到接受，也无论对保留提

出的反对是否已经提出。在两种情况下，作为保留

内容的规定均不适用。

16．关于旨在阻止适用一项规定的保留意见，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按照反对的法律作

用，以同样方式阐述了接受的法律作用。这并不一

定表明，提出反对的国家希望争取的目标与接受保

留的国家目标是相同的。提出反对的国家也许无意

接受保留；至少该国打算鼓励提出保留的国家撤回

保留。

17．因此，反对的定义应当反映提出反对国家

的正常态度，而不应与可认为是按 1969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提出的反对而产生的作用相联系。

国家的惯例还表明，提出反对的国家希望产生的作

用往往不同于该《公约》第 20条和第 21条所规定

的作用。第 95段表明，特别报告员认为，国家在

反对保留时的态度是为了不仅阻止保留所适用的规

定，而且还为了阻止条约的某一章节生效。无论其

法律效力如何，这种反对也应当包含在反对的定义

之中。

18．另有一种反对立场所表达的是保留不符合

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但是同时却不无自相矛盾地表

示，在提出保留的国家与反对保留的国家之间，确

已建立了条约关系，这种反对与前面所述的反对相

同。他列举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苏丹就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作的一些保留而发表的

声明。德国政府认为这些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标和

宗旨，但仍然声明，这不会阻止条约在苏丹与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生效。9

19．报告第 105段中所载准则草案 2 . 6 . 1和第

104段中所载准则草案 2 . 6 . 1之三中的替代案文涉

及到产生了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未规定

的法律作用的情况。这些准则涉及到很少发生的全

盘保留情况，其目的是要“在保留的范围内”就某

些特定方面而阻止整个条约的适用。对这种反对的

保留应当包含在定义之内，而提出反对一方所希望

争取的目标与《公约》规定对反对所产生的法律作

用并不一定需要完全相同。

20．准则草案 2 . 6 . 1中所载的反对定义应当扩

大。这项任务可以交给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还可

以确定今后的定义是否排除了关于反对过时提出保

留的准则草案2 .6 .1之二的必要性。

21．关于提出反对的国家这一定义，特别报告

员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是不应认为 1969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条第 4款 (b) 项系指提出反

对的国家必须是签署条约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他认

为，其定义应当以该《公约》第23条第1款为基础：

除了签署条约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还必须提到

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国家。

22．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关于反对的

定义提出了一项原则问题。他所提议的定义忠实于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而加亚先生的立

场有些不同，比较直觉。他认为，两种立场都可以

有理由辩解。

23．他请委员会委员对两种立场提出意见，并

指出最好是通过一项尽可能对 1969 年和 1986 年

《维也纳公约》保持忠诚的定义，还是通过一项不

那么忠实于两项《维也纳公约》的精神但是无疑比

较明确的更宽广的定义。

9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2年12月31日的
状况》，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3.V.3），第
89页（苏丹提出的保留）和第91页（德国政府提出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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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对于有关扩大保

留范围的准则草案 2 . 3 . 5感到吃惊。据特别报告员

说，为扩大保留范围而对保留提出的修改应当被看

作过时提出保留。他本人认为，这只在表面上有道

理，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过时提出的

保留是国家善意忘记将保留附加在批准文书之上的

情况。在希腊就两次发生过这种情况。因此，过时

提交保留的规定旨在补救一项疏忽。另一方面，准

则草案 2 . 3 . 5不属于真诚过失的范畴，并为一般的

条约和国际法打开了危险的前景。扩大保留的范围

就是扩大对条约的反对。他认为，准许国家修改其

保留以扩大其范围的那种规定不能等同于过时保

留；这是损害条约的新保留。这一规定不应当包括

在准则草案之中，因为这是对国际法律安全的威

胁。他赞同禁止此类保留，并建议如下措辞：“导

致现有保留范围扩大的一类修改应当禁止。”

25．在报告第39段中，特别报告员指出，欧洲

委员会法律顾问处和条约室主任曾说，在一些情况

下，各国曾请欧洲委员会秘书处提供有关是否和如

何可以修改保留的资料。秘书处对这类问题的答复

始终是同样的：导致现有保留范围扩大的修改是不

能接受的。他认为应当遵循欧洲委员会的惯例，虽

然联合国采用了他认为非常危险的相反惯例。

26．在准则草案二读期间，应当限制提出过时

保留的可能性。国家必须证明在呈交批准文书之前

已经提出了保留，只有这样的保留才可以接受。

上午 11 时 45 分散会。

  –––––––

第 2781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

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

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

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奥佩

蒂·巴丹先生、庞布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薛女士、山田

先生。

  –––––––

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29 , B 节；A/CN. 4 /535和
Add. 1；2 A/CN. 4 /L.630和 Corr. 2）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续）

1． 科洛德金先生说， 第八次报告（A/
CN. 4 / 535和 Add. 1）内容丰富，很有助益。特别报

告员在第一章中就撤回和修改保留及解释性声明得

出的结论是相当正确的，因此其中载列的准则草案

可以提交起草委员会。准则草案的逻辑合理，他赞

同报告第 36段中表示的意见，即适用于过时提具

保留的规则对“扩大”保留范围也依然有效，这一

措辞可在评注中加以解释。

2．他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解释性声

明随时可以撤回，因为按照一般规则，该声明随

时可以拟订，尽管不清楚为什么不可能部分撤回。

准则草案 2 . 4 . 9可以接受，新的准则草案 2 . 4 . 3和
2 . 4 . 6则如特别报告员所说较为细致。与委员会其

他一些委员一样，就个人而言，他主张将有关保留

的条款范围也扩大到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3．第 98和第 105段中论及的对保留的反对的

定义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该定义的首要要素是，

提出反对的国家意图“藉此阻止此项保留所涉条约

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某些具体方面在提出保留者与提

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在保留的范围内适

1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2段。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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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阻止条约在提出保留者与提出反对者之间的

关系上生效”（第 98段）。该要素与 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和第二十条第四项（乙）

款规则完全一致，后一条款是该公约中唯一涉及提

出反对的国家的意图的条款。尽管如此，无论是该

公约还是国家实践，都没有显示出这就是提出对保

留的反对的国家唯一可能的意图。首先分析反对的

内容，就有可能辨别提出反对的国家的意图。

4．虽然特别报告员对国家实践作了大量研究，

但他仍然认为只有对保留的反应可以叫作反对，因

为反应就是提出反对者意图的证明。因此，瑞典对

卡塔尔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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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3提出的保留作

出的反应是否可作为对该保留的反对，他对此持怀

疑态度。实际上，瑞典和挪威对该保留的反对的内

容 4确实也表明它们各自的目的有很大不同，如报

告第 96段中引用语所清楚说明的那样，使条约适

用于提出反对的国家，以及说服该国撤回其反对。

5．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针对对国际条约的

不可接受的保留问题给其成员国的 R（99）13号建

议，对于分析提出反对的国家的意图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应当对其给予更多的重视。虽然它只是

一个区域组织的建议，但它证明了在对保留的反对

领域中存在并认可一种十分普遍的做法。首先，该

建议中提出的示范反应是对保留的反对模式，而不

是其他任何反应。其次，他刚才提到的瑞典和挪威

的反应与这些示范反应是完全一致的。此外，这

些国家还以同样方式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对《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提出的

保留作出反应。5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特设法律顾

问委员会对这些反对进行了审议，最后的定论是，

至少就该组织成员国而言，它们确实是对保留的 
反对。

6．第三，在该建议提出的 11项示范反应中，

只有 2项反应是假定此种反对阻止条约在提出反对

3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2年12月31日
的状况》（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9），第316页（卡塔尔提
出的保留）和第318页（瑞典提出的反对）。

4 同上，第317页。

5 同上，第二卷，第141页。

的国家和加入条约的国家之间生效。这表明欧洲委

员会成员国视对界定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反对至关重

要的意图为若干意图中唯一可能的意图。

7．第四，报告第88段表明，对于马来西亚对

《儿童权利公约》的保留，6奥地利对其的反应可被视

为有条件的接受，或有条件的反对，欧洲委员会的

建议中提出的其中一项示范反应几乎逐字照搬了奥

地利的反应中的最后条款，并将其称作反对。如果

所采取的观点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反对的国家

是在保留其收到进一步解释之后对保留作出最后评

估的权利，那就有可能称其为有条件的反对，或者

更适当的说，是初步反对，但决不是有条件的接受。

如特别报告员所承认的那样，很显然，提出反对的

国家的意图是要促使提出保留的国家撤回或修改其

保留。委员会的建议表明，提出反对的国家的意图

常常并不是要阻止条约在它们与提出保留的国家之

间生效，相反，是要说服那些国家撤回其保留，以

保证条约体制的完整性。从确立普遍适用义务的全

球性国际条约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尤其重要。

8．除此之外，提出保留的国家的意图常常是

要确保保留最后不可能与其立场相反，或者排除基

于该保留的习惯规范与其立场相反的可能性。

9．因此，他提出，如果把在反对的定义中列

入提出反对的国家的意图视为权宜之计，该意图就

不应仅限于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方式，因为此种意

图往往差异极大。当然，这里的问题是，是否有必

要将提出反对的国家的意图与该反对的效果联系在

一起，1969年《维也纳公约》就此作出了规定。如

果这些问题互有关联（他本人并不确信这一点），

那样通过对保留的反对定义就可能被推迟，直到对

反对的法律效力进行了研究。

10．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感谢特别报告员提出了

一个结构清楚、资料丰富的报告。他对第七次报

告 7及其结果的概述也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报告员

为保证与其他若干重要法律机关开展合作而作出的

努力值得赞扬。

6 同上，第一卷，第289页（马来西亚提出的保留）和第
294页（奥地利提出的反对）。

7 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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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特别报告员对扩大现有保留范围和准则草

案2 . 3 . 1至2 . 3 . 3所提及的过时提出保留加以对比，

认为如果有关各方都认可此种范围的扩大，那样这

种扩大就是正确的。原因就是，尽管不鼓励此种对

保留范围的扩大，但很可能存在这样做的合法理

由，对这种可能性也就必须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同

样，它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九条也有相

似之处，该条要求当事国修改条约时必须得到全体

同意，即使扩大保留范围所需要的修改少于对条约 
的修正。

12．不过，特别报告员提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做

法：其一是欧洲委员会法律事务司所实行的做法，

该做法在不接受对保留范围的任何扩大时更多地与

人权条约联系在一起，因为扩大保留范围对条约的

确定性及其统一适用都将有所损害；其二是联合国

秘书长所采取的做法，以处理过时保留的同样方式

来处理扩大保留范围。

13．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出了欺诈和善意问

题，但她认为两者对过时保留或扩大以前保留范围

均可起到刺激作用，虽然欺诈很有可能是扩大的动

机。1969 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为就保留定

义以及提出保留采取一种更为严格的立场提供了依

据，它甚至都不允许有过时保留。关于对人权条约

尤其重要的条约完整性原则，值得给予某种考虑，

铭记完全禁止事后解释排除条约条款法律效力的保

留，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出于这种种理由，她认为

以扩大保留范围来修改保留，将对条约完整性产生

影响，或者是删去准则草案 2 . 3 . 5，或者是对可能

扩大的保留范围加以某种限制。如果保留该准则草

案，则应增加一个第二段，界定“扩大保留范围”

一语的含义。另一方面，她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

点，即应当就对程序的反对和对保留的内容的反对

这两者加以区分，并且应当使用不同措辞来说明不

同的情况。

14．至于撤回和修改解释性声明问题，准则

2 . 2 .12可以接受，为清楚起见，括号内句子应当列

入正文。她反对将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处理成似乎它

们不同于保留，但是如果委员会有意这样处理，她

同意采用有关修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2.5.13
和准则 2 . 4 . 10，以及有关修改解释性声明的准则

2 .4 .9。

15．就保留的对话而言，特别报告员在寻找可

作为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的严格依据时，似乎对

1969年《维也纳公约》给予了不适当的份量，虽然

他还是提到了几种情况，即保留的对话可能重点是

准反对，或者国家只是希望说明其撤回保留的理

由，或者是想开展对话，并一定最后提出反对，不

过是想迫使另一国修改其立场。对这些情况，1969
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

们实际上也不涉及保留问题，但实践中则会遇到。

由于该公约事实上并未界定对保留的反对，准则草

案就对该公约第21条第3款的内容作了类比。该款

提出了极大的灵活性范围，因为它暗示保留可有很

大范围，不一定局限于使条约不可能生效，或者使

特定条款无法在两个当事方之间生效的情况。该公

约可能比报告增编富有更多回旋余地。无论如何，

准则 2 . 6 . 1所提出的定义基本沿循了 1969年《维也

纳公约》的有关条款，是最严格的解释，不过，国

家实践也需要考虑到，同时还必须虑及不会产生准

则中提到的效果的其他许多情况。为此，对保留的

反对的定义应当较为灵活，并将准则 2 . 6 . 1之二列

入《实践指南》。最后一点，委员会应当提出一项此

类建议，即当事国应当尽量说明提出反对的理由。

16．科斯肯涅米先生说，对保留的反对的特征

和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许也是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制度有争议的方面。特别报

告员提出的对反对的定义局限性过大，没有反映出

正在进行的专题讨论。因此，他同意科洛德金先生

的观点，认为通过提及其实际或预定效果来界定反

对的定义，这一做法有些离奇。

17．无疑，对保留的反对制度还有许多地方有待

改进。有机会提出此种反对的国家为数不多，这可能

表示出对其他国家加入条约的方式的某种轻慢态度，

但也许就是说明进行系统保留观察的时间和所需资源

不够。“保留对话”很可能影响到对话当事方的关系，

并引起对其他国家的保留作出评价的个别国家的某种

不安，这倒不是提出反对只是官僚主义程序问题，而

是因为此种评价与主权平等原则有冲突。

18．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项下的反

对制度的不安和令人不满意的特征，是由保留制度

的分散和无限制的性质造成的。最适当的做法是，

关于保留可否允许的评价由法律适用机关作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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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机关不依赖于缔约国的政治优先考虑行事，也不受

外交礼仪需要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已有此种发展态

势。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都曾确定将其管辖

权扩大到对有关公约的特定保留可否允许进行详细

审查，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它也有权宣布某些保留无

效，但可认定某一缔约国无论是否提出此种保留均应

受到约束。不过，可分割学说是存在争议的。

19．对于个别提出反对的国家适用可分割论的

做法，其争议甚至更大。尽管如此，许多国家仍然

坚持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该保留违背条约的

目的与宗旨，破坏了条约的完整性和所同意的基本

原则，无论国家是否作出保留，它都必须接受整项

条约的约束。尤其对于给予第三方权利和权力的多

边条约，各国大都采取这种观点，人权条约就是一

例。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这一做法，他在报告第96段
中就援引了这样一个示例。

20．当国家提出此种反对时，它的动机主要是

对维护条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感到关切，其次才是

保护保留国的同意权问题。反对是否起到该效果并

无实际意义，但该做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各国对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8和《儿童权利公

约》9的保留提出的33项反对都适用了分离性法律学

说，由此就可看出这一点。

21．坚持可分割做法最有力的论点，虽然被许

多国家视为法律上具有不确定性，但在超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四项（乙）款和第

二十一条第三项的措辞范围的考虑中是可以看到

的。虽然对于必须伴有维也纳制度的相互职能的自

始不允许保留与可允许保留应当加以区分，但特别

报告员并未从对保留的反对的效果方面来研究该问

题，而是暗示说此种反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

这种说法前所未闻。

22．他这番话的要点是，反对的定义是一回

事，对某种反对之效果的定义则是另一回事。将两

者混淆起来并无任何益处：相反，那只会产生有悖

8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2年12月31日
的状况》（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9），第225页及以下各页。

9 同上，第282页及以下各页。

常理的用语，反映不出各国在保留的对话中实际通

行的做法和含意。

23．有人认为适用可分割学说（特别报告员称

之为“超大效应”）的反对可能不是 1969年《维也

纳公约》下的反对，这种观点与该公约最显而易见

的原则之一有冲突，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79段中

提到这一点，即国家的意图凌驾于国家用来表示意

图的措辞之上。特别报告员还说这种做法应该适用

于反对。无论人们对反对的法律效力可能有什么说

法，例如本报告第 96段中所报告的瑞典提出的反

对，10 有一点是清楚的：该反对在意图上是一项反

对，并且意图是将其归入该公约的范围。如果特别

报告员就意图的相关性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就必须

认定此种行为是反对行为。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另外

的说法，特别报告员也未提出过任何佐证对立观点

的权威论述。

24．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有关对

国际条约的不可接受的保留的反应的建议，其中载

有有关对非特定保留的反应的示范条款，例如宣称

国内法优先于条约的全面保留。他还列举了一项示

范条款中提到的一种反应，指出该种反应在措辞上

是一项反对，意图上也是一项反对；实际上，要说

其与反对有很大不同，部长理事会可能会感到惊讶。

25 .“保留对话”的另一个方面表明，甚至连

有争议的反对也可以说在意图上是反对，措辞上是

反对，并且始终作为反对来处理。特别报告员在第

97段中说，质疑提出保留的国家主张的规则，而

不是该国所采取的立场，这与反对的本质相反。这

种反对实际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保留国的

立场的反应：提出保留的国家的保留与条约的目的

和宗旨相反，因而也是不可接受的。第二部分是提

出反对的国家所认为的后果，即保留是无效的，条

约不受该保留的影响而在两国之间生效。许多国家

经常只提第一点，不提第二点。在这种情况下，看

起来似乎并无任何问题。后果就是1969年《维也纳

公约》中所提到的那些后果，尽管这种后果可能并

不明确。当然，提出反对的国家明白其对提出保留

的国家的立场的反应会有什么具体后果，并且那些

10 见上文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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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也是有争议的，但这并不会使该国的反应无效

或使其不作出反应。就像一项保留不会因其不可接

受就不是保留一样，反对也不会仅仅因为其法律后

果有争议就不是反对。根据国内遗产法遗嘱就是遗

嘱，即使该遗嘱因为立遗嘱者侵犯了后辈对指定部

分遗产的权利而使其部分内容无效。

26．他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提出两项理由。

首先，特别报告员很有新意，努力利用定义上的许

可来避免触及有关“保留对话”中最棘手的一个问

题，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一项成功的编纂策略。当

然，或许他本意并非如此。或许，按照特别报告员

在报告第101段中所建议的做法，他是打算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下的反对

和他希望称之为“反对”的一词加以区分。不过，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 也很难看出如何来界定“反

对”，而不是把它作为反对类别来处理，这类反对

视该保留为无效，无论有无保留，国家都要接受

约束。此种重新定义将涉及实质性问题（或许有些

生硬，但意思依然清楚），是可以接受的，不过，

还有更加简便的一种方法，就是根据特别报告员

在第 101段中就对过时提出保留的反对所作的推理

来界定反对。他可以提出新的准则 2 . 6 . 1之二的措

辞，大意是反对也可以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作出的其

主旨是阻止一项不可接受的保留生效的一项单方面

声明，同时认定条约将会在其与提出保留者之间生

效，后者并未受益于其所提出的保留。最终，最佳

方法也许是扩大准则 2 . 6 . 1的用语范围，以涵盖对

保留的各类单方反应，提出反对的国家则通过这些

反应就保留是否许可和保留的法律效力提出自己的

观点，然后通过一项单列条款来处理此种效果。

27．他所强调需要编纂“保留对话”方面的第

二项理由是，在国家实践中，对各种类型条约和这

些条约处理保留和反对的不同方法已开始加以区

分。委员会在其关于对规范性多边条约（包括委员

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各项人权条约）的保留的

初步结论中，11已拒绝作出此种区分，或是承认反对

制度事实上的发展。不过，许多国家现在都反对似

乎不可接受的保留，因为这些保留违背了条约的基

本目标与宗旨，它们认为此种保留是无效的。这些

11 《199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7段。

国家认为，如果一国希望加入条约社会，它必须在

基本平等地承担条约义务和善意承诺实现条约目的

的基础上这样做。任何国家都不得有所折扣，无论

如何不得危及条约关系的主要方面。认为此种保留

无效的观点可能还有争议，但它也日益获得国家和

国际机构的支持。不合乎条约法两愿原则的论点是

不充分的，因为真正同意自然会包含条约关系的目

的，并涉及到核试验案中国际法院称之为对国际关

系的善意、信任和信心等问题。无庸置疑，正视适

用现行法律方面的实际困难，以便公平处理主权同

意和条约制度的效力问题，这并不是委员会所能处

理的最糟糕的事情。如果将超出1969年《维也纳公

约》用语范围的发展情况考虑在内，这只会更加充

分地反映出该文书的基本思想，对这一论点，委员

会应当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28．梅莱斯卡努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第

八次报告，并欢迎他为开始与同样需要处理保留问

题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对话所作出的努力，此种努力

的目的是要制定一套范围上通用的规则，对特定领

域没有保留。他期待着即将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以及其他机构就对人权条约的保留问题开展对话。

29．特别报告员在扩大保留范围问题上采取了

一种明智的立场，即扩大保留范围应当作为过时提

出保留来处理，准则 2 . 3 . 1至 2 . 3 . 3的规则对此适

用。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对这一点的反对意见并不是

完全令人信服的。拟订这些规则是为了劝阻国家不

要提出过时保留，实践中也很难对过时保留与扩大

保留范围这两者加以区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43
段引用的国家实践，即芬兰对1986年11月8日在维

也纳缔结的附加于《欧洲补充路标和信号公约协定》

的《公路标示议定书》（附件）的保留 12和马尔代夫政

府对其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

的修改，13 虽然不够广泛，也不具有决定作用，但都

证实了他所采取的方法。他本人赞同将扩大保留范

围作为过时提出保留来处理，只要有关过时提出的

所有限制均适用。他可以同意通过一种类似于所提

议的准则2.3.5的案文，但认为应增加一段说明该条

款范围的案文。把这段说明文字放在评注里，这主

12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2年12月31
日的状况》（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9），第793页。

13 同上，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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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并不明智，因为各国法律事务部工作人员的工作

都有时间限制，他们往往无暇阅读此类附加材料。

30．撤回和修改解释性声明事宜没有引起重大

疑难问题。委员会已经认定，“简单的”解释性声明

随时都可以拟订，因此他假定此种声明也随时可以

撤回。这样一来，准则2.5.12就可以接受，并将括

号内的文字列入正文，以方便《实践指南》的使用。

31．与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他也对撤回有条

件解释性声明抱有某种疑问。最后决定只应该在对

整个主题加以研究之后作出。如果保留括号内的文

字，他可以赞同准则2 .5 .13。

32．鉴于缺少或甚至不存在国家实践，特别

报告员提议采用一种基于逻辑的方法来处理“简单

的”解释性声明或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修改。他

赞同列入所提议的准则草案，但认为特别报告员在

草案的文字编排上提出了一种两难选择，使委员会

不得不在《指南》语言优雅和具有法律逻辑这两者

之间作选择。他赞同逻辑方法，因而也赞同报告第

61段和第63段中所提议的准则2 .4 . 10和2 .4 .9。有

关文字编排的最后决定应当推迟作出，直到完成草

案工作，因为如果还有其他方面在表述上有改进的

可能，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就可以适用于草案全文。

33．提出对保留的反对，即“保留对话”，对

各国具有特殊的实际重要意义。这个方面不仅涉及

到编纂，而且也涉及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因为此种

反对的定义尚不够明确，在《维也纳公约》中也如

此。在第83段及以下各段中，以及在其报告内介绍

性发言中，特别报告员都对这一主题的复杂性提出

了有益的想法，明年应该认真地加以考虑。

34．他支持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方法，但不同意

某些同僚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提出反对的目的不

应当列入反对的定义。如仲裁法院在联合王国和法

国大陆架划界案中所称，国家的反应是否就等于评

论意见，就是保留立场，是对特定保留的反对，或

者是对与提出保留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全盘否定，这

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意图。人们不可能不提及国家的

意图来界定对保留的反对。另一方面，实际或有益

的定义不可能不提及行为在国际一级可能产生的效

果。《实践指南》的目的就是为各国提供必要工具，

以便充分利用多边条约的基本制度。为此，他赞同

将意图和效果这两个方面都列入草案，无论是按照

加亚先生的提议列入保留的定义，还是如科斯肯涅

米先生所建议的列入草案其他适当的地方。如果在

原已十分复杂的保留的定义中再添加此种要素，结

果很可能更难处理。这就需要作出某种选择，或许

可以略去部分要素，例如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代表

的个人提出保留所必须具有的地位。

35．科洛德金先生有关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

的建议的评论所引发的讨论，似乎是基于一种误解

之上。科洛德金先生的推理是合乎情理的，但他的

前提有错误。欧洲委员会处理的只是不可接受的保

留，而所有对这类保留的反对的意图都是要防止在

国家之间关系中适用此类保留。因而该保留范围极

其有限，属于个别情况。与科斯肯涅米先生不同，

他认为专门为某类反对，例如为对人权条约的反对

起草条款并非良策。主要目标应当是找到尽可能最

具一般性的规则，然后再考虑是否应当针对某些特

定情况拟订例外条款。委员会应当排除影响，避免

走到相反的方面：把例外作为制定规则的依据。如

果委员会这样做的话，它就可能为那些认为国际法

有两个独立系列的人提供论据：与国家间关系有关

的一般系列，以及确立个人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和义

务的特定系列。委员会主要关注的问题应当是制定

一般规则。

36．科斯肯涅米先生答复梅莱斯卡努先生说，

首先，他在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并未以国际法分为一

般国际法和人权法两大部分的这种主张为依据。他

当然不希望承认这种区分。其次，欧洲委员会部长

理事会的建议从其标题上也可证实，它并非仅限于

人权条约，它提到的是对国际条约的不可接受的保

留。第三，必须对不可接受的和促使国家根据瑞

典 14的做法提出反对的保留，与虽然可以接受，但

因各种原因仍受反对制度约束的其他保留加以区

分。如果这种区分很有意义，有关国家自然会予以

承认。他赞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建议，即定义范围

应当广泛，足以涵盖可能作出的各种声明，如瑞典

那种情况。不过，他也承认，该建议是有争议的，

无论反对是否产生其意欲产生的后果，另外，应当

14 见上文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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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效果而不是与定义本身有关的案文部分单独

处理这一争议问题。

37．蒙塔兹先生说，同以往一样，特别报告员

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的报告，列举了大量国家实践的

实例，并对法律学说作出了十分有益的分析。这些

称赞并不仅仅是客套语，因为他对报告所载大部分

结论和断言持赞成观点。

38．大体上，他没有搞懂委员会为什么必须那

样严格遵循 1969年《维也纳公约》，特别是其条款

的含义不明确之处。没有什么可妨碍委员会显示

出某种灵活性，或是在某些情况下漠视《维也纳公

约》精神。实际上，这就是《实践指南》和目前正在

起草的有关保留的准则的真正目的。这番话显然也

适用于有关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的准则 2 . 6 . 1。如

果他的理解无误，所提议的措辞偏离了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精神，这两项公约保留对对

已成为有关文书缔约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保留提

出反对的权利。他认为，签署该文书以示承认相应

义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

39．至于某些权威著述者想要归结到对保留的

反对的“超大效应”，他对报告第96段中列举瑞典

针对卡塔尔在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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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所作的

保留作出的声明这一实例表示欢迎。特别报告员似

乎采取了与“超大效应”相比消极的立场，他在报

告中随后又声称（第97段），这样一项声明的效果

是不经提出保留者的同意，使保留完全无效。遗憾

的是，他本人并未躬亲研究卡塔尔的保留的内容。

不过，如果该保留涉及到《任择议定书》中一般被

视为一项既定习惯规则的条款，难道就不可能将之

视为对保留的反对的“超大效应”？诚然，不可能

对一项已具有习惯法地位的条款提出保留。尽管如

此，人们也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该条款

在条约草拟时并不是一项既定习惯规则，但后来在

提出有关保留时已具有此种地位。他想知道的是，

报告第 94段的脚注里提到的英伯特关于可以对明

文规定准许的保留提出反对的观点 15是否指的是该

种情况。

15 见P.-H. Imbert, L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multilatéraux (巴
黎，贝多内出版社，1978年 )，第151 -152页。

40．对于最近在提出保留的程序方面最值得注

意的一例发展情况，即特别报告员称之为“保留对

话”，将予以特别重视，这一点令人感到满意。报

告清楚地表明，条约监测机关在这方面已有所动

作。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 16促使草

拟了准则 2 . 5 .X，但这给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也都

带来一些问题。它似乎与“保留对话”是矛盾的，

并且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等其他许多

条约机构的立场完全相反。因此，他想知道回到拟

议准则2 .5 .X 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是否明智。

41．特别报告员对最近有关保留问题的发展情

况所作的分析，对于确定相关的国家实践颇有益

处。在这方面，报告第24段所述摩尔多瓦共和国就

《欧洲人权公约》17所作的声明是否可以算作保留，

他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摩尔多瓦共和国作出该

声明，目的是藉此否定在它不再具有有效控制权的

情况下对其领土上可能侵犯该公约的行为所承担的

一切责任。尽管如此，摩尔多瓦政府依然要对它拥

有主权的领土上发生的此种侵犯行为承担责任，除

非反叛力量设法推翻该政府。这是委员会第五十三

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

条款草案第8条所正式提出的概念。18他赞成报告中

提出的建议（第106段），即委员会应当向各国和各

国际组织提出一项建议，请它们说明对保留提出反

对的理由，无可否认，此种方法将会鼓励并便利开

展“保留对话”。

42．最后，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建议，按照处

理提出保留的方式来处理扩大保留范围问题。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在早先一次会议上所引证的例子极具

特殊性，较适当的措辞可以是“遗忘的”保留。

43．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蒙塔兹先生

认为不可能对基于一项习惯规则的条约保留提出反

对，他完全不同意这一说法。实际上，提出此种保

留是完全有可能的。规则不可能成为条约法，但它

本身的习惯性质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所削弱。

16 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5。
1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045卷，第28页及以下各页。

18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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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薛女士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其第八次报告，

该报告对国家和国际组织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提供了有关新方法的有用信息。特别报告员把过时

提出保留比作扩大保留范围。从逻辑上讲是可以接

受的，因为两种形式的保留所产生的法律效力是相

同的。不过，部分委员认为，过时提出保留不可接

受，除非提出保留的国家可充分证明保留在前一阶

段即已提出。从理论上讲，虽然此种严格的方法有

益于维护条约制度，但在实践中过于刻板。只要条

约的目标和目的得以确认，如果没有其他任何缔约

方对之提出反对，就要确保条约的执行。因此，可

以允许一定的灵活性。芬兰加入附加于《欧洲补充

路标和信号公约协定》的《公路标示议定书》时提出

的保留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9此类条约的技术性很

强，很可能引起保留问题，但普遍实行某一特定地

区所采取的做法则是不适当的。她的结论是，关于

扩大保留范围的准则2.3.5应当提交起草委员会。

45．撤回解释性声明对条约几乎没有影响，因

此没有必要对准则 2 . 2 . 12应当采取的形式过于苛

求。为与准则其他部分保持一致，她可以同意将补

充的短语放入方括号内。修改解释性声明是国际外

交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报告所述，有的修改直截

了当，但也有一些情况较为复杂。例如，如果一缔

约方对继续执行条约附加了条件，而另一缔约方则

反对该条件，有关缔约国就别无他择，只能退出该

条约，但显然这一做法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此

种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不一定涉及条约条款，但有可

能采取一种政治声明的形式。她希望委员会不妨考

虑是否有必要规定严格的条件。至于此种声明是否

应当分为两大类，即简单解释性声明和有条件解释

性声明，人们的观点依然有分歧。一旦这个问题得

到解决，或许委员会就可以虑及她所关切的问题。

除这一点之外，她赞成将报告提交起草委员会。

46． 增编简要概述了与提出反对（报告第 73
段）和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载列的关于

反对的定义的五项要素（第75段）有关的事项。特

别报告员认为反对最重要的方面是意图，这一说法

很正确。报告也提供了有关资料，用以说明国家实

践，尤其是人权领域中国家实践的重要发展情况。

19 见上文脚注12。

“保留对话”实际就是关于人权的政治对话。提出对

保留的反对，不可能总是同时也发表解释性声明，

即使发表了此种声明，它们也不一定就具有任何法

律效力。实际上，国家可以对另一国的保留提出反

对，但不能对一特定条约或条约条款的生效提出反

对。有关国家在声明中必须明确自己的意图。她赞

成特别报告员关于瑞典针对卡塔尔提出的保留所作

声明的解释（第97和第98段），因而也赞成关于反

对的定义的准则2.6.1的拟议案文。尽管如此，还是

有使人感到关切的问题。在第100段，特别报告员暗

示说没有采用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条 (f) 项规

定，该规定扩大了对保留的反对的范围。这样说没

有任何法律意义。或许所说的是将签署国包括在内。

按照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18条，如果

签署国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它也就是第2条 (f) 项
意义上的国家。此外，第20条第4款 (b) 项所提及的

国家，只有当其是一缔约国时，才具有法律意义。

47．她对报告第 101段中提出的问题没有过多

的意见。至于对保留的反对和对过时提出的反对，

在中文中将这两者加以区分有一定难度，实际上两

者在法律效力方面的差异并不大。因此，拟议的任

何表述方式都可以提交起草委员会。

48．关于报告第 106段，委员会没有必要请国

家和国际组织向提出保留的国家解释其反对保留的

理由。此类事宜应当由有关当事方来决定。众所周

知，在人权领域，此类对话通常采取批评的形式，而

不是作出积极评价，即使已善意地作出解释性声明。

49．委员会许多委员的观点似乎是以欧洲委员

会委员国的实践为根据。不过，她想知道此种实践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一级的状况。详细

了解一下早先提及的 35个实例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实例均以芬兰外交部的研究报告为基础。在这

方面，她对报告第 96段中引证的声明的效力表示

怀疑，声明说与对保留提出反对的瑞典相比，卡塔

尔不得从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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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的保留中获

益。当然，提出保留的国家是不会修正其本国法律

或实践的；如果这样做不是不可能，那样此种行动

方案也决非轻而易举的事。一旦一国提出保留，它

就有背信之嫌，抑或表示它不愿意承担义务；针对

反对作出某种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作出其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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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则方法过于简单，无法预示国家之间对话的前

景，因为是否或何时撤回保留，这只能由提出保留

的国家自己来决定。如果提出反对的国家只是说明

一下自己的立场，它所提出的反对就不具任何法律

效力。虽然对该立场应当给予尊重，但条约法也不

应当适用于有关国家无意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的反

对，因为那就意味要重新开始谈判。对保留的反对

效力的定义是否需要，对这一问题也应当给予进一

步认真的思考。无论如何，采取任何行动都不应当

是通过条约法，而应通过条约谈判。

50．总而言之，报告全面反映了国家实践，拟

议案文应当提交起草委员会。至于对保留的反对，

准则2 .6 .1可作为讨论的依据。

51．巴哈纳先生在赞扬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份

分析透彻和研究充分的报告之后回顾说，虽然迄今

取得的进展受到第六委员会的普遍欢迎，但也有许

多代表团表示希望该项目最好在本五年期间完成。

代表团还建议将评注篇幅缩短，因为有关无争议事

项的评注过长，可能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法

律不够明确或过于复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52．他对报告 B 节中对委员会与各人权机关之

间的联系和交流意见的说明表示欢迎，但感到遗憾

的是，如报告第 17段一个脚注和第 18段所述，这

些联系进展缓慢，且数量不多，这种状况是说不过

去的。他请特别报告员随时向委员会通报进展情

况，特别是迄今有多少人权机关对报告附件所载示

范信件中的要求作出了积极反应。

53．至于准则草案本身，特别报告员似乎将扩

大保留范围的法律效力与过时提出保留等同看待，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准则2 . 3 . 5的案文。不过，即

使按照建议加上报告第 48段所载准则草案第二段，

拟议准则也没有为扩大保留范围的问题提供一项充

分的解决办法，这一问题需要另外单独处理。修改

保留分为两类：在有的情况下，它们的意图是缩小

保留范围，但在其他情况下则是扩大而不仅仅是加

强保留范围。如报告第 34段所述，第一类原则上

可能没有任何问题。另一方面，不能绝对地说，准

则 2 . 3 . 1、2 . 3 . 2或 2 . 3 . 3可以适用于相当于限制订

正保留的法律效力的情况，限制其法律效力的目的

在于确保条约条款更加完整地适用于提出保留的国

家。在此种情况下，准则2.5.11应当适用，但应重

新起草，强调初始保留的法律效力的限制，譬如可

以说，为限制其法律效力而修改保留，那就相当于

部分撤回保留。

54．至于有些情况，即修改的目的是扩大和加

强条约有利于提出保留的国家的法律效力，将此种

情况等同于过时提出保留，可能不够准确。对此需

要加以澄清，实际上，也应当考虑可否允许修改保

留的问题。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九条涉及

对条约的修正事宜，但这与授权缔约方使用扩大保

留的不当程序来修改条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

过，即使存在特别报告员本人所引证的实践和法律

文献，他也还是认为对该程序的反对“过于刻板”。

特别报告员援引保存人做法，呼吁就扩大保留范围

而论，与过时提出保留的做法保持一致。不过，国

家实践多种多样，很难保持一致。这一问题应当单

独处理。第 48段中载列的定义可以作为拟议准则

2 . 3 . 5的起点予以通过，但其中还应当列入另一项

条款，把扩大的保留视为不能允许的行为。

55．关于撤回解释性声明的准则2 .2 .12，似乎

是单纯而合理的，目前方括号内最后一个短语使表

达更为清楚，保留它会有所帮助。至于有条件解释

性声明，特别报告员同意这项原则，即规则必须与

适用于保留的规则完全一致，因而也支持第六委员

会一些代表团和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观点，认为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不应当作为单独一类来处理，应与保留等

同看待。尽管如此，在第16段中，他还是说委员会只

在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可允许性及其效力作出决

定之后，才会对这一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没有必要匆

忙颠倒一读通过的准则草案的顺序。特别报告员应当

坚持其目前的做法，制定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规则不

与保留的法律制度挂钩。在这方面，准则草案2.5.13
可以接受，只要保留方括号内最后一个短语。

56．特别报告员关于修改解释性声明（无论有

条件与否）的立场让人有些糊涂。一方面，他认为

修改等同于撤回，对之应适用准则 2 . 5 . 13。另一

方面，在报告第 59段中他又说，对解释性声明毫

无疑问可以进行修改，尽管他承认有人可能认为某

些声明比其他声明限制性更强，或者正好相反，可

以扩大其范围。同时，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这两

种可能性。不过，既然他说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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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修改，那就似乎有必要拟订一项规则，特别对

等同于扩大其范围的修改声明加以限制。拟议准则

2 . 4 .10似乎并不充分。应当有一项单独规则，限制

国家扩大其初始有条件解释性声明范围的权利。不

过，如果准则草案最后证明可以为委员会所接受，

它应当仍像现在这样，不与准则 2 . 4 . 8合并：修改

一条业已通过的准则，既无必要，也过于麻烦。此

外，保留过时提出声明和修改此种声明的单独准

则，对参照和分类而言较为方便。

57．尽管准则 2 . 4 . 9本身可以接受，但他不赞

同修改解释性声明的原则，因为该声明在提出声明

者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时业已作出。此种做法

不具普遍性，无论如何，不应当予以鼓励。不过，如

果该准则得到认可，出于他就准则2.4.10所陈述的

同样的理由，不应当将它与准则2.4.3和2.4.6合并。

58．马西森先生说，如果他的理解无误，特别

报告员是建议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采用较之保留更

为严格的规则： 只要其他缔约方均未提出任何反

对，就可对前者作出修改；反之，只要修改扩大了

保留范围，这项规则也对保留适用。

59．如果潜在的后果问题没有涉及到，反对的

定义就会引起一些难点问题。实际上，如报告第96
段所述，提出反对的国家不可能以与保留的明确条款

相反的方式使提出保留的国家接受约束。委员会尚未

考虑到反对会有什么后果，但他猜想最后证明这可能

有一定难度。因此，他同意科洛德金先生的观点，认

为如果委员会的目的是继续讨论这样的定义，或许它

就应当推迟讨论，直到它考虑到保留的后果问题。实

际上，只要有关国家很清楚自己是在提出反对，他并

不确信有必要拟订一项详尽的定义。

60．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听了科洛德

金先生、巴哈纳先生和马西森先生的发言之后，他

不得不承认，报告第57段的意思有点不明确。他的

意思是，一旦作出一项声明，就很难看出解释如何

得以“扩大”。他曾尽力找出实例，但只找到了修

改的例子。如果委员会委员能够指出有什么扩大的

实例，他将很高兴撤回该段。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82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嗣后：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卡努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巴埃纳·苏

亚雷斯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

先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

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

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先生、科

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

生、蒙塔兹先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薛女士、

山田先生。

  –––––––

对条约的保留 1（续）

（A/CN. 4 /529 , B 节；A/CN. 4 /535和
Add. 1；2 A/CN. 4 /L.630和 Corr. 2）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续）

1．加利茨基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关于对条约

的保留的第八次报告（A/CN. 4 / 535和 Add. 1）载有

关于两个项目的准则草案，而这两个项目并不直接

相关。报告第一部分结束去年讨论的第七次报告 3

所遗留的问题，总的说涉及到撤回和修改保留及解

释性声明。在这方面，留给第八次报告处理的唯一

问题是扩大保留范围的问题。然而，报告将“扩大”

问题列为第一章 A 节在逻辑上有些欠缺，因为根据

第七次报告，这个问题本应在B节（修改保留）第2

1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2段。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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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下处理，并接在第七次报告中题为“缩小保留

范围（部分撤回）”的第1小节后。因此，第八次报

告中题为“撤回和更改解释性声明”的部分不应是

B 节而应是 C 节。

2．第八次报告的增编标志着开始审议一系列

新问题，主要涉及到提出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反

对，不过增编实际上只限于以反对的内容为基础的

“对保留的反对”定义。在此，特别报告员采纳的方

法似乎也是不很清楚或不十分令人信服。由于第八

次报告没有完成有关反对问题的分析，所以委员会

委员们只掌握了一半情况，特别是在极其重要和令

人关注的“保留对话”问题方面，特别报告员在报

告第 70段中仅非常笼统地提到这个问题，并保证

以后会予以阐述。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将在第 3节
中讨论撤回对保留的反对问题，而整个第二章（将

包括4节）的标题是“提出反对”。特别报告员应当

更加注意使其各份报告一致和有条理，从而使它们

更加透明和易懂。

3．上述意见丝毫不会削减对特别报告员所作

的实质性工作的肯定评价。他在考虑扩大保留的范

围问题时以挑选得当的国家实践例子为依据。加利

茨基先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根据国家实践

应当采用与处理过时提出的保留相同的办法来处理

“扩大修改”问题。因此，新准则草案2 .3 .5确认了

这种类比关系，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也许有一

个例外情况，即准则草案 2 . 3 . 3涉及的是反对过时

提出的保留，不应适用于扩大已经提出的保留的范

围这种情况。反对这种扩大不应导致该项准则中规

定的结果，即条约“应在该项保留不成立的情况下”

继续有效。虽然这种结果可能源于对过时提出的保

留的反对，但是在反对扩大保留范围的情况中，似

乎应当维持原先形式的保留。彻底排除这种初始保

留可能会违背保留国和反对国的意图。

4．关于“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以及由于所

建议的类比关系而“反对”扩大保留的范围问题，

他完全理解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5段中所表示的

疑虑，即用“反对（objection）”一词来表示国家对

过时修改的保留并由此对“扩大修改”持反对态度

（opposition）是否恰当。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认

为委员会先前决定在准则草案 2 . 3 . 2和 2 . 3 . 3中留

用“反对（objection）”一词来表示国家对过时提出

的保留持反对态度不是最好的决定。对有关准则

的案文作恰当更改决不会太迟，例如，这里可将

“objection”改为“opposition”。鉴于特别报告员提

议的“反对”定义，就更应当作出这一更正。

5．说到对保留的反对问题，准则草案2.6.1中
提议的定义似乎可以接受并反映了这方面的国家实

践。但该项准则应当排除“准反对”情况，即对过

时提出保留或过时修改保留所持的各种反对态度。

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反对的目的时，或许应当考虑

是否要对定义加以限制，即只限于阻止保留所涉及的

条约规定或整个条约的适用。如果反对暗示可以对保

留作出修改而不必完全撤回或使之彻底无效，这时

似乎可以在定义中纳入“修改效力”这种可能性。

6．国家实践表明，对保留的反对制度的适用

范围相当有限，大多数国家无法在其日常的条约实

践中使用这种制度。即使提出反对，这些反对也并

不总是遵循 1969 年《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规则，

特别是在提出反对的目的和反对可能产生的效果方

面。因此，如特别报告员所正确指出的，在这种反

对的有效性及其真正含义与范围方面，有大量情况

不明的例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中，反对未被用于

其定义中所规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迫使保留国撤

回其保留。

7．因此，似乎应当采纳一种较狭义的“对保

留的反对”定义，以避免产生误解。但是，明确和

分析各种形式的“保留对话”将是重要和有帮助的，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70段中指出，这种对话“很可

能是现代提出保留的程序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新颖

办法”。他关注地期待特别报告员专门论述这个主

题的下一次报告。

8．丰巴先生在提到特别报告员第八次报告中

关于“扩大保留范围”的第一章A节时说，他合乎逻

辑地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34段中提出的假定，即如

果修改保留是为了扩大现有保留，似乎就应该从过

时提出保留的角度加以考虑，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

的规则应对此适用，即2001年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

议通过的准则草案2.3.1至2.3.3中所载的那些规则。4

4 同上，脚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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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场的理由（见报告第36段及以下各段）是正

确和可以接受的，尽管缺乏实践，在这方面应当作

进一步调查研究。

9．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5段中表示怀疑使

用“反对（objection）”一词来表示国家对过时修改

的保留持反对态度（opposition）是否恰当， 这促

使我们考虑该词语的定义与范围。但是，既然委

员会已经在准则草案 2 . 3 . 2和 2 . 3 . 3中保留“反对

（objections 或 objects）”一词，所以特别报告员采取

了明智的做法，没有再建议不同的用语。

10．至于报告第 46至第 48段中载明的特别报

告员的结论和建议，他同意第46段内的结论，即既

然扩大保留的范围可以用过时提出保留来分析，那

样对之适用相同规则似乎是必然的。因此，特别报

告员建议应当提及委员会已经通过的相关准则，由

此拟订了准则草案 2 . 3 . 5，其措辞似乎可以接受。

如果将这项准则草案放入《实践指南》中题为“过

时提出的保留”的第 2 . 3节内，则方括号中的说明

似乎不必要。此外，有必要界定“扩大”一词，理

由至少有两个：第一，因为这个词在一般的保留情

况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因为《实践指南》注重

实效并具有实用性。界定“扩大”一词有两种办法

或方案。可以在评注中说明“扩大”的含义，也可

在准则草案2.3.5中加入第二段，对“扩大”作出定

义。后一种解决办法更好，这样，准则草案将被提

交给起草委员会接受批评分析并可能加以改进。

11．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9段中正确地强调，

关于撤回解释性声明方面出现的问题须视这些声明

是“有条件”的还是“简单”的而有所不同。就后

者而言，准则草案 2 . 5 . 12没有引起任何具体问题。

方括号中的文字可以保留在该条中或移到评注里，

只须注意使整个案文协调一致并确保其实用性。特

别报告员似乎断定——至少是暂时断定——在就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应当在这

些声明与保留之间作一个比较，并应假定适用的是

相同的法律制度。也许是这样，但在未对这种“直

觉”进行科学考证之前必须谨慎。因此，准则草案

2 .5 .13作为一项暂定准则草案似乎可以接受。

12．在第 57段中，特别报告员认为将适用于

部分撤回保留的规则扩及至解释性声明没有什么意

义，而且根据定义，解释性声明是不可能被部分撤

回的。这种声明的提出者至多可以修改声明或不再

使之成为条约生效的一项条件。由于部分撤回问题

可能引起一些怀疑乃至令人有点困惑，所以应当予

以进一步考虑。既然如此，其实一切都取决于对解

释性声明目的的理解而不是理论阐释，即明确说明

或澄清整个或部分条约的含义或范围。在这一点

上，只有实践能够启迪委员会。在这方面，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 58段提到的学派假设令人关注并表

明了这个问题有多么微妙。在第59段中，特别报告

员指出，对解释性声明，无论有条件与否，都可以

进行修改，但是几乎不可能确定这种修改是构成一

种部分撤回还是扩大了声明的范围。同时，特别报

告员承认某些声明可能被认为比其他声明限制性更

强，但他强调这种判断太主观，并断定比照扩大保

留范围的准则草案 2 . 3 . 5来拟订关于解释性声明的

准则草案，似不太妥当。虽然这不一定矛盾，但这

种选择显然反映了要作出的结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和

疑虑。

13．关于可以作出修改的时刻或日期问题，特

别报告员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和“简单”的解释

性声明作了区分。就前者而言，他赞成报告第 61
段中的论点。在这方面，准则草案 2 . 4 . 10没有构

成任何困难。至于特别报告员认为更简明的解决办

法——即将准则草案2.5.10和2.4.8合并起来——

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合乎逻辑和更合理。关于“简单”

的解释性声明，准则草案 2 . 4 . 9也没有构成任何困

难。至于方括号中的文字（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64
段中作了说明），出于对国家主权和自由意愿的关

切，显然要谨慎，但如果考虑的假设几乎是不可能

的，那样在评注中提及就可以了。关于改写准则草

案2.4.3和准则草案2.4.6［2.4.7］以便将修改和提

出解释性声明放在一起的方案，似乎更简单、更符

合逻辑，也更合理。

14．报告第 66段指出，很少有明确的事例可

以对有关准则草案加以说明，但尽管缺乏令人信服

的例证，从解释性声明的定义本身来看，所提议的

准则草案还是符合逻辑的。虽然承认了这一点并且

确实存在困难，但他认为特别报告员采取的办法以

及取得的成果拥有巨大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应将

第八次报告第一部分建议的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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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八次报告第二章涉及到提出对保留和解

释性声明的反对——“保留对话”问题，关于这一

章他说，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问

题方面建议采取的先后次序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可

以接受。这同样适用于特别报告员在第 70至第 72
段中概述的总体科学办法。关于第 71段第2款相应

的第 2条脚注，即使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得不采用不

如以往精细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总的说来，他的办

法谨慎且合理，所以仍然是令人满意的。

16．关于提出对保留的反对问题，应当像特

别报告员所作的那样，铭记可适用的实在国际法，

即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制度。在第 74
段中，特别报告员指出并正确地强调了该公约以

及——迄今为止——《实践指南》中存在的明显空

白：事实是，与保留不同，反对本身未得到界定。

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填补——而且要广泛地填

补——这个空白，纳入关于提出反对者和反对的

内容的评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第 75段中，特

别报告员列举了转载于《实践指南》中的构成保留

的要素，并表明有意对反对的定义采取类似的解决

办法，不过没有提到何时可以提出反对，这是一个

可以构成一项单独准则的主题。在这方面，他完全

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认为在拟定反对的定义

时，应当纳入保留的定义中的两项要素——行为

的性质及其名称。此外，他还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

将共同提出反对的可能性与提出反对者这个比较笼

统的问题一并研讨的建议，以及关于在稍后阶段考

虑意图的性质及表示意图者的问题的想法。

17．关于反对的内容，报告第 80段十分有用，

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反对的普通含义，及其根据

《国际公法词典》5在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

之下的含义。于是，特别报告员在第82段中描述了

反对的“一般”目的，认为包括两项要素，即反对

和意图，指出根据判例法和国家实践，任何消极反

应不一定是反对。第 87段提请注意被特别报告员

称作“准反对”的现象日趋普遍，这个问题可以在

关于“保留对话”的章节中予以审议。他希望听取

有关这方面发展的更多情况。特别报告员还使用了

其他一些表达法，如“等待的立场”或“通知暂时

5 J. J. A. Salmon, ed., Dictionnair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布鲁塞尔，布吕朗出版社，2001年 )，第763-764页。

不接受”，以及甚至“其他反应”，对此他既有肯

定又有怀疑：肯定的是这类反应不是该公约意义上

的反对，而怀疑的是不能确定这类反应是否被认可

也不能确定它们的法律效力。对于一个总是设法进

行科学考证的特别报告员来说，采取这种立场并不

令人吃惊。同样，报告第92段强调要用精确和毫不

含糊的词语来形容对保留所作的各种反应，以及反

对的措辞和范围。关于各种反应，特别报告员认为

最谨慎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名词“objection”或动词

“object”，这似乎是正确的办法。但同时，他提到

一整套其他词语或表达法，对这些也应当予以仔细

审议。在这方面，欧洲委员会 R （99） 13号建议所

附的“对保留的标准答复条款”极其引人注意。

18．关于反对的理由，报告第94段指出，没有

任何国际法规则要求提出反对者说明反对的理由。

这个观点可以得到论证，但是特别报告员自己注意

到了最近的一个趋势，一个应当在“保留对话”情

况中予以鼓励的积极趋势，即要为反对进行解释和

辩护。至于反对的效果，第95段表明，从已被确认

的实践可以明显看出“最小”效果与“最大”效果之

间存在一个中间阶段，显然必须在反对本身的案文

中说明这些效果。这项建议似乎思路正确。

19．关于反对的定义，理应将相关准则草案放

在《实践指南》第 2 . 6节的起始部分。所提议的定

义仿效保留的定义并转载了后者的所有要素，只有

关于时间的要素除外。特别报告员不建议纳入1986
年《维也纳公约》中涉及“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

织”的细节，其理由有两项：第一，该公约事实上

没有处理非缔约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无可能提出反

对的问题；第二，保留的定义本身没有说明有权提

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地位情况。他认为，排

除这类国家或国际组织对于条约的正常运作来说可

能是个错误，甚至是个严重错误。

20． 在报告第 101段中， 特别报告员强调有

必要澄清“针对……一项保留”这个表达法， 或

更准确地说， 要说明“反对”一词的两个含义之

间的区别，具体来说，特别报告员坚持认为准则

草案 2 . 3 . 1至 2 . 3 . 3中的“objection” 一字应改为

“opposition”。他赞成这项建议的推理和逻辑。至于

建议的两种备选方法，他支持单独拟订一项准则草

案，如果不可能，便给准则草案2 . 6 . 1增加一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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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102段中表明的意见，

即提出反对者所寻求的目的是提议的反对定义的核

心，而且这个目的可能是“最小”的，也可能是“最

大”的。此外，特别报告员在第 104段中提出的意

见也很重要，认为提议的定义只应考虑保留的通常

目的，而这个目的涉及条约的若干规定，于是，便

存在一个“全面的”保留问题，这种保留也会遭到

反对。因此，特别报告员有理由建议澄清这一点，

或者在准则草案 2 . 6 . 1的评注中，或者在一项单独

的准则草案2.6. 1之三中，也可以在准则草案2.6.1
本身之中——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是“最省事”的解

决办法，但缺点是字句会十分拖沓。为此，他更赞

成建议的第二种解决办法，即拟订一项单独的准则

草案2 .6 .1之三。

21．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06段中提出的最后

问题是，说明一项反对的理由。在这方面，他说明

了两点：第一，这纯属判断问题；第二，这不是一

种法律义务，至少目前不是。但相反他也指出，也

许应该把反对的根本理由通知提出保留者，特别是

如果提出反对者想说服对方重新考虑其立场，就尤

其应该如此。而且他还想知道委员会是否应向各国

和各国际组织提出这样的建议，并进一步提议结合

“保留对话”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种对话非常

重要，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来加以

鼓励。

22．最后，他认为目前关于反对的定义的案文

是个良好的讨论基础，但要说明定义在范围上应当

是局限的还是宽泛的还有些太早。不过，必须提出

一项一般性意见：即必须在严格与灵活之间找到平

衡，不能顾此失彼。此外，也必须避免对保留的研

究与对反对的研究之间明显失衡。应将第八次报告

第二章中所载的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3．阿多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出色的工作质

量。但是，他对特别报告员报告第36段中的想法感

到困惑，该段指出，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

同意受到约束时附有保留，那样它们事后便有可能

“扩大”这项保留，或换言之，可以对保留所针对

条约条款的法律效力作出对该国或该组织有利的修

改。他怀疑这种“扩大的保留”是否具有任何法律

效力。一国只有在表示同意受到约束时可以提出保

留。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项（丁）款

和第十九条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因此，在该公约

规定的制度以外提出的保留是不可接受的。曾有意

见认为委员会必须表现出灵活性。不错，但条件是

不能违背《维也纳公约》的规定。

24．此外，他也认为适用于过时提出的保留的

规则不可以适用于扩大的保留。就过时提出的保留

而言，情况是一个国家有表明保留的主权，但却在

表示同意受约束时忘了这样做。这种情况可以原

谅。但就扩大的保留而言，则是有关国家已经提出

了初始保留而又想回头对之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修

改，这是滥用权利，是不允许的。

25．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36段中正确地指出

必须不鼓励过时提出对执行条约的限制。尽管如

此，特别报告员又补充说明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能

有正当理由希望修改以前的保留。他不清楚这些正

当理由可能是什么，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存在这些理

由，但特别报告员自己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并承认这

种情况很少见。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仅举了芬

兰 6和马尔代夫 7两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实践不

能作为拟订一项规则的依据。同样，特别报告员引

述的所有理论意见都认为修改一项保留以扩大其范

围是不合法的。委员会应遵循欧洲委员会条约处的

榜样，后者断定扩大现有保留范围的做法不可接

受，因为允许作出这种修改将会构成危险的先例，

有可能危害法律的确定性并妨碍对欧洲条约的统一

执行。

26．对于特别报告员来说，这种立场在国际层

面上太僵硬，但他自己则认为宁要僵硬一些以便能

够维持条约的完整性，也不要过于灵活，因为过于

灵活只会导致条约关系四分五裂。目前这样，保留

制度会引起大量可能否定有关公约或条约的目标及

宗旨的双边关系。与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一样，他也

认为应删除准则草案 2 . 3 . 5。最佳解决办法将是在

评注中说明只有少数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但其法律

有效性值得怀疑，不要予以鼓励。他向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问题是，可以允许一国对一项保留“扩大”

多少次。如果允许一国扩大现有保留，那样还有什

6 见第2781次会议，脚注12。
7 同上，脚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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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使它不能在 10年或 20年后、条约已经生效时又

要求扩大一项已经扩大了的保留？在此，极限应该

是什么？

27．关于第八次报告增编 1，他大体上同意科

斯肯涅米先生、科洛德金先生和马西森先生关于反

对和反对的定义的意见。

梅莱斯卡努先生（副主席）主持会议。

28．庞布–齐文达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勇于探索

一个全新的领域，讨论了反对问题，即对保留的保留

问题。他还欢迎特别报告员在阐释1969年《维也纳公

约》未予以界定的“反对”一词时的谨慎态度。

29．关于扩大对条约的保留范围问题，他表

示同意报告第 46和第 47段中所载的某些建议。他

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在根据“适用于过时提

出保留的规则”拟订关于扩大保留范围的规则草案

之前应界定“扩大”的含义。为了表明该定义关系

重大，应将它纳入准则草案2 . 3 . 5的第一段，而不

是第二段中。虽然他同意所提议的定义，即扩大

指“藉此在比最初提出的保留更大的范围内”修改

条约（第48段），但这里遗漏了一项关键要素，即

没有说明作出扩大声明的时间。或许可以猜测一下

这个时间：紧接国家或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受约束之

后。保留的概念、特别是过时的保留概念的相关标

准是维也纳制度规则的例外情况。但是，如果在提

出扩大保留声明的时间方面没有任何标准，将会使

该保留毫无意义。

30．关于制度，他明白特别报告员想将国家实

践纳入其草案，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特别报告

员有意设法避免这样说。尽管如此，他认为除非特

别报告员在准则草案中具体指明扩大声明的时间，

否则便不能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6段中所指出

的，依照过时提出保留的制度来建议一种扩大制

度。这个问题不是委员会通过将准则草案 2 . 3 . 5提
交给起草委员会便能够迅速解决的。

31．至于对保留的反对，尤其是反对的定义问

题，他说特别报告员使用维也纳制度是对的，即使

只是为了指出该制度没有界定反对的概念以及这个

概念是杰纳斯的另一幅面孔。因此，一切都应以杰

纳斯的可见面孔为基础，即以保留为基础，以特别

报告员表示在草拟对保留的反对定义时，似乎也应

该以这些要素为开端这一点来看，他确实决定这 
样做。

32．他个人并不相信值得这样做。他认为，委

员会必须避开两条错误路线以免陷入困境。第一条

是“准反对”，即使近几年中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在

这方面，他认为告诉提出保留者应当撤回、解释或

修改其保留的理由肯定是保留对话的一部分，但永

远不是一种对保留的反对。第二条错误路线是“等

待的立场”。这种立场与反对之间有种密切关联，

因为根据报告第 89条，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另一

方所提出保留的有效性“保留其立场”。他把“保

留对话”比作一个道路网，其中的道路各不相同，

但都通向相同的目的地。因此，必须根据道路的规

模、作用、功能和级别来加以区分。对一项保留的

有效性提出反对的目的不同于对保留的反对，即使

这两种反对都造成了一种依附或制约的关系。

33．如在保留的情况中一样，可以区分有条件

的反对与普通的反对，或可允许的反对与不容允许

的反对，但是这种区分所揭示的大多是反对制度而

不是反对的性质。至于反对的性质，讨论重心应放

在特别报告员所谓的“反对的一般目的”上：提出

反对者所反对的是另一方提出的保留会排除或修改

条约某些条款对该方的法律效力。所以，反对是阻

止保留适用的一种手段。然而，反对之所以能适用

是因为它可以被接受，即是可允许的。由此，如何

定性对保留的反对，更多地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反

对，而不是它是否被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给反对

定性的有关标准是其目的，这源于提出反对者明确

表明的目的，而不只来自于反对者隐含的意图。当

提出反对者声称保留是不允许的时候，这很可能是

反对的一项理由，但至多是个初步问题，不会对反

对的性质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永远只是诸多理由中

的一项。因此，他同意报告第97段中提到的英伯特

的意见，即“反对与保留不同，是表示一个国家的

态度，不是针对一项法规，而是针对另一国家所采

取的立场”。8这个态度或立场也可以是一国际组织

的态度或立场。

8 Imbert，同前（第2781次会议，脚注15），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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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最后，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05段
中提议的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草案，并赞成将它提

交给起草委员会。

35．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感谢特别报告

员关于对条约的保留问题的非常出色的第八次报

告。第一部分很说明问题，提请注意各国政府和

国际人权条约机构——与它们可以开展有益的对

话——在 2002年中采取的立场，为阅读整个报告

提供了帮助。关于修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问题，应

当记住国家可以随时改变其条约关系。只要条约各

缔约方事先同意而且这种改变符合国际法，那样可

以通过各种方式修改条约，而不只是在新谈判中

作出正式修订。此外，也可以通过接受提出的保

留或接受对保留的修改（即使这可能扩大保留的范

围）来修改条约。如果对保留的修改缩小了保留范

围，则不必获得其他缔约方的同意，但这些缔约方

可能必须履行某些手续。然而，如果修改超出了初

始保留的范围，则事先必须征得各缔约方的同意，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者其他缔约方在修改作出后表

示同意或保持沉默。如果根据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48段中指明的含义来理解“扩大保留范围”，这便

可以相当于过时提出的保留，因而所适用的规则相

似是很正常的。由此，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准则草案

2 . 3 . 5将扩大保留范围与过时提出保留等同起来是

可以接受的，不过不必提到准则草案2 .3 .1、2 .3 .2
和 2 . 3 . 3。此外，不能肯定是否必须要有一项关于

“扩大”定义的具体准则草案，或许只在准则草案

2 .3 .5的评注中提及即可。

36．关于撤回和修改解释性声明问题，一种单

纯的声明可以随时提出，也可以随时撤回，无须任

何特殊手续。这种声明不会给条约其他缔约方施加

义务，其目的是要协调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

必须被接受。报告第52段中提议的准则草案2.5.12
可以接受，只是“除非条约另有规定”这半句话多

余，不过这只是个措辞问题。对于有条件的解释性

声明则必须采取与保留相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声

明可以在国家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作出并必须在

与保留相同的条件下，即必须根据准则2.5.1至2.5.9
被撤回。这便是第56段中提出的准则草案2.5.13也可

以被接受的理由。委员会在部分撤回解释性声明的

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解释性声明显然不可能被部

分撤回，因为这有悖于其本身的性质。原则上，不

可以修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但这当然要取决于

条约中所反映的其他缔约方的意愿，这一点载于准

则草案2 .4 .10，该准则草案也可以被接受。解释性

声明可以随时提出，除非条约缔约方另行决定。

37．至于提出和接受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反

对问题，必须从非常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反对的含

义，以便使它不仅关系到条约对各缔约方的适用

性，而且还关系到维护条约完整的可能性。反对的

目的只是要使整项条约或部分条约在各缔约方之间

生效。反对国通过提出反对要达到的目的是撤回或

修改保留，主要是为了维护条约的完整性。如特别

报告员所作的那样，必须在反对本身与任何可能具

有其他目的的反应之间加以区别。在限定某一特定

情况中的行为并确定其目的是否要使部分条约对有

关缔约方生效时，重要的是“意图”。不是所有的反

应都会导致与严格意义上的反对相同的效果，反应

可以是一种解释保留的声明。在此可以使用很多词

语，如拒绝、质疑、不赞成等。但不管采用什么措

辞，都应由上下文来决定所涉及的是严格意义上的

反对，还是另一种反应，目的不只是为了禁止对有

关缔约方全部或部分适用条约，还要确保保留国收

回其保留从而维护条约的完整性。即使反对方面的

辩论实践很少或几乎没有，也应当鼓励反对国为自

己的立场辩护，作为开展“保留对话”的唯一途径。

特别报告员提请我们注意这种对话，这对于条约各

缔约方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涉及到要维

持人权文书的完整性时，就更加重要。

坎迪奥蒂先生继续主持会议。

38．池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这

份报告与以前的各份报告一样出色。在第36段中，

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可能修改保留，但是在第 37段
中他指出，这方面的国家实践不多见。在第36段的

第三分段中，特别报告员说明一项条约的缔约方总

是可以随时经过一致同意对条约进行修改，而且为

了支持这种说法，他提到了1969年和1986年《维也

纳公约》第39 条。然而，第39 条涉及的是对条约

的修正问题，不是对它们的修改问题。委员会当初

提议《维也纳公约》第 39 至第 41 条时，曾对“修

正”条约与“修改”条约加以明确区分，前者旨在

针对所有缔约方改变条约的条款，而后者指的是仅

在某些缔约方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意图是只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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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缔约方之间改变条约的条款。因此，用报告第36段
相应脚注中提到的内容来支持修改保留是否合理令人

怀疑。不应允许在实质性问题或涉及条约存续的问题

方面修改过时提出的保留，对此特别报告员在第38和
第39段中说明了理由，即这种修改可能构成危险的先

例，可能危害法律的确定性并妨碍条约的统一执行。

这两项公约第19条没有提到任何过时修改或扩大保

留范围的情况。但是，如果所有缔约方都表示同意扩

大条约的范围，那样也许可以在不影响条约实质性内

容的前提下允许作出修改。这意味着，如果对保留的

修改不很重要，那样根据准则或许可以被接受。

39．关于修改或过时提出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问题，麦克雷在 1978年《英国国际法年鉴》发表

的一篇文章指出，必须将一种有限制的解释性声

明——即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比作一种保留，

欧洲人权法院在贝利洛斯案中曾采纳他的观点。9因

此，属于保留的法律后果应当适用于有限制的解释

性声明。辛克莱在他编写的关于1969年《维也纳公

约》的参考书中指出，多数保留都不重要，而且在

战后时期中虽然国际社会有极大的扩展并更加多样

化，但保留的数量并不曾巨增。10因此，似乎没有任

何理由害怕扩大保留的范围。

40．对于《实践指南》在对保留的“objection”与

“opposition”之间加以区分的问题上，他感到难以理

解。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增编1的第86段中列举

了美国的例子，其中将“objection”理解为“有条件的

接受”，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反对，这似乎违背

了国际法院在柏威夏寺案中的附带意见，即应当根

据文字在其上下文中的平常本义来解释它们。特别报

告员在强调要使用清楚明确的词语来描述对保留的反

应时，建议使用“objection”和“object to”，但是他将

“object to”理解为“有条件的接受”。

41．关于准则，他要提出三项意见。第一，应

当注意对条约的保留已经限制了条约的范围。如果

一项保留被修改，这意味着对一项保留提出保留。

9 见 D. M. McRae,“The legal effect of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英国国际法年鉴》，1978年，第155页及以后
各页，特别是第172页。

10 I. Sinclai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nd ed.(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 ),第 77-78页。

若一项保留被修改，无论是为了缩减国家作出的承

诺还是为了扩大条约的范围，都会损害整个条约的

完整。因此，起草所有准则都必须始终保持在整个

条约的范围内。第二，如果“保留”使用方面的准

则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等现行条约制度发生冲

突，那样条约就可能面临着无效的危险，应当避免

这种现象。第三，当各国不能确保获得必要的多数

票来支持一项条约时，往往会使用准则这种办法，

以便达到某些目的。然而，为方便起见，准则不应

过分偏离条约法的基本原则。

42．马里先生说，有些委员指出委员会不应过

分远离条约法，特别是远离两项《维也纳公约》，他

同意这个意见。只要一个签署国是本着善意行事的，

便应当依赖条约法而且应当确保可以就保留进行谈

判以便找到解决办法。此外，他也赞成将准则草案

2.5.4和2.5.11之二合并为一项单一的准则草案，说

明对于保留不予允许的结论并不构成撤回保留。

43．卡米沙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很出色，其中研究了一种假定，即修改保留具有扩

大该保留的效果，随后建议对之适用准则草案2.3.1
至 2 . 3 . 3中所载的与过时提出保留有关的规则。这

种办法不仅符合逻辑，而且以实践方面有启发性的

实例为依据。因此，他支持这种办法并建议将准则

草案 2 . 3 . 5提交起草委员会。但是，给这项准则增

加一个第二分段以说明“扩大保留范围”的含义是

多余的。此项拟议条款可以很自然地被纳入评注。

44．关于撤回解释性声明问题，特别报告员建

议的是一种单独的制度，依据这类声明是否有条件

而定。对于一项简单的解释性声明，可以“依照其

提出时适用的同样程序随时撤回”。这是准则草案

2 .5 .12的含义，没有引起任何问题，正如同准则草

案2.5.13一样，根据这项准则，撤回有条件的解释

性声明应依照适用于保留本身的制度。

45．关于修改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 2 . 4 . 9和
2 . 4 . 10，当前的措辞可以接受，尽管特别报告员建

议将它们与关于过时提出方面的条款合并起来，这

项建议很吸引人，但目前还不成熟。

46．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增编中就拟订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载于准则草案 2 . 6 . 1）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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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办法可以在不止一个方面作为示范。特别报告

员注意列举了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五

项相关条款，随后纳入了载于《实践指南》的准则

草案1.1中的“保留”定义的五项要素。所建议的定

义有个优点，就是涵盖了构成反对的所有要素并且

是开展有建设性讨论的一个良好起点。他在三个问

题上与特别报告员意见一致。第一，对保留提出反

对者必须表明其意图，即要防止保留不容反对。来

自实践的例子很有说服力。纳入“意图”这项要素

可以表明提出反对者的目的是在于要让保留国放弃

其保留（一国保留其立场的情况），还是在采取一

种正式立场，旨在根据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1
条第 3款阻止保留所涉条款的适用。第二，虽然没

有任何国际法规则要求说明反对一项保留的理由，

但最好说明，因为这些理由可以促使进行“保留对

话”。第三，报告第96段中提到的“超大”效果——

即不只断定保留是无效的，而且断定有关条约整个

适用——可以“不经提出保留者同意，使保留完全

无效”（如特别报告员在第97段中所指出的那样），

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第 105段中提出的行

文较长的准则草案 2 . 6 . 1似乎是个工作基础，可以

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47．曼斯菲尔德先生说第八次报告的导言部分

论及了对条约的保留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非常有

用。在第一章中，对扩大保留范围问题的分析是正

确的，而且相应的准则草案2 . 3 . 5可以被接受，只

是要由起草委员会来决定应当在准则草案本身还是

在评注中说明“扩大范围”的含义。然而，考虑到

委员会若干委员的意见，如果经证明该准则草案

是阻止采取这种做法的最佳途径，那样将它删除

或许较明智。关于撤回简单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

案 2 . 5 . 12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至于有条件的解释

性声明，应当以和保留相似的方式对待，准则草案

2 . 5 .13可以接受，但如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这只

是暂时性的。

48．关于对保留的反对的第二章，一上来便讨

论关于保留的效力这个既引人入胜、又很重要的难

题。关于“保留对话”的引子是对最近条约实践中

一个重要方面的分析，引人注目，但这一章的核心

内容是分析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特别报告员列举

了许多例子表明，在最近的实践中，可以对一项保

留作出声明，但并不明确表明期望该声明产生什么

法律效果。但是，从定义的角度说，如果一项声明

明确表现为反对并且意图也是如此，那样就不能

仅以预期的效果超出了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

公约》规定的范围为理由而否认该声明是反对。也

许，如另一些委员所建议的，应当推迟对定义的审

议工作，直到审议完法律效力问题，或者应当暂不

对定义是否必要的问题作出决定。无论如何，特别

报告员认为应当鼓励提出反对的国家说明反对的理

由是正确的，即使这不是一项义务。

49．奥佩蒂·巴丹先生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一

个与反对解释性声明有关的具体问题。在前次会议

上，薛女士曾正确地指出，应当将与条约谈判有关

的问题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问题分开。一项解释

性声明可以随时提出，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0段
中重申了这一点，而且这包括批准条约的时间。在

这种情况下，批准及其内容构成了一项单一行为，

于是就不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而且要从宪法法律

的角度来考虑解释性声明。由此，可以怀疑是否有

些解释性声明是典型的，而有些是非典型的。第二

个问题是反对这些解释性声明的程序是什么。在某

些情况中，反对包括提出意见、评论或解释；而

在另一些情况中，有一种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将解释

性声明与保留等同起来。就《实践指南》第 2 . 6节
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在第 2 . 6节中，对保留的

反对被界定为一项单方面声明，无论措辞或名称为

何。因此，可以问一个问题：反对是否只涉及保留，

还是可以对一般的解释性声明以及尤其是构成批准

行为一部分的解释性声明也提出反对。如果反对被

赋予能够使一项解释性声明变为保留的作用，而有

关条约不允许提出保留，那样便会严重限制批准条

约的政府部门的宪法权限。可以认为引起执法与立

法部门之间冲突的实际问题属于一国宪法的管辖范

围，并且 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明确规

定国内法律规则必须顾及国际法规则，但如果仅凭

一个或多个国家对某一立法解释提出的一项反对就

可以使条约的适用无效，那样委员会必须小心，不

要对反对及其法律效力问题采用一种非常严格的办

法，以免损害某些公约的批准程序。

50．卡特卡先生在提到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时

说，在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进行审议之

后得出的结论是应当放弃有关条款，但他希望委员

会不要这样做，因为它已经在拟订这些条款方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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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时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合理意见，即应

当鼓励保留国与人权条约监测机构之间进行对话。

希望特别报告员能够拟订具体条款以补充在这方面

得出的初步结论。11关于扩大保留范围问题，他同意

阿多先生关于删除准则草案 2 . 3 . 5的意见。他希望

准则草案2 .6 .1中所载的反对定义能够更加灵活。

51．达乌迪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关于对条约的保

留的第八次报告引起了一场有意义的讨论，因为该

报告论及了一些敏感问题，而且特别报告员向委员

会征求了有关某些问题的意见。关于扩大保留范围

问题，如其他一些委员所指出的，国家实践并不一

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一般来说它不大可

能构成一种既定原则或规则的基础。此外，关于对

一项保留的修改，在被告知这种修改的国家中只要

有一个表示反对便会导致拒绝这项修改，既然如

此，就不免要问，这种情况究竟是表示可以重新谈

判呢还是着眼于保留制度。尽管如此，特别报告员

认为，这种修改应等同于过时提出的保留，并为此

提议了准则草案 2 . 3 . 5，其中提到委员会已经通过

的准则草案2.3.1至2.3.3。这项准则去掉方括号后

可以被完全接受。

52．谈及撤回解释性声明问题，关于简单的解

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2.5.12去掉方括号后也可以被

接受。至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特别报告员提议

了准则草案2 . 5 . 13，以期委员会就是否应在《实践

指南》中提及这第二类声明的问题作出决定。他个

人认为，不应将此类声明列入《实践指南》，但他

出于报告第 55段中陈述的理由，支持特别报告员

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关于修改解释性声明问题，

由于修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与修改保留相同，所

以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准则草案2.4.10以委员会2001
年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过时提出这类声明的

准则草案2.4.8为基础。12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62段
中提出了经过修订的准则草案 2 . 4 . 8的案文，这样

就可以不必需要提议的新条款，不过在委员会结束

本专题工作并重新审议整个《实践指南》草案之前，

可能还是应该保留这项新条款。

11 第2781次会议，脚注11。
12 第2780次会议，脚注8。

53．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增编中开始讨论

提出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反对问题，这引出了三

个问题。第一，“意图”这个要素很重要，因此必须

要纳入反对的定义，尤其是 1969年《维也纳公约》

曾在第二十条第四项（乙）款中明确提到这个“意

图”要素。第二，反对的定义必须体现国家实践，

而且，如果对国家实践的审议表明应脱离该公约中

所载的定义，那样就可以脱离，只是要注意不能使

某一区域实践或某个特定的政治性国家集团的实践

一般化。特别报告员打算在第二章第 2节中更深入

研究的“保留对话”问题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因为

它可以有助于使保留国或反对国的立场更加灵活，

但它不会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可能有时是一种聋子

的对话，尤其是当保留涉及到宗教或意识形态时。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06段中提出的建议旨在促进

“保留对话”，绝对应该获得支持。因此，可以将这

项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肯定会确保

考虑讨论的内容。

中午 12 时 30 分散会。

  –––––––

第 2783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布朗

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

生、达乌迪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

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

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

生、卡特卡先生、卡米沙先生、科洛德金

先生、科斯肯涅米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奥佩蒂·巴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

生、佩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

薛女士、山田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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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的保留 1（续完）

（A/CN. 4 /529 , B 节；A/CN. 4 /535和
Add. 1；2 A/CN. 4 /L.630和 Corr. 2）

［议程项目 4］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续完）

1．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概述了关于其第八

次报告（A/CN. 4 / 535和 Add. 1）的辩论情况，他说

讨论进行的很有意思，富有成果；有22位委员参加

了讨论，他相信，对其他委员而言，沉默即意味着

同意。

2．一些发言者，包括科洛德金先生、巴哈纳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和马西森先生

认为报告第 57和第 59段有缺陷，他自己也开始认

为，行文有些笨拙，因为在一个国家转向解释性声

明时，无论有条件与否，都很难确定它是要缩小还

是扩大其范围。因此，他不寻求按照建议在部分撤

回与扩大解释性声明的范围之间作出区分。不过，

他曾要求批评他的人举出一些实例，说明与他的立

场相抵触的实践，但失望的是，没有人这样做。因

此，他认为他的立场，无论有多么含混，都得到了

接受：池先生、马里先生、达乌迪先生和梅莱斯卡

努先生都建议，准则草案2 . 4 . 9和2 . 4 . 10应当提交

起草委员会。

3．更为重要的是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第 2780
次会议（第 24至第 26段）上的发言之后发生的情

况：巴哈纳先生对准则草案 2 . 3 . 5表示了强烈的反

对，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庞布 – 齐文达先生和池先

生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反对。他感到很震惊，不是

因为内容超出了争论的范围，而是因为这些同事没

有遵守不成文的规则，即在讨论一项准则时，不应

再质疑已经通过的另一项准则。然而，在关于过时

提出的保留的准则草案2.3.1至2.3.3的问题上，情

况就是如此。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和阿多先生想方设法强调可能是善意过时提出的

保留与过时扩大保留的范围之间的区别。然而，在

1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见《200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2段。

2 转载于《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审议关于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准则草案时，委员会曾

决定，一国可决定情况已经变化，它不能再接受与

条约的目的关系不大的具体条款。此外，不应轻易

指责一个国家恶意采取行动。阿多先生要求他举出

实例，说明此类情况的变化，在这一方面，他请

阿多先生参见报告的第 43和第 44段。马尔代夫就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扩大保留的范围，3

据德国称，4是有疑问的，正如芬兰在加入1968年11
月 8日在维也纳缔结的附加于《欧洲补充路标和信

号公约协定》的《公路标示议定书》（（附件）时提出

的扩大保留范围的情况，5但二者都不应被指责为恶

意采取行动。这两个国家都认为，它们最初的保留

带来了太多问题。此外，要求一个国家废除一项条

约，然后在提出新的保留情况下重新批准该条约确

实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委员会在过时提出的保留

问题上的立场。

4．他提出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在加纳，汽车靠

左行驶，但它像瑞典1960年代所作的一样，决定改

变为靠右行驶。该国就需要对各项公路交通协定提

出临时保留意见，而要求它整个废除此类协定是不

合理的。他促请在准则草案2.3.5上持僵硬立场的同

事参看其第五份报告中的第279-332段，6其中讲的

很清楚，过时提出的保留不构成诚意或恶意的例子。

虽然可能有疏忽问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国

随后重新评估了它所面临的情况，这一点也完全适

用于扩大目前保留范围的问题。只要不影响其他国

家的权利和利益，就应当给各国留有余地。然而，

按照目前的情况，只要有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提出

反对，就可以阻止过时提出的保留发生效力。

5．一些人反对他的方针，引用了一位欧洲委

员会官员的话，该官员说，欧洲委员会反对过时扩

大以委员会秘书长为交存人的保留的范围。在这一

点上，阿多先生说，如果该程序不适合欧洲，它对

世界其他地区也不适合。这种说法其实应当反过

来，如果该程序适合其他地区，正如以联合国秘书

3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2年12月31日
的状况》（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9），第231页。

4 同上，第240页。

5 同上，见第2781次会议，脚注12。
6 《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 4/ 

508和 Add. 1 -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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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交存人的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它为什么不适

合欧洲？在他看来，准则草案 2 . 3 . 2充分和明确保

存了在区域一级更具限制性做法的可能性，蒙塔兹

先生和薛女士也都同意这一点。实际上，欧洲委员

会的做法不像这位官员所宣称的那样刻板： 近在

2003年6月，南非在向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交存了加

入《欧洲引渡公约》7的文书后，被允许提出保留。

此外，欧洲委员会针对过时提出保留采取的方针并

没有妨碍委员会在这一方面采纳一项更为灵活的规

定。因此，很难看出为什么这一点不能适用于扩大

保留的范围。

6．除了具体问题外，他强烈感到这里涉及一

项原则问题；委员会在讨论一项草案时，如果回过

头来质疑一项已经通过的规定，那样委员会的工作

就完全无法进行下去。他自己对以往的决定并非一

律赞成，但他作了迁就。因此，虽然他坚决反对在

对保留的反对与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持反对态度之间

作出区分，但他丝毫没考虑利用第八份报告作为手

段，重新审查他认为令人遗憾的一项决定，而且还

起草了作为该决定逻辑后果的准则 2 . 6 . 1之二。委

员会一些委员，包括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加利茨基

先生和丰巴先生支持他的立场，但他并没有建议回

到已经决定的问题上来。出于同样理由，他并不坚

持将准则草案2.4.9与2.4.3或2.4.10和2.4.8合并，

尽管科洛德金和其他人对此给予了支持。相反，听

取了加亚先生和巴哈纳先生的评论意见后，他提出

了准则草案2 . 4 . 9和2 . 4 . 10的行文，没有听到反对

意见。至于准则草案 2 . 3 . 5，他敦促将案文提交起

草委员会。不然即表明了缺乏热情和连续性。薛女

士、科洛德金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加亚先生、丰巴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先生、马里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卡米沙先生和

达乌迪先生发言赞成这一行动方针。加亚先生、科

斯肯涅米先生、马西森先生和奥佩蒂·巴丹先生

在发言时根本没提到这个问题。起草委员会不妨

作出修改，但他希望委员会注意在《实践指南》中

有一个整体的连贯性。需要就是否保留方括号作出

决定，在这方面有意见分歧，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值

得考虑，例如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赞同使用

“ampliación”，而不是“agravación”，来传达“扩大”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223卷，第193页。

的意思。另一个建议是加利茨基先生提出的，他认

为准则2.3.3完全可以移植到扩大保留范围问题上；

需要决定的是此类移植是体现在准则草案 2 . 3 . 5本
身还是在评注中。

7．在准则草案2.6.1上，有另一类不同的意见

分歧。虽然委员会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但这里

并不涉及原则问题或方法问题，因此，他很希望听

取尽可能多的意见，并作出调整，始终希望决定一

旦作出，所有人都能遵守。

8．在关于“反对”的定义上，对准则草案有某

种程度的支持。梅莱斯卡努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丰巴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马里先生、卡米沙先生、达乌迪先生和

薛女士建议应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加亚先生、科

洛德金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科斯肯涅米先

生、阿多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卡特卡先生，如

果他理解得正确，还有蒙塔兹先生和池先生反对采

取这一行动。虽然准则草案的反对者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反对理由，但他都给予了深入的考虑。他希望

表明，他不赞同以下这种批评意见：科洛德金先生

和科斯肯涅米先生批评了报告第 88、第 89和第 91
段中对保留问题的负面反应的分析，这可能导致一

种权宜之计，一种有条件的反对或劣中择优的解

释。然而，在欧洲委员会（它当然不是一个全球性

立法者）第R（99）13号建议中添加的“对保留的典

型反应条款”总是包含“反对”的字样，而对第88、
第89和第91段举出的例子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

顺便说一句，报告第 87段中芬兰发言的措辞 8使读

者毫不怀疑它涉及真正的反对。然而，将任何消极

反应都视为反对是不正确的，即使作出反应的国家

使用了不明确或含混的语言，例如 1977年联合王

国和法国大陆架案中法英仲裁裁定所表明的。一个

国家可能认为，反对一项保留，并不符合其最大利

益，撤回或修订有关保留或许更能够实现“软性”

方针。因此，不需要使用“反对”一词，但含义必

须明确。如果国家有意含糊其辞，只能损害法律安

全和国家之间的诚信。一个国家不应有意误导另一

国家。

8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2年12月31日
的状况》（见第2780次会议，脚注9），第557至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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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起草准则2.6 .1时，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

是本着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行事的，这

不是出于任何迷信，而是因为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

一贯强调，不需要质疑维也纳体制。至少在一个问

题上，人们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大多数发言者都同

意，真正应当考虑的是国家的意图。分歧涉及这一

意图所适用的对象。加亚先生在科洛德金先生、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马西森先生、阿多先生和卡特卡

先生支持下说，反对的效力是不明确的和不确定的，

但这并不能作为理由，拒绝条款草案的案文。即使

反对的效力是含混的，两项公约也对此类效力作了

规定，因此，只要在以后阶段，委员会规定了此类

效力，就没有理由不在“反对”的定义中对它们给予 
考虑。

10．另一种意见更让他震惊：科斯肯涅米先生

谈到了对“超大”效应的反对意见，一些国家，很

少一些国家，而且是在最近，申明有权搁置一项保

留，并决定持保留意见的国家受有关条约的整体约

束。虽然他始终怀疑这一方针的可行性，但他承

认，他在报告第 97段中表达得不够激烈，在该段

中，他说，这类声明不是反对，理由是，声明者的

明显意图超出了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规

定的后果。为了努力不混淆保留与保留的可允许性

二者的定义，他似乎犯了与反对问题上类似的错

误。应当如何去做，才能确保在关于“反对”的定

义中不会忽略或排除此类声明？如果只是因为很难

区分一个制度的后果，一些发言者就倾向等着瞧的

态度是不妥当的，除非委员会事先就对该制度作出

了明确规定。实际上，过分谨慎的态度类似于在先

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类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此外，拖

延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其他的解决方案是

可能的。

11．一些明确拒绝了他的定义的委员提出了一

个更宽泛和更灵活的定义，该定义考虑到了共同的

倾向。科洛德金先生和庞布 – 齐文达先生的中肯评

论帮助他确认了这一倾向。科洛德金先生正确地主

张，一项反对的基本标准是其提出者意在确保该项

保留将来不会适用于他，而庞布 – 齐文达先生则将

反对定义为对保留的保留，或是对保留的障碍。因

此，似乎许多困难都可因下述普遍接受的定义而得

到解决：“‘反对 ’ 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

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的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

明，无论其措辞和名称为何，都是意图防止该项保

留产生任何效力。”

12．行文还有待深入讨论，或许需要作出一些

改进，但这应当回答了对其最初建议的大部分关切

和反对意见，而他最初的建议确实是为了征求批评

意见，既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议，或许有可能将准

则 2 . 6 . 1提交起草委员会，并请委员会按照他刚刚

说明的思路开展工作。如果这项方针还不成熟，他

准备在下届会议上对修正的准则草案作出更详尽的

介绍。无论如何，准则2.6.1之二和2.6.1之三的命

运取决于准则2 .6 .1。

13．其他准则草案没有受到普遍批评，但他注

意到，人们提出了各种改进意见，包括在准则2.3.5
或其评注中列入一项关于“扩大保留”的定义。

14．就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而言，虽然曼斯菲尔

德先生说，如果牲口看去像匹马，它必然就是一匹马，

他目前还没看到完整的牲口，因此还要等待，才能采

取最后的立场。考虑到准则1.2.1，梅莱斯卡努先生对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担心是用错了

地方。认真审读该项准则，就可以明显看出，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的定义与保留的定义大为不同。这头牲口

不是一匹马，但可以把它当成一匹马。

15．他不认为委员会内的共识是否认了下述事

实，即除了保留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声明，同意

接受一项条约约束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通过这类声

明，对其同意作出特定解释。恰恰相反，共识表

明，如果委员会认为某种法律制度需服从与保留类

似的法律制度，而这是很可能的，那就没有必要针

对制约这一制度的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准则草案；

只需提及适用于保留的准则就可以了。不过，这种

看法假定，已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基本工作，以确定

两种制度是相同的。

16．他在报告第 106段中建议，委员会应建议

各国和国际组织说明其反对的理由，这一建议得到

了广泛的支持，因此，他将在明年提出一项大意如

此的准则草案。他建议，他的第八份报告中的所有

准则草案都应提交起草委员会，按照他的理解，如

果委员会有此意愿，他将作出准备，在下届会议上

更为详尽地介绍他对准则 2 . 6 . 1的建议，在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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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推迟提交准则草案2.6.1、2.6.1之二和2.6.1
之三。

1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虽然他对彭尼洛佩

的耐心深怀敬意，但他实在厌倦了引来无穷麻烦的

潘朵拉之盒。他不同意准则2 . 3 . 5的内容，因为它

明确违反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

条第一项（丁）款，因此，他反对将其纳入《实践

指南》。

18．他认为，委员会在过时提出的保留问题上

犯了一个错误，应当在二读时加以校正，为此，应

限制此类保留的适用范围，只应在交存批准书或接

受书之前允许提出保留。

19．准则 2 . 3 . 5在第六委员会审议之前，不应

提交起草委员会。

20．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她同意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的看法，特别报告员对委员会八位委员在准

则 2 . 3 . 5上采取的立场感到震惊。但这些委员坚持

认为，遵守1969 年《维也纳公约》，尤其是在实践

相互抵触时遵守该公约是一项原则问题。为什么要

优先考虑只有几个保存国采取的做法？

21．使特别报告员的看法更加前后不一的原因

是，就反对而言，他坚决反对背离 1969年《维也

纳公约》，或回头审议委员会以往的决定。在她看

来，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应与过时提出保留的

问题一样，而应参照准则2.3.4，该项准则表明，较

早提出的保留不可解释为排除或修改了有关条约规

定的法律效力。特别报告员建议通过允许扩大保留

的范围，排除或改变一些法律效力，因此这与准则

2 . 3 . 4相冲突。所以，她反对在寻求各国的指导前

将准则2 .3 .5提交起草委员会。

22．卡特卡先生说，他相信特别报告员不会认

为在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之后发言的委员是摇摆不定

随风倒的人。相反，他们有自己的原则，他们的立

场始终是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因此，他也反对扩

大保留。

23．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在准则 2 . 3 . 5上显示某

种灵活性，就像他在准则草案2 . 6 . 1上一样。应首

先征求第六委员会和会员国对扩大保留范围的看

法，然后委员会应在明年重新审议该项准则草案。

24．加亚先生说，他赞成准则2.3.5。本届会议

所提出的准则 2 . 6 . 1的方向是正确的，或许应当对

它作出进一步思考，然后再提交起草委员会。

25．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案文没有规定特

别报告员谈到的意图。所宣读的建议没有完全解决

“反对”的定义问题。例如，如同对该《公约》第

六十六条一些保留采取的相关行动，一些反对的目

的可能是排除条约整个一节的适用。既然特别报告

员有意将问题提交第六委员会，不妨等一等看各国

的反应。那时或许有可能提出一份案文，与特别报

告员建议的案文可能没有很大不同，但试图在意图

与该公约规定的效力之间建立正式联系，以将反对

变为狭义的单方面行为。辩论表明，反对可能是源

于各种各样的意图。因此，他建议应当提供更多信

息，特别报告员则应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随后

再将准则2 .6 .1提交起草委员会。

26．阿多先生说，他坚持他早些时候的立场，

他也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表明的意见。

27．池先生说，整体来看，他支持特别报告

员的出色报告，他想只讲三点意见。他认为，不

应允许作出有可能改变最初保留的性质或范围的 
修正。

28．至于报告第 86段，委员会不是在进行学

术探讨，而是在努力编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以便

各国在其外交关系中使用。宣称对保留的反对是一

种有条件的接受，将使实践者困惑。关于有条件的

解释性声明，他仍然坚持他已经表明的看法，这一

看法是建立在欧洲人权法庭在贝利洛斯案中的决定

基础之上。

29．薛女士说，她完全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概

述。如果他有意按照他建议的方式来修订关于准则

2 . 6 . 1的建议，而这将使一项反对成为阻止保留发

生效力的手段，则委员会应推迟讨论一项反对对保

留的效力，直到在就保留的可接受性问题的实质性

辩论之后。她在阅读报告时，觉得特别报告员有意

解决形式和程序问题。但最初的准则草案 2 . 6 . 1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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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一项基本因素，即当事双方就其契约关系的法

律效力而言的意图。

30．特别报告员刚才提出的建议可能导致严重

问题，因为这样一项反对将影响当事双方之间的契

约关系。根据国际法，保留国和反对国都不得采

取单方面行为，改变条约条件，然而，按照新的

提案，反对国通过单方面行为正是要这样做。因

此，她赞成保留最初的草案，而在以后讨论实质性 
问题。

31．曼斯菲尔德先生说，他主要关心的是确保

有关声明，例如报告第 96段中提到的瑞典对卡塔

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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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出的保留作出的

反应不会被排除在对反对定义之外。这确实是一项

反对，而这也即是其目的。他关于马的比喻，意思

就在这里。他欢迎特别报告员重新起草案文，这将

适当扩大定义。不过，或许应当在提交起草委员会

之前更深入地研究案文。在委员会认真研究一项反

对的效力之前拟定定义，无异于本末倒置。

32．科洛德金先生说，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富于

启发性的总结。他仍然不能理解报告第 57段中的

推理，但或许困难来自俄文案文，俄文案文很混

乱。无论如何，第59段涵盖并扩大了第57段。

33．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拟议准则2. 4.9，可将

该准则提交起草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刚刚提出的关

于对保留的反对的新的定义，方向是对的，但委员

会应给自己并给特别报告员留出足够时间，在第六

委员会重新审议该项定义，并弄清各国的反应。

34．加利茨基先生说，虽然他认为准则 2 . 3 . 5
的一些具体方面存在缺陷，但他总体上同意将其纳

入《实践指南》。在第七份报告关于这一主题的讨

论期间，10探讨了通过修订来缩小保留范围的问题，

目前显然应当就扩大保留范围的修订采取立场，尤

其是因为存在一些国家实践，虽然这些实践不是整

齐划一的。已经就准则草案 2 . 3 . 5提供了足够的分

9 第2781次会议，脚注3。
10 第2780次会议，脚注3。

析和信息，可以将之提交起草委员会，但这并不妨

碍在委员会有此意愿时，将有关问题提交各国。

35．扩大保留范围的规则与以往就过时提出的

保留通过的准则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特别报告员

指出的，准则 2 . 3 . 3不能完全适用于保留范围的扩

大，但在制定准则2.3.1和2.3.2时，则注意到它们

的适用不会产生有害后果。

36．准则 2 . 6 . 1中对有关反对保留的定义是不

完整的，因此，他同意一些人的想法，希望在特别

报告员就反对的后果提出更多材料前，推迟作出最

后决定。与薛女士不同，他认为反对的定义不应纯

粹是形式上的。应当比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

的保留的定义，并针对实质性内容，尤其是目的问

题，制定一项全面的定义。因此，应当在所有评论

意见以及特别报告员准备提交的下一份报告的基础

上，进一步拟定有关准则。

37．庞布 – 齐文达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进行了

出色的分析，并为提供准则 2 . 6 . 1的备选方案付出

了极大努力。新的案文考虑到了全体会议上表达的

意见，改进了第一份案文，在这两份案文之间，他

很难作出选择。

38．特别报告员有些固执地拒绝就关于过时提

出的保留的准则 2 . 3 . 1至 2 . 3 . 3重新举行辩论，但

是事实仍然是，准则 2 . 3 . 5造成了问题，正如反对

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者已经表示的那样。该条中有

两点，应当始终是分开的，这两点即过时提出的保

留和扩大以往保留的范围，问题发生在后一点上。

过时提出的保留可扩大早些时候过时提出的保留的

范围，但谁又说得清不会提出另一项保留，扩大前

一项保留的范围，事情到那里才算截止？谁又有权

来扩大保留的范围？或许应当列入一项规定，说明

对扩大早些时候保留范围的一项过时提出的保留，

不得以可能扩大保留范围的另一项过时提出的保留

来加以补充，或许也可以不作定性限制，改为时间 
限制。

39．特别报告员关于主权国家没有能力采取恶

意行动的说法多少有些可笑。从古至今，主权国

家不断在采取恶意行动，或许正是因为它们拥有 
主权。



251第 2783 次会议－ 2003 年 7 月 31 日

40．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愿同意特别报告员

在其概述中所说的一切，并认为他拟议提出的准则

2 . 6 . 1是可喜的一步，显示了巨大的灵活性。他甚

至倾向于建议将该条提交起草委员会，但现在同意

委员会需要对这一问题作出更深入的考虑。确实应

当在第六委员会听取各代表团的意见，而委员会也

应在其下届会议上相应地重新讨论这一条。

41．巴哈纳先生说，应当推迟审议准则2 .6 .1，
特别报告员也应考虑讨论期间提出的评论意见，当

然，特别报告员已经表示，他赞同这样做，并将向

委员会下届会议提交新的案文。他本人反对关于扩

大保留的范围的准则 2 . 3 . 5的行文。委员会委员在

这个问题上的赞成者和反对者似乎势均力敌，或许

最好像一些委员建议的，拟定一个问题，提交第六

委员会，甚至将准则草案本身交由委员会审议。

42．池先生提请注意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条（丁）款中将保留定义为“于”签署、批准……

条约时所作之声明。在这一上下文中，“于”意指

“在……的时候”；因此，它与准则2.3. 5中提到的

过时提出的保留没有联系。

43．马西森先生说，就准则 2 . 3 . 5而言，他对

所建议的两种行动方针都没意见，但无论采取哪种

行动方针，委员会都必须注意关于修改保留的准则

2 . 3 . 5与关于修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 2 . 4 . 10之间

密切的逻辑关系。人们不断提到需要在处理保留与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时保持一致，起草委员会的任务

应包括关注这种问题，并作出必要调整。如果将准

则 2 . 3 . 5提交各国进一步征求意见，对准则 2 . 4 . 10
也应这样做。

44．薛女士建议，在特别报告员制定的准则草

案 2 . 6 . 1中，应在“意图防止此项保留拥有任何或

一些法律效力”之后加入“在它们依条约规定的契

约关系上”。毕竟，对一项条约制度来说，最重要

的就是一个契约框架。如果一个人答应出售一匹黑

马，另一个人同意买下，后一个人就不能要求给一

匹白马，在任何契约关系中，都不能如此。

45．梅莱斯卡努先生说，恰恰相反，如果当事

双方同意将黑马换成白马，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

例子说明了修改过时提出的保留问题：这是一种很

有限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各方都同意一国或可过

时提出保留，或可修改保留。如果不承认在这方面

存在相当数量的国家实践，将是一个巨大错误，他

认为委员会应认真考虑这一点。当然应当考虑委员

们采取的立场，但应当寻求对话和解决办法。该准

则应提交起草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愿

意，也可与第六委员会磋商。

46．卡米沙先生说，他同意准则2.3.5，但人们

在讨论中，不无道理地表示担心，各国可能认为这

是在鼓励扩大保留范围，这使他有些动摇。或许在

评注中，可以提出这种考虑，敦促各国不要采取这

种做法。关于准则2.6.1，他同意最初的案文，并继

续支持该案文，虽然备选案文也是可以接受的。不

过，最好在下届会议上对新案文作出更深入的考虑，

而不是当下还存有一些疑虑时就通过这项案文。

47．达乌迪先生说，就 1969 年《维也纳公约》

而言，准则2.3.5是一项创新。不应忽略国家实践，

即使是为了毫不动摇地信守该公约，但它虽然很重

要，也还存在一些矛盾。他同意特别报告员说的，

不应回过头来重新审议准则2.3.1至2.3.3，但另一

方面，它们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什么能够妨

碍起草委员会连同新的条文对它们一道作出审议，

以做到统筹兼顾。至于准则2 . 6 . 1中的定义，应当

增加新的要素，他不反对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但

它应当试图弥补缺陷。特别报告员刚刚提出的建议

是走向解决的可喜一步，但他倾向于应当推迟审议

这一问题。

48．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由于他已经

概述的原因，他仍坚持将准则 2 . 3 . 5提交起草委员

会。只有薛女士表示强烈反对他对准则 2 . 6 . 1的备

选案文。他很理解她的关切，但希望向她表明，他

提出新的案文的意图绝不是为了影响委员会就反对

的法律效力通过的任何解决办法。实际上，他牢牢

记住了科斯肯涅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他不

反对她刚刚提出的强调国家之间契约关系的增补。

他建议在下届会议上再次审议准则2.6 .1、2.6 .1之
二和2 .6 .1之三。

49．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

推迟到下届会议讨论准则2.6.1、2.6.1之二和2.6.1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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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50．主席回顾，就准则草案 2 . 3 . 5进行了深入

讨论，但大多数委员似乎赞成将之提交起草委员

会。人们还建议，在委员会提交大会的第五十五届

会议工作报告第三章中，应当请各国提供对准则草

案 2 . 3 . 5的看法，该第三章提请注意委员会特别想

听取意见的一些具体问题。

5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在决定准则草案是

否提交起草委员会之前，委员会必须提出一项程序

性动议，以推迟其审议，并起草一个问题，提交第

六委员会委员。该动议先于其他任何决定，他要求

通过非正式表决作出决定。

52．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将是否向起草委

员会提交准则草案交付正式表决。他不反对与第六

委员会磋商，但有一项谅解，即委员会仅在准则草

案二读审议时，才将考虑各国的意见。在此期间，

如果要改变对准则草案 2 . 3 . 1的决定，委员会必须

找一位新的特别报告员。

53．主席注意到委员会委员没有就是否将条款

草案 2 . 3 . 5提交起草委员会达成共识，建议就此问

题举手表决作出决定。

将准则草案 2 . 3 . 5提交起草委员会的建议以 15
票对7票获得通过。

54．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

把准则草案 2 . 4 . 9、2 . 4 . 10、2 . 5 . 12和 2 . 5 . 13提交

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委员会的计划、 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A/CN.4 /529 , G 节；A/CN. 4 /L.645）
［议程项目 10］

规划组的报告

55．梅莱斯卡努先生（规划组主席）介绍了规

划组的报告（A/CN.4/L.645），报告概述了该小组关

于七个不同项目的讨论情况。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口头建议规划组，鉴于规划组在讨论此类问题方面所

面临的困难，规划组在下届会议上，不仅应当研究可

能的议程项目，还应研究工作方法。报告中没有提到

这项口头建议，因为没有就这项建议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委员会的文件，规划组的结论是，联合国秘书长

和大会就附属机构报告的篇幅提出的非常严格的建议

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委员会的工作与联合国其他

机构的工作有所不同，其文件的目的也是如此，这些

文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不像政治机构的文件一样。

因此请求如同以往大会决议中批准的，委员会应继续

不受文件篇幅的限制，同时意识到有必要在总的文件

量方面尽可能精简。

56．由于时间的关系，规划组未能讨论工作程

序和工作方法，虽然提交了两项有关建议，他建

议这两项建议的细节应列入委员会提交大会的第

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三章，以便在第五十六届

会议上加以审议。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的关系对委

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然而，这一关系应当是双向

的：寻找鼓励对话的最佳方式不应只是委员会的责

任。此外，为更好地利用报告第三章，规划组建

议，在拟订需要征求各国政府意见的问题时，特别

报告员不妨提供充分的背景资料并作实质性阐述，

以帮助各国政府准备其答复。

57．关于酬金问题，规划组建议大会应审查其

在 2002年 3月 27日第 56 / 272号决议中的决定，因

为在作出该项决定时未与委员会协商。应当充分承

认委员们花时间开展委员会工作所体现的公共服务

精神。这项决定尤其影响到特别报告员，特别是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报告员，他们的工作要求进行

大量研究，而这是他们无法独自做到的。报告中将

列入一段大意如此的案文。最后，他向所有参与规

划组工作的人表示感谢，他们一共举行了七次会

议，数量上是空前的。他期待规划组在下届会议上

继续开展工作。

58．主席请委员会注意规划组的报告。按照既

定惯例，报告的有关部分将在适当时机列入委员会

的报告。

59．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就规划组的工作而

言，他希望提交一项由委员会八位委员起草的建

议。鉴于近来动摇了国际法律制度的事态，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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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先生、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达乌迪先生、杜

加尔德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庞布 – 齐文达先

生和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建议应在委员会提

交大会的报告中插入下列一段：

“国际法委员会希望表示深切关注给国际

法基本原则带来严峻考验的某些事件，这些国际

法原则对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是至关重要

的。考虑到旨在保证和平、安全、秩序和国际关

系稳定的这些原则的绝对性乃至不可减损性，它

强调维护这些原则的绝对和普遍需要。”

委员会作为处理国际法的一个独立机构，必须

在其报告中强调，需要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尤其

是应在国际关系中避免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

委员会自身还必须努力推动加强这些原则，因为它

们对所有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他

希望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对

其作细微的修正。

60．佩莱先生说，他不同意这项拟议案文，因

为它过于单薄。该案文只对事件作了暗示，而实际

上，显然是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对另一个国家进

行了武装侵略，因此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和国际法。在此局势下，完全有理由对国际法的未

来表示深切关注。不过，如果将建议付诸表决，他

将投弃权票。 在此类问题上， 不应由大会的一个

附属机构表态，可以而且应当由大会本身根据《宪

章》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表明立场。因此，虽然他同意

拟议案文的实质内容，但他反对由委员会通过这项 
建议。

61．卡特卡先生说，他理解提交建议的这些委

员的情绪，但委员会没有以这种方来处理此类问题

的权限。如果这是一项研究主题，可以在常规程序

下加以处理。然而，提出这样一项声明，而且是一

项模糊、含混和无关疼痒的声明，不会产生积极作

用；这是政治机构，例如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职责

所在。在国际层面发生了许多违反国际法的事情，

如果委员会每一次都要去发表声明，也就无法专注

于本职工作。因此，他不赞成这项建议。

62．布朗利先生说，他同意佩莱先生和卡特卡

先生的意见。虽然他非常重视其他委员对法制的关

注，他认为委员会不宜着手这些问题。委员会即使

准备以某种方式就此类问题发表看法，人们也期望

有关委员在表述和制订时作出更周密的考虑。

63．主席建议，该项建议应与委员会报告一道

处理。

64．杜加尔德先生希望知道，何时才能再次讨

论这一问题，这样那些深切关注这个问题的委员可

以保证到时出席。

65．主席建议，可联系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题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的第十一章一道

进行讨论。

就这样决定。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续完）

（A/CN. 4 /529 , C 节 ; A/CN. 4 /534，11 A/
CN. 4 /L.646）

［议程项目 5］

工作组的报告

66． 佩莱先生（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主

席）说，他为在关于这一主题的特别报告员缺席的

情况下介绍该工作组报告（A/CN. 4 /L. 646）感到不

安。报告由两个部分组成：涉及本专题的范围和工

作方法的报告本身以及载有对本专题范围评注的附

件。在确定范围时，工作组如同整个委员会一样，

在想法上分成了两大派。工作组一些成员赞成非常

严格地界定单方面行为，说明援引这一定义的缔约

方的义务，而其他人则赞成给出较为宽泛的定义，

也即单方面行为不仅产生法律义务，也产生法律效

力。后者赞成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其所涵盖的行

为，不一定是对意愿的正式表达，但与严格界定的

单方面行为有相同或类似的效力。最后，工作组决

定，即使单方面行为被定义为是一国以一项声明表

明该国意图或同意在国际法上产生义务或其他法律

效力，正如建议1和2（第6段）所表明的，也没有

11 见上文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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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认为不应研究国家的行为。在单方面行为问题

上，将提出附有评注的条款草案，而就行为而言，

将审查国家实践，并如建议3（同上）所表明的，将

审查国家实践并于适当情况下通过一些准则。

67．在工作方法问题上，由于时间限制，工

作组只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报告员不妨在下届

会议上予以考虑。他应该就单方面行为或类似行

为方面的国家实践作出尽可能完整的介绍。 如

建议 4 至 6（第 8 段）所表明的，所汇集的资料应

有助于确定适用于单方面行为的规则， 以期按

照有条理的国家实践分类， 起草附有评注的条

款草案。如建议 7（同上）所表明的，稍后的报

告将载录更为具体的条款。 建议 1、2 和 3 经工

作组口头通过。 然而， 由于时间不够， 没有通

过建议 4 至 7，虽然它们准确反映了工作组的看

法。对本专题范围的评注由于同样原因载于报告

的附件。委员会不妨批准这些建议，由特别报告

员和整个委员会遵照执行， 从而结束工作方法

问题不断困扰特别报告员这种不正常状况。 确

实，这是一项折衷的解决办法，不能完全令人满

意，但这是工作组中达成的一个共识。特别报告

员已向他表明，他完全支持主要由他负责的这些 
建议。

68．科斯肯涅米先生说，他完全理解，需要为

本专题找到一个方向，因此才提出了折衷的解决办

法。然而，在最终通过这项工作方法前，应当弄清

楚它将带来何种结果。

69． 佩莱先生（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主

席）说，特别报告员需要不受打扰地制订这一折衷

的解决办法，直至委员会弄清楚它将带来的结果。

应当在下届会议上适当确定工作方法。工作组的工

作并没有结束，他希望明年将再次举行下一届会

议，并由新主席来主持。

70．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84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1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布朗利先生、

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

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卡巴齐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

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

莱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1．主席请各位委员审议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工作报告草稿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四章 A 节

和 B 节。

第四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A/CN.4 /L.636 和 Add. 1）

A．导言（A/CN.4/L.636）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第3至第11段

第3至第11段通过。

2．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增加以下新 
段落：

“铭记本专题与各国际组织工作之间的密

切的关系，委员会2003年8月4日第2784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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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请秘书处每年将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关

于本专题的相关章节发给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

其他某些国际组织，以征求意见。”

3．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这项提议。

就这样决定。

新的第12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4．主席请各位委员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 C 节。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际组织的责任条

款草案案文

2．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

其评注（A/CN. 4 /L.636和 Add. 1）

第1条（本条款草案的范围）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最后一句的内容比

较复杂，可简化为：“此外，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

以认为一个国际组织对由其作为成员的另一个国际

组织所犯下的不法行为负有责任”。

6．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对这样

的修正，建议采用下列措辞：“国际组织作为成员

的另一个国际组织犯下的国际不法行为是可以认为

其应该负责的另一种情况”。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7．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三句提到“国际

法所规定的一项义务”，而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

案 1却使用的是“国际义务”这一标准措辞。他问是

不是故意这样修改，目的是稍作区分？他还发现法

文本最后一句很难理解，应加以改进。

8．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在谈到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时说，该措辞并不表示准备改

变习惯采用的措辞的含义，只是具体说明了“国际

义务”所指的内容，即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

第（5）段通过，前提是法文本需按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的提议修改。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9．布朗利先生说，第四句“机关”前应加一个

定冠词，该句应为：“不过，第4条并不认为该机关

在国内法下的地位是一个必要要求。”

10．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加定冠词可

能改变该句的意义。英文本当然可以在不使用定冠

词的情况下加以改进。问题是国家的哪一个机关，

第 4条第 2款关于国家责任的定义表明，原则上这

是由该国的国内法决定的事情。

11． 巴哈马先生提议用不定冠词而不是定冠

词，因此，应提及的是国内法规定的“一个机关”

的地位。

12．布朗利先生提议采用下列措辞：“这些机关

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当然这得由特别报告员决定。

13．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接受布朗利

先生的提议。这样，这句话应为：“不过，第4条并不

认为这些机关在国内法下的地位是一个必要要求”。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1 见第2751次会议，脚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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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段

14．佩莱先生说，第 1条评注应指出，委员会

打算如何处理由于违反一个组织的内部法引起的责

任问题。第 3条评注第（10）段涉及国际组织的内

部法，但它并未回答条款草案是否涉及国际组织在

其内部法遭到违反时的责任问题。他的观点是，不

回答这一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这必须一开始就在第

1条评注中指出来，这样就会很清楚地表明是否包

含了违反内部法的问题。

15．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提议提

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委员会尚未讨论过一个国际组

织内部法指的是什么。对于一些委员来说，国际组

织的所有内部法都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而对另外一

些委员来讲，这一点只对某些内容如组成文件来说

是正确的。因此，应该暂时搁置这一问题，委员会

可以在讨论客观因素的时候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16．佩莱先生说，比较明智的说法是，委员会

已经决定不涉及违反国际组织内部法的问题，但如

果委员会不想如此费神的话，应该加一个脚注，指

出：“委员会保留稍候决定条款草案是否包含一个

组织违反某些内部规则或其本身的内部法的责任的

可能性。关于这一点，见以下第 3条评注第（10）
段。”

17．布朗利先生说，他不反对佩莱先生的提

议，但有必要指出，就国家而言，例如“条约外壳”

与内部法之间的区别就已得到了广泛认同并确立已

久，而对国际组织的“壳”与其内部法则很难加以

区分。如果要加一个脚注的话，就应该这样解释，

即委员会一些委员认为，问题是如何做这样的区

分，这一问题应该暂时加以搁置。

18．佩莱先生说，布朗利先生的意见完全合情

合理，但第 3条评注第（10）段对此已经做出了解

释，脚注应该提及这一点。

19．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种脚注的

起草会十分复杂，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比起根本什

么也不说，加上这一脚注也许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然而，如果佩莱先生起草的脚注有助于读者理解，

他也不会反对。

20．主席建议委员会稍后再来讨论第（9）段。

就这样决定。

第2条（用语）评注

第（1）段

21．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认为不应该在第

一句的开头就指出，第 2条中给“国际组织”下的

定义并不准备作为一般性定义。这项定义事实上是

为一般目的起草的，以便涵盖所有国际组织，虽然

科学地讲，定义不可能做到全面，因为它并不载有

国际组织所有可能的要素；因此，它是一项适合于

条款草案目的的定义。说它并不是一项一般性定

义，违背了委员会的主要目的。

22．佩莱先生说，他同意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

意见，即第 2条给国际组织下了一项很好的一般性

定义。他提议用“构成”一词取代“并不准备作为

一般性定义，而是作为”这一措辞，这样委员会就

不必就该定义是不是一般性定义采取任何立场。

23．加利茨基先生说，他赞成保留目前的措

辞。他尤其指出，“适中”的措辞是与1986年《维也

纳公约》采取的办法保持一致，其中，“国际组织”

一词专为公约的目的加以界定，因此，遵循这一办

法是顺理成章的。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和布朗

利先生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

24．蒙塔兹先生提议把第一句改为：“第2条中

给‘国际组织 ’ 下的定义是作为适合本条款草案之

目的的定义，并不准备作为一般性定义。”

25．曼斯菲尔德先生在谈到蒙塔兹先生的提议

时建议了下列措辞：“第2条中给‘国际组织 ’ 下的

定义被认为适合本条款草案之目的，但并不准备作

为适合所有目的的定义”。

26．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通

过了经蒙塔兹先生和曼斯菲尔德先生修正后的第 
（1）段。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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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27．佩莱先生说，第六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政府间组织”通常既不意味着该组织的组成文件，

也不意味着组成它的成员，而是意味着从该组成文

件产生并由成员组成的实体。这一句或者删去，或

者加以修正。

28．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提及”一词

译成法文应为“vise”。“政府间组织”一词事实上

确实会产生他在报告中提到而且在全体讨论中提出

过的问题。这也是委员会为什么要放弃“国际组织”

传统定义的原因之一。

29．布朗利先生说，“无论如何”一词要改成

“在任何情况下”。

30．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第（1）段经过修正

之后，第二句中的“并不作为一般性定义”的措辞

应改为“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目的”的措辞。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31．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布朗利先

生关于进行澄清的请求时提议，第四句应修正为：

“另一些情况，尽管可能被认为存在一种默示协定，

但各成员国均坚持认为，并未缔结这一意义上的条

约，例如，欧安组织的情况便是如此”。这项修正

的目的是要表明，各国并不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只是怀疑默示协定的存在。

32．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与第六句

所说的相反，大会决议可以具有约束力。此外，第

七句提到的贸发会议并不是国际组织，而是联合国

的一个机构，因此，不应该作为国际组织的一个 
例子。

33．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从英文案文

中无法推断出大会所有决议都没有约束力。如果委

员们愿意，他准备删除提及贸发会议的字句。

34．布朗利先生说，许多作者都把贸发会议视

为一个国际组织。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决议的约

束性，倒不如说是各国的一般态度——一种非正

式的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的同意。

35．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议用“软法律”一词

代替“无约束力”一词。对这一问题必须从内部制

度的角度加以处理。并非所有建立国际组织的决议

都有约束力，但这些组织的程序规则却是具有约束

力的。他提出的这一意见得到了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的支持。

36．蒙塔兹先生说，真正重要的是各国通过这

种没有约束力的文书建立国际组织的意愿和意图。

应该提到这种意图。

37．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提出下列措

辞：“各国谋求用来建立国际组织的非条约性国际

文书”。他认为，贸发会议作为国际组织可能引起

责任归属的问题，因为无法认定它应对国际不法行

为负责。

38．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五句满足

了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的关切问题。

39．马西森先生提出下列措辞：“大会通过的

无约束力的文书”。

40．蒙塔兹先生说，第（4）段采用的标准为是

否存在国际法律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删除提到贸

发会议的内容是有道理的。

41．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同意

按特别报告员的提议修正第四句，并删除第六句中

“无约束力”的措辞以及第七句中提及贸发会议的

内容。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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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段

42．布朗利先生提议，删除最后一句中的“无

论如何”一词，因为毫无必要。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43．佩莱先生对第三句的逻辑提出质疑，其中

提到了国际法院最近关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的声

明，但没有对以前的声明做出解释。

44．佩莱先生、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曼斯

菲尔德先生、布朗利先生和加利茨基先生参加了国

际法院对关于伤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有关连续性

或反对意见的讨论，特别报告员随后建议删除“最

近”一词。

经修正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10）段

45．佩莱先生说，第（10）段并未解释为什么

没有采用通常的措辞，而是采用了第 2条的措辞，

因为根据前者，一组织的法律人格必须“与其成员

国的法律人格‘区别开来 ’”，而根据后者，该组织

的法律人格应是它“自己的”。

4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自己的法律人格”

的措辞较好，因为其涉及的是国际组织自主的法

律人格。他感到奇怪的是，最后一句排除了可将

某一行为归于该组织的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是其中

一个或多个成员的可能性。因此，他提议该段应

这样结尾：“归于一个或多个成员，或者归于所有 
成员”。

47．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起草委员会中的大

多数委员都认为，“与其成员国的法律人格区别开

来”的措辞和“自己的”的措辞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因此，为了文字的精炼起见便选择了后一表述。

48．佩莱先生提议，为明晰起见，应在“自己

的”的措辞后面再加上以下措辞：“即委员会认为

属于‘与其成员国的法律人格区别开来 ’ 这一措辞

的同义语的一个术语”。

第（10）段通过，前提是根据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和佩莱先生的提议作出两处修改。

第（11）段

49．佩莱先生说，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未在

第（11）段中提及国际组织的组织问题——维也纳

联合研究所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哪怕只是

表示委员会在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立场。

50．布朗利先生说，他赞同佩莱先生的观点。

51．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从原则上

讲，第 1条评注中的一般性条款涉及到了这类组织

问题，其中指出，一个实体不符合国际组织的定义

并不意味着条款草案中所包含的原则不可能对它

适用。此外，最好不要特别提到国际组织所建立

的组织问题，以免引入并不十分明确的概念，如

国家的间接作用，尤其因为这种现象暂时还是有 
限的。

52．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委员会通过的定义

并未包括国际组织的组织问题。不过他还是赞同这

样的观点，即评注应解释委员会并不打算就这些实

体问题采取任何立场。

53．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以后应在

第（11）段中加上一个关于维也纳联合研究所的说

明，以便说明，在不对这种实体采取任何立场的情

况下，委员会认为这种实体已经包括在上述一般性

条款之中。

第（11）条通过，前提是加上特别报告员根据

其提议拟订的一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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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段

54．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最后一句中“而非

国家”的措辞可能导致得出的结论或者是该段的内

容与第 2条相抵触，或者是委员会正利用“国家”

一词表示两种不同的事物。

55．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删除“而非

国家”一词。

经修正的第（12）段通过。

第（13）段

56．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第一句

中的“其他成员”应该为“其他的准成员或附属成

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非国家实体在接纳它们

的国际组织内并不拥有正式成员的地位。

57．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亚洲的一些区域性

贸易组织已经接受澳门、香港和台湾等地区作为正

式成员。

58．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很难以某种

方式笼统地加以陈述，但为了准确起见，也为了对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的评论意见做出答复，

他将核实一下《世界气象组织公约》，并在必要时

对脚注进行修正。

第（13）段通过，前提是接受上述保留意见。

第（14）段

59．蒙塔兹先生说，为准确起见，第一句的

“责任”一词前应加上“国际”一词。

60．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对第二句也

要做同样的修正。

经修正的第（14）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条评注通过。

第3条（一般原则）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61．佩莱先生说，第二句很难理解，也很冗

长。他提议把开头的文字修改为：“这一原则的司

法声明可见于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62．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司法”一词没有必

要，因为所提及的是国际法院。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第（6）段通过。

第（7）段

63．布朗利先生说，最后一句的开头不正确，

应修改为：“因此，在适当情况下，……”。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和第（9）段

第（8）和第（9）段通过。

第（10）段

64．佩莱先生说，很可能是由于从英文翻译到

法文的方式问题，法文本第五句毫无意义。他本人

准备对该译文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译文提交秘

书处。

65．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这一句的

开头，应该用“ à l’égard”代替“à la charge”。佩莱

先生表示附议。

66．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由于作为整体的国

际组织内部法都属于国际法，因此，委员会在第四

句中的下列说法是不正确的：“国际组织内部法的



260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某些其他部分”属于国际法。因此，他提议该句的

结尾处应修改为：“以及其内部法中曾经属于国际

法的其他部分”。

67．佩莱先生说，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出的问

题实际上比他建议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也更有争

议，委员会不能通过条款草案评注的方式采取这样

一种明确的立场。

68．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议，考虑到佩莱先生

的评论意见，该句的结尾处应修改为；“以及其内

部法中属于国际法的其他部分”。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但有一项谅解是，

佩莱先生将向秘书处提交经修改后的第五句译文。

经修正的第3条评注通过。

第1条（本条款草案的范围）评注（续完）

第（9）段（续完）

69．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将在第 1条评注第（9）
段结尾处以星号表示的脚注，脚注的案文已经分发

给各位委员，内容为：

“对于条款草案是否会适用于违反有时被称之为

‘国际组织的内部法 ’ 的行为，委员会尚未采取任何

立场，并打算稍候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至于‘国际

组织的内部法 ’ 概念所引起问题的讨论情况，见下文

第3条评注第（10）段。”

70．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用“会在何

种范围内”的措辞代替“是否会”的措辞，以便给

委员会留下机动的余地。

71．佩莱先生提议保留这两种措辞方式。

72．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通过

该项提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条评注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经修正的第四章通过。

第五章 外交保护（A/CN. 4 /L.637和 Add. 1 -4）

73．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审议委员会关于外交保

护的报告草稿第五章，以将其通过。

A．导言（A/CN.4/L.637）

第1至第11段

第1至第11段通过。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A/CN.4 /L.637 和 Add. 1和 4）

第12至第14段（A/CN. 4 /L.637）

第12至第14段通过。

第15段

74．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15段应加

上一句，或者加上一个新的第16段，以反映委员会

对条款草案第21和第22条的审议情况。

75．主席说，这会在报告员与特别报告员磋商

之后进行。他请委员们审议A/CN. 4/ L.637/Add. 1号
文件，该文件涉及对第17至第20条的审议。

第15段通过，前提是进行拟议的修正。

第16段（A/CN. 4 /L.637 /Add.1）

第16段通过。

第17段

76．加亚先生说，第二个“公司”一词后面应

加上被错误遗漏的“的国籍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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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佩莱先生说，在“许多国家的国民”一词

后应加上以下措辞：“甚至可能是公司”。

78．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支持

佩莱先生的提议。

经修正的第17段通过。

第18段

第18段通过。

第19段

79．布朗利先生在谈到西电公司案时说，第19
段与第 51段之间似乎相互矛盾。他提议特别报告

员再仔细看看这两段。

80．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这项提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85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

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

齐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曼斯

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

尼奥先生、山田先生。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五章 外交保护（续完）

（A/CN.4 /L.637和 Add. 1 -4）

1． 主席请各位委员继续审议委员会第五十五

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五章 B 节。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

（A/CN.4 /L.637和 Add. 1和4）

第19段（续完）（A/CN. 4 /L.637 /Add.1）

2． 蒙塔兹先生询问是否有必要保留第一句的

后半部分：“因为国际法院的判决对国际法委员会

没有约束力”。他建议予以删除，尤其考虑到最后

一句提及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并将其视为习惯国

际法的真实反映。

3． 佩莱先生回顾说，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

特别提到过国际法院的裁决对委员会没有约束力这

一事实。因此，应由他来决定是否删除该句的这一

部分。

4．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确认这一说法，

并说，他甚至援引过委员会不遵循国际法院裁决的

事例。所以，他赞成保留该句的后半部分。

5． 布朗利先生说， 委员会是一个议事机构，

而不是审理案件的机构，不存在是否应受国际法院

裁决约束的问题。

6．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回顾说，重要

的问题是，委员会能否置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于不

顾，并制定自己的规则。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

这样做是有可能的，而且辩论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展

开的。第一句的后半部分也许可被认为属于赘述，

但第一部分指出，应由委员会来对这些问题作出决

定，这一部分必须保留。

7．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同意蒙塔兹先生所提建

议。按目前的措辞，该句可能会给人以国际法院的

裁决毫无用处的印象。如果不删除该句，则应该找

到更加准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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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朗利先生建议如下措辞：“鉴于国际法院

的判决对国际法委员会不一定具有约束力并且鉴于

两个机构的职责互不相同”。如此一来，可以明确

委员会与国际法院之间并没有竞争。

9．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 同意他的 
建议。

10． 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通过布朗利先生建议的措辞；但为了避免重复，他

建议将“鉴于两个机构的职责互不相同”改为“铭记

两个机构的职责互不相同”。

就这样决定。

11．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回顾说，在

先前的会议上，布朗利先生曾提请注意第19段的第

二句与第51段不一致的问题。在与布朗利先生磋商

之后，他建议将第二句的第一部分改为：“他指出，

在西电公司案中，国际法院的一个分庭虽然在那里

处理一项条约而非习惯国际法的解释问题，但它忽

略了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例……”。

经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0至第23段

第20至第23段通过。

第24段

12． 加亚先生说，鉴于第 19段的修改，第 24
段的范围可能需要稍为拓宽一些，以明确西电公司

案与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毫不矛盾，这一点在关于

这一主题的辩论中已经指出。他建议，在第一句之

后，应加进新的一句，即：“人们认为这一点与西

电公司案中并不矛盾。”

经修正的第24段通过。

第25至第37段

第25至第37段通过。

第38段

13．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询问第 17条
案文目前的状况，该案文曾得到起草委员会的一致

通过，可作为第五十六届会议上讨论的工作基础。

也许在该段中应对此有所提及。

14． 蒙塔兹先生（报告员）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意见。该段有些令人误解，因为它只是转载了工

作组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而实际上委员会已经

就某一案文达成了一致意见。

15． 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从技术

角度来说，既然他没有向全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就第

17条展开讨论的结果，该事项应暂时搁置，留待下

届会议再议。但重要的是，不能因此而就这一主题

重新展开讨论。

16． 加亚先生提请注意A/CN.4/L.637号文件第

14段，其中指出，委员会在第2764次会议上决定将

第17条交由起草委员会讨论。无论谁阅读审议中的

文件第38段，如能准确了解该条目前的状况，都将

是十分有用的。也许可以新增一句关于这一内容的

措辞。再者，为统一起见，整篇报告中均应包括关

于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所有案文的状况的资料。

17． 主席说，A/CN.4/L.637号文件第14段似乎

能解决特别报告员关注的问题。

18．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关注的

主要问题是，由于起草委员会已举行两次会议讨论

该案文并已达成一致意见，第五十六届会议不会就

整个事项重开讨论。

19． 佩莱先生说，他对报告中提及一些先前并

没有在会上向全会汇报的内容，感到有些不安。他

向特别报告员保证说，下届会议不会就整个事项重

开讨论。

20． 主席说，秘书已经注意到了该案文的状况

以及所关注的问题，并将在下届会议讨论时加以考

虑。基于这一理解，他认为委员会希望保留第38段
的现有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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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第39至第44段

第39至第44段通过。

第45段

21． 佩莱先生提及倒数第二句时询问法文本中

“plusieurs conventions d’investissement”一语是否合适，

因为涉及的共有2000多项投资公约。他建议改为：

“un grand nombre de conventions d’investissement”。

22． 加亚先生建议将英文本中的“conventions”
一词改为“treaties”。

23． 布朗利先生建议，作为解决办法，也许可

以使用“treaties and conventions”这一短语来解决问

题，有些英文案文即采取这种办法。

24． 主席同意加亚先生的建议，认为与1969年
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措辞相符合。

25．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还指出，他

倾向于使用“treaties”一词，这一点得到了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的支持。他在报告中提及双边投资条

约时用的即是该词。

26． 佩 莱 先 生 说， 法 文 本 中 应 保 留

“conventions”一词。

经修正的第45段通过。

第46至第48段

第46至第48段通过。

第49段

27．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该段的最后一句读

起来不太顺，至少法文本如此。

28．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表示同意，并

建议将案文改为：“他自己认为，习惯规则正在发

展，应鼓励委员会在必要时在这个领域内从事法律

的逐渐发展。当然，在这样做时，应该格外小心。

经修正的第49段通过。

第50至第69段

第50至第69段通过。

C．委员会迄今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A/CN.4 /L.637 /Add.2和3）

1．条款草案案文（A/CN. 4 /L.637 /Add.2）

第9［11］条（要求的类别）

29． 佩莱先生说， 他准备采取一种他十分不

赞同的行动方案：即使条款草案第 9［11］条的标

题已经通过，他仍想对它提出异议。法文本中所

用的“classement”一字是完全不妥当的， 因为通

晓多门语言的加亚先生告诉他，该词译成英文为

“shelving”。这并不是条款草案第 9［11］条要处理

的问题。所以，他想法文案文至少要与英文中的

“classification”对应起来。然而，即便是在英文中，

“classification”一字也并不一定对。“characterization 
of claims”（法文为“qualification des réclamations”）
这一表述可能更好一些。

30．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起初的

标题“nature of claims”被认为太平淡。如果大家都

支持，他可以接受佩莱先生的建议。

31． 布朗利先生说，他恐怕是当初同意这一标

题的语文组的一员。“characterization”一字虽不太理

想，但总比“classification”要好得多。

32．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建议，最简单的解决办

法是用“types of claims”这一表述。法文用“types”，
西班牙文用“tipos”。

33． 佩莱先生建议使用“categories”一字，该

字同“types”一样，在所有这三种语文中基本是相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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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表示同意。

“categories”与“types”意思相同，但更文雅一些。这

件事应给委员会一个教训：在对某一可接受的案文

的措辞表示满意之时，委员会不应忽视其他细节。

35． 主席对委员会打破所有已知的先例表示关

注，然后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草案第9［11］条
的标题应改为“Categories of claims”。

经修正的 C.1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A/CN.4 /L.637和 Add. 1和4号文件）

第70和第71段（A/CN. 4 /L.637 /Add.4）

第70和第71段通过。

第72段

36． 主席说，英文本第二句中的“article 5”应

改为“ article 55”。

经修正的第72段通过。

第73至第77段

第73至第77段通过。

第78段

37．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该段的最后一句没

有完全反映辩论的情况。而且，她认为还有其他人

说过，该条规定不应该作为优先规则来重写。所

以，为避免给人以必须用尽有关救济之后才能实行

外交保护这一印象，她建议该段结尾增列以下一

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假定存在着一种优

先制度，并且不能总是将一种‘特殊制度 ’ 视为在

适用外交保护之前需要用尽的救济。”

经修正的第78段通过。

第79至第84段

经修正的第79至第84段通过。

第85段

38． 加亚先生说，他对增加该段表示欢迎。实

际上，在上次讨论结束时，他就可以对该段表示欢

迎：对读者大有帮助的，莫过于让他了解特定条文

草案已提交起草委员会，因而不必查看其他文件来

了解采取了何种行动。

39．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说，之所以增

加该段，是因为该段内容具有特殊性。由于将条款

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的问题传统上是放在报告的另

一部分来处理，若将这些段落放在其他部分反倒会

令人困惑，因为这会使人希望在其他章节也出现类

似措辞。

40．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不妨碍”一词

应打引号。

41．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根据他的回忆，当

时的决定并不像该段中所表示的那样毫不含糊。应

将该项规定改写为“不妨碍”条款的建议表达得很强

烈，但当时也表达过其他意见。该句后半部分不应

过于绝对，应增加“尤其是”之类的词。

42．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回顾说，该段

反映了主席对该项规定的支持，他本人曾建议将该

项规定删除。当时并未进行太多讨论，大家普遍支

持主席关于将该项规定提交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当

时认为，如能就既保留“特别制度”的概念而又不妨

碍其他制度尤其是国家保护制度的条款达成一致意

见，将十分有益。

43． 主席承认，他当时认为如能保留一项对存

在双边投资条约或人权条约等其他制度予以认真考

虑的条款，是有些好处的。这种条款应属于一般性

质，而且应放在条款草案的结尾，从而既保留这些

特别制度，又没有必要使之成为特别法。

44． 马西森先生确认，“不妨碍”条款只不过是

多种可能性之一。因此，他建议，该段后半部分应

按以下方针改写：“……以期把它重新拟订并置于

条款草案结尾，例如作为一项‘不妨碍 ’ 条款。”

经修正的第8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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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至第89段

第86至第89段通过。

第90段

45． 加亚先生说，最后一句话漏了两个字，该

句应为：“……但该法人的管理机构所在地或登记

地点必须在该国境内。”

经修正的第90段通过。

第91段

第91段通过。

第92段

46．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建议将第一个词“若干”

改为“一些”；根据她的回忆，当时只有一个人对为

公司以外的法人的利益而诉诸外交保护表示关注，

这一情况符合第93段中所说明的意见，即委员会不

应起草关于为其他法人实行外交保护的规则。当时

还提出过一个相反意见，即国家总是可以对任何其

他法人加以保护。应在该段结尾加上下面这句话：

“另一些委员认为，外交保护的范围涵盖所有其他

法人，包括非政府组织；无论怎样，国家总是拥有

保护本国国民的酌处权力。”

47．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支持

该建议，认为该建议更准确地反映了辩论的平衡 
情况。

48． 卡特卡先生（起草委会主席）建议将拟议

案文的后半部分按如下大意改写：“……无论怎样，

国家拥有保护本国国民的酌处权力。”

49．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应增加关

于“非政府组织”一词的解释性说明。因此，他建议

在“非政府组织”之前插入：“一般按该国国内法的

规定建立并运作的”。

经修正的第92段通过。

第93至第97段

第93至第97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续完）

2．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 
评注（A/CN. 4 /L.637和 Add. 3）

第8［10］条（用尽当地救济）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50． 加亚先生指出，虽然凡提及举证责任的字

眼，均已从该条本身中删除，但却又出现在评注

中，在这方面，他反对提及西电公司案，因为该案

中提出，举证责任在被告，这样一来，救济的存在

与救济的有效性之间便没有任何区分了。因此，他

促请删除提及举证责任或西电公司案的任何字眼。

51．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虽然能

理解删除提及西电公司案之处的理由，但他不清楚

对举证责任的问题只字不提是否明智，因为委员会

花了一些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如在评注中有

所提及，也可表明委员会对这一棘手问题是了解的。

此外，对于上述两种情况，评注中的确有所区分。

52． 加亚先生说，经特别报告员提及的长时间

讨论之后，许多委员决定，在某项条款草案中处理

举证责任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评注中也

不应提及这一问题。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则差异极

大，即使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中，这些规则也

在不断发展。作为妥协，他建议在脚注中提及这一

问题。

53．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关于用尽

当地救济的大多数研究都涉及举证责任问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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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能给人以忽视这一问题的印象，特别是委员会

勾掉了提及当地救济时所用的“适当和有效的”这两

个形容词。由于这一原因，他建议在“要求国”之后

插入“一般”一词，并在脚注的开头部分增加“另见

西电公司案”。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54． 加亚先生说，他不赞成引述芬兰船舶仲裁

案作为依据，即“要求国政府提出的所有事实论点

和法律陈述……都必须曾经经过国内法院的调查和

裁决”［第1502页］，因为这样一来便规定了一种过

于严格的检验标准。相反，他更倾向于使用西电公

司案中所用的语言，即“要使国际要求被受理，只

要所提申请的主要内容已提交主管法院，而且已按

当地法律和程序的规定办理，虽然没有胜诉，但也

已足够”［第46页，第59段］。这一标准时间更近，

更为准确，更加灵活。可在脚注中提及芬兰船舶仲

裁案。

55． 佩莱先生同意加亚先生的意见，并建议改

写该段的整段案文。

56．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采用以下

措辞：

“为了以用尽当地救济为理由充分奠定国际要求

的基础，外国的诉讼当事者必须在国内诉讼程序中提

出他打算在国际诉讼程序中提出的所有论点。在西电

公司案中，国际法院的分庭指出，‘如果案件的实质

已经提交有关法庭审理并且已经在当地法律和程序许

可的范围内谋求案件的解决，但终未获得成功，这便

构成充分条件，使国际要求可受理。’ 这一检验标准

比芬兰船舶仲裁案的仲裁员所阐述的更严格的检验标

准更为可取，这个更严格的检验标准大意如下：‘要

求国政府提出的所有事实论点和法律陈述……都必

须曾经经过国内法院的调查和裁决 ’。因此，外国的

诉讼当事者必须要出具其所掌握的证据，以证明其在

用尽当地救济程序中所提要求的主要内容”。

最后一句不改。

57． 主席指出，脚注也将作相应修改。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8［10］条评注通过。

第9［11］条（要求的类别）评注

第（1）段

58． 加亚先生说，他对该段的最后一句持反对

意见，因为所援引的原则常常是在管辖豁免权的情

况下援引，但在该案中外国并无豁免权，而且没理

由不能利用当地的外国法庭。应将该句删除，因为

在它涉及的案件中被告是外国，可能会让读者混

淆，因此是不适当的。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2）和第（3）段通过。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9［11］条评注通过。

第10［14］条（救济规则的例外）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2）和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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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5）段通过。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8）段通过。

第（9）段

59． 佩莱先生提出了拉丁名称用斜体以及在委

员会文件中援引的案例用斜体的问题。

60．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同意核查关于

斜体的编辑规则。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9）段通过。

第（10）段

61． 蒙塔兹先生提请注意第一句中提及击落飞

机时所用的“误”字，并说这一行为是否属于“误”

击，不应由委员会来说。在该段提及的一些案例

中，有关国家之间对这一问题仍有争议。应将“误”

字删除。在第三句中，谈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空中

事件时，英文本使用了“ex gratia”二字，法文本却

将此遗漏了。必须弄明白哪一文本是可信的。由于

美国从未承认过其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他询问该

案例是否与外交保护的情况相关。

62． 马西森先生说，这属于伊美合作范围中的

一项措施，因此他也对该案例的相关性表示质疑。

评注第（10）段意在提供一些实际案例，说明各国

同意废除用尽当地救济这一允许提出某些种类索赔

的先决条件。美国和伊朗间的 1988年 7月 3日空中

事件案中涉及的是主动提供惠给赔偿，而不是依法

提出索赔，因此肯定不存在忽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

这一提出索赔的先决条件的问题。因此，建议删除 
该句。

63． 布朗利先生说，虽然评注第（10）段中提

供的先例不应完全忽视，但他对这些先例是否属于

有效例证表示怀疑：它们是经过谈判作出的惠给安

排。巴基斯坦对印度提出的索赔（1999年8月10日空

中事件案）涉及击毁其国有飞机的情况，因此，当

地救济规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适用。

64． 池先生说，他赞成蒙塔兹先生的意见。击

落飞机，即使属于“误”击，也是国际民航组织1984
年通过的有关《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修正案的议定书

中相关条款（第3条之二）所禁止的行为。如果一架

飞机误入外国领空，则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客机，

有关国家均应通过导航使其降落在最近的机场。

65．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很遗憾，

这一问题没有早点提出，看来评注第（10）段已被枪

毙。如果委员会同意，他将尝试进行抢救，也许可

以将有关击毁飞机的第一部分删除，而保留有关跨

境环境损害的第二部分。

66． 加利茨基先生指出，最后一句所举例子不

合适，因为《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

所确定的一种特别制度，不能被视为支持第（10）段
中所提出的命题。大家已经同意对自足制度不予考

虑，因为这些制度使用的是仅可适用于受相关公约

约束的某些情况的特殊体系。

67．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虽然第（10）段中所

举的一些例子可能需要删除，但该段脚注中提到的

一些具体先例可予保留。可以采用的一种解决办法

是，保留第一句，删除“误”字，并提供一个将该段

脚注予以合并的单独脚注。

68． 佩莱先生说，这不是一个真正好的解决方

法。如果所举示例无关，无论其被置于案文还是脚

注中，都仍然是无关的。

69． 在布朗利先生和池先生对讨论发表进一步

意见之后，主席建议请特别报告员按所提意见对该

段作出修改。

70．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主张将

整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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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第（11）至第（18）段

第（11）至第（18）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10［14］条评注通过。

经修正的 C.2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五章通过。

71． 杜加尔德先生（特别报告员）感谢委员们认

真阅读评注，并感谢他们提出的所有更正建议，无

论是文字上的更正，还是实质性的更正。他们所做

的努力确保了评注实现其预期目标，即反映委员会

的意见。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

（A/CN.4 /L.640和 Add. 1 -3）

A．导言（A/CN.4/L.640/Add.1）

第1至第9段

第5段经略作文字改动后，第1至第9段通过。

第10至第15段

72．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对第10、第13和
第 15段中使用“委员会暂时通过”这几个字提出质

疑。他的理解是，所涉准则草案已在一读中得到通

过。

73． 主席指出，某一案文只有在其具备所有组

成部分时，才能在一读中通过。秘书处将对具体情

况进行调查，并确保报告草稿能按特别报告员提出

的意见，通篇保持一致。

第10至第15段通过。

第16和第17段

第16和第17段通过。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A/CN.4 /L.640 /Add.1 -3）

第18至第21段（A/CN. 4 /L.640 /Add.1）

第18至第21段通过。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

草案（A/CN.4/L.640 和 Add.1）

1．准则草案案文（A/CN. 4 /L.640 /Add.1）

第22段

第22段通过。

C.1节通过。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续完）*

［议程项目 2］

74． 佩莱先生说，本届会议上所举行的与个别

人权机构讨论对条约的保留问题的各次会议非常有

意思。因此，若能举行一次座谈会或专题讨论会，

邀请所有人权机构参加，也许可在各份报告的基础

上进行略有层次的讨论，将会十分有益。这种会议

可在委员会 2004年或 2005年的会议期间举行；若

能在委员会对其于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对

多边规范性条约包括人权条约保留的初步结论 1 作
出决定之前举行，将尤其有益。不知委员们意下 
如何？

75．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大力支持这项建议，

并认为如有可能，应在2004年落实。与人权机构举

行的会议令人鼓舞。这种对话应持续进行，以对这

一大有必要开展合作的议题进行讨论。

* 第2780次会议续会。

1 见第2781次会议，脚注11。



269第 2786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5 日

76． 曼斯费尔德先生说，他也支持这项建议。

通过与人权机构举行会议，得以在统一起初似乎有

很大分歧的立场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应探讨一下落

实这项建议的组织方面的问题，包括会议地点和所

涉收费问题。

77．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与人权机构举行的

会议极其有用，但缺点是没有什么层次。这些机构

往往对个案形成立场，却未在整体上对保留问题进

行深思。她希望与各单个机构之间的对话继续进行

下去，并尤其侧重于这些机构在对与之有关的条约

作出保留时所依据的理由。至于举行专题讨论会的

问题，这肯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她可以给予

支持，但不能以牺牲与个别人权机构之间的继续对

话为代价。

78．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说，进行交流是很

有用，但不等于说委员会与人权机构之间在进行 
谈判。

79． 布朗利先生说，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这一

提议是很诱人的，但他的本能反应是：条件尚不成

熟。该提议将是绝对合适的，但应当在与人权机构

进行对话的后一阶段这样做。它们目前准备做的可

能只是进行多少有些非正式的双边联系。它们正在

摸索着前进，委员会不应让人觉得在对讨论强加条

条框框，或者急于解决问题。

80． 佩莱先生说，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是在摸索

着前进。他理解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对不应进行

谈判这一点所表示的关注，但如能综合各方在对条

约的保留方面的立场，是有好处的，尤其因为他诚

恳地希望2005年，委员会能就其在第四十九届会议

上通过的初步结论通过一项决定。但他不会强迫别

人接受他的提议。

81． 主席说，没有人对佩莱先生的提议提出任

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但有人对所涉后勤问题提

出了一些质疑。委员会的委员们应继续考虑这一 
想法。

下午 6 时 5 分散会。

  –––––––

第 2786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马里先生、布朗利

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特卡先生、科洛德

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

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山田先生。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

（A/CN.4 /L.640和 Add. 1 -3）

C．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

草案（续）（A/CN.4/L.640 和 Add.1）

2．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 
及其评注（A/CN. 4 /L.640）

解释性说明的评注

第（1）段

1． 加亚先生提出，“按照起草委员会的建议”

一语在该上下文中不适当，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270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第（4）段

2． 加亚先生谈到了该段最后一句的命令式语

气，他说，该段暗示读者无法得出独立的结论，而

必须依赖示范条款的评注来确定是否应在条约中列

入这些条款。

3． 曼斯菲尔德先生建议，“只有……才能够确

定”应当改为“可帮助确定”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准则草案2.5（撤回和更改保留及解释性声明）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4．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既然委员会还

没有批准准则草案2 .3 .5，第［（3）］段应暂时删除。

第［（3）］段删除。

第（4）段

第（4）段后来成为第（3）段，经略作文字改

动后通过。

准则草案2 .5 .1（撤回保留）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5． 加亚先生注意到，第（3）段指出，新的条款

草案第19条不再提到通知撤回保留的程序。杰拉尔

德·菲茨莫利斯爵士关于正式通知的提案 1 全文转

载于第（2）段中，而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所建议

的通知程序的叙述 2 却被搬到一个脚注中。如果将

这一段话包括在第（3）段正文中，以此指出，关于

通知程序已有过具体的提案，则会更清楚一些。

6．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这项建

议，并指出，应将所讨论段落中的对应脚注合并。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至第（9）段

第（4）至第（9）段通过。

第（10）段

7． 加亚先生说，该段最后一句意味着保留只

是国家意愿单方面表示的结果，但是委员会尚未审

议存在协议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删除该句。

8． 马西森先生说，“单边主义”一语带有消极的政

治含义，指的是一国完全不顾他国的权利和利益而采

取的行动，但第二句结尾的原意当然不是这样的。因

此，他建议用诸如“单方面行为”或“单方面决定”等

语来取代，因为它们不含有同样的政治意味。

9．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认为，最后一句包

含了非常重要的想法，并包含了一种赞同单方面撤

回保留这一想法的论点。必须表明可以在不经其他

缔约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就撤回保留，但是他同意，

单边主义的概念也许被过份强调了，应当删除。

10．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尽管他不同

意加亚先生的看法，但他还是赞成加亚先生的提

议。两种单方面行为并不构成一项协议。他想说明

的概念是，协议是一种单方面行为，而保留是另一

种单方面行为。也许可以认为两种单方面行为最终

导致了一项协议，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这一问题很

1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 4/101号
文件，第115页。

2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 4/144号
文件，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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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委员会将有机会再次审议“不反对”的含义是

什么。所讨论的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它确实代表

了一种理论立场，在委员会尚未讨论这一点之前就

引导委员会通过这一想法也许为时过早。因此，这

句话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段

经对法文本作细微文字修改的第（11）段通

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第（13）段

经对法文本作细微文字修改的第（13）段通

过。

第（14）至第（16）段

第（14）至第（16）段通过。

准则草案2 .5 .2（撤回的形式）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5）段通过。

第（6）至第（10）段

第（6）至第（10）段通过。

第（11）段

11． 加亚先生说，他对第（11）段所采用的理

论方针有些疑虑。条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极为复

杂，不能简单地假设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全适

用，并忽视国内法。如果该段中必须说明是遵守一

元论还是二元论，这种说明也应当更加灵活一些。

也许应当重新起草案文，以便考虑到条约不一定优

先于经修正的国内法这一情况。

12．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加亚先生关于

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关系复杂性的论点不一定适用于

第（11）段所涉问题，因为该段是讲对条约的保留与

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13． 加亚先生说，第（3）段的理论成分只简单表

述了包括保留在内的条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因此，

他建议提到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两句话都应当删除。

14．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将这些两句

话删除会打断该段的思路，而由于这两句话指出，

其结果可能会但并不是一定会造成法律上的混乱局

面，就更有必要保留这两句话。例如，在奉行一元

论的国家里，法院可能不得不确定是采用条约、以

及对条约的保留，还是采用国内法，尽管保留是依

据国内法提出的。

15． 加亚先生说，无论有关国家的法律理论如

何，对该段的解释都会造成问题。

16． 主席指出，委员会多数委员都赞成保留加

亚先生提到的这两句话。

17．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 最后一句中“但

是，这项原则的意义总是不明确的”没有必要，应 
删除。

18． 布朗利先生说，第（11）段中提到的法律上

的混乱局面不必说成是“真正”的。

19．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最后一句的

法文本提到保留国会继续“à s’en prévaloir à l’égard 
des autres parties”， 英文本则使用了“to have an 
advantage over the other parties”这样的表述。他认为，

应当采用“to avail itself of”这几个词。

20． 主席建议作如下修正： 在第三句中删除

“真正”一语；在第四句中用“它来对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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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取代“对……占有优势”一语，并删除伊科诺米季

斯先生提到的用语。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准则草案2 .5 .3（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评注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第（4）段

21． 马西森先生建议， 在第二句中， 应当以

“可能破坏”来取代“破坏”一语，以便缩小该句所

涉的范畴。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准则草案2 .5 .4［2 .5 .5］（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

评注

第（1）至第（8）段

第（1）至第（8）段通过。

第（9）段

22．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将与秘书处

一道查对，以证实应当在该段中提到的确实是准则

草案 2 . 1 . 3，而脚注所载该项条款的案文确实与委

员会通过的案文相对应。

第（9）段在接受这一条件之后通过。

第（10）至第（17）段

第（10）至第（17）段通过。

准则草案2 .5 .5［2.5.5之二，2.5.5之三］（违反

与撤回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上不产生

影响）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23． 加亚先生说，在脚注115结尾，“国际”一

词应改为“国内”。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24．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段最后一

项脚注应改为：“见准则草案 2 . 5 . 4的评注第（17）
段”。下一项脚注应改为：“同上，第（1）段”。

25． 加亚先生建议，在第二句中，“与它对……

所持的立场”应当改为“与对……所持的立场”。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准则草案2 .5 .6（撤回保留的告知）评注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26． 加亚先生建议，“撤回保留的接受者”应当

改为“撤回保留的告知的接受者”。

第（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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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草案2 .5 .7［2 .5 .7 , 2 . 5 . 8］（撤回保留的效力）

评注

第（1）至第（6）段

第（1）至第（6）段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

秘书处将修改第（2）段的表述方式，使之更明白

易读。

第（7）段

27．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法文的第一

句中，“lui-même et”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28． 加亚先生建议，为了消除任何含混不清的

情况，“生效之日起”应当改为“开始生效之日起”。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准则草案 2 . 5 . 8［2 . 5 . 9］（撤回保留的生效日期） 
评注

第（1）至第（10）段

第（1）至第（10）段通过。

第（11）段

29． 加亚先生说，在第二句中，“才开始发生效

力”一语应改为“才开始对该国或该组织发生效力”，

因为撤回并非同时对所有的相关国家和组织生 
效。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第（12）至第（14）段

第（12）至第（14）段通过。

示范条款 A（撤回保留生效日期推迟）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30． 加亚先生说， 在法文本的倒数第二句

中，“project de directive 2.5.8”应当改为“project de 
directive 2.5.9”。

经修正的第（2）段通过。

示范条款 B（撤回保留生效日期提前）评注

第（1）段

31． 加亚先生建议，该段结尾应当加上如下一

句，以便指出可以在何时采用示范条款：“这一点

特别适用于并不需要因另一国或组织撤回保留而修

改国内法的情况”。

经修正的第（1）段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示范条款 C（自由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准则草案2 . 5 . 9［2 . 5 . 10］（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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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32． 加亚先生说，他不理解法文本的第二句。

33．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也许是由于

该句中有一个错误，歪曲了原意：“préserver”应当

改为“réserver”。

34． 加利茨基先生提到了“完整义务”一语，问

道，引号是否确有必要。

35．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一概念放在

引号里是因为它尚未得到法律撰述者的充分接受。

36． 曼斯菲尔德先生建议，应当在一个脚注中

界定这一用语。

37．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想在脚注

中对有争议的概念提出定义。这里所指的义务主要

是“非对等”义务，在诸如环境法等法律中也同样存

在。这一概念最早是杰拉尔德·菲茨莫利斯爵士提

出的。

38． 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在“完整义务”一语

后面应当加上“即非对等义务”等字。

39．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这种义务不仅

是非对等义务，也是即使违背也不会导致条约中止

的义务。这是一种萌芽状态的概念，他认为，委员

会删除它会是一种错误。他建议保留这一用语，并

且加上一个相应的脚注。

第（5）段通过，前提是必须作上述修正。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准则草案2 .5 .10［2 .5 .11］（部分撤回保留）评注

40． 加亚先生说，该准则草案的英文本和法文

本不同。法文本的内容是：“Le retrait partiel d’une 
réserve atténue…et assure plus complétement…”， 而

英文本是：“The partial withdrawal of a reservation 
purports to limit … and to achieve a more complete…”。

他建议将两种文本统一起来。

41．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起草委员会

通过了准则草案的法文本，而作准的英文本载于A/
CN. 4 /L.640 /Add.1号文件，其文字是：“The partial 
withdrawal of a reservation limits…and achieves…”。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42． 布朗利先生说，应当避免使用“我们”一

词。他建议，第一句应当改为：“明言规定的保留

条款……更为常见”。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43． 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 在脚注中应当说

明，例如，为何“这种相似性……有时在文献中受

到质疑”。

44．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在法文本

中，“Cette assimilation, confirmée par la pratique”应当

改为“Ce rapprochement, confirmé par la pratique”。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第（5）段通过。

第（6）段

45．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第二句中，

“一些保留”之前应加上“对公约的”几个字。沙巴

斯先生的引语应采用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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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段

46． 加亚先生建议，为了与第（6）段中的引语

相一致，“限制了……范围”几个字应改为“没有扩

大……范围”。

47．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并不反对这

一修正，但条件是，“n’élargit pas”在法文本中是用

斜体。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48．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句末脚注中的“经

过再三犹豫”和“（有理地）”等词语应当删除。

49．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有

理地）”一语应当删除。但是，“经过再三犹豫”一语

反映了一种客观因素，应当保留。

50． 蒙塔兹先生说，使用这些词语必须有正当

理由。

51．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赞同蒙塔兹先生的话，

他说，应当在脚注中指出使用这些词语的理由。

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前提是必须加上伊

科诺米季斯先生所建议的脚注。

第（10）段

52． 主 席 说， 在 法 文 本 中，“le droit des 
conventions”应当改为“le droit des traités”。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至第（20）段

第（11）至第（20）段通过。

准则草案2 . 5 . 11［2 . 5 . 12］（部分撤回保留的效力）

评注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53． 加亚先生说，在倒数第二句中，“不是仅

仅针对”应当改为“不是仅仅适用于”，而“所撤回

的（that has been withdrawn）”改为“被撤回的（which 
has been withdraw）”。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54． 加亚先生说，“因为似乎没有事例能说明部

分撤回保留也导致了反对意见的撤回 ”等措辞应当 
删除。

经修正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55．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法文本的第

二句中，应当加上“prima facie”两字，而“从表面

上看，似没有那样多疑问”应当改为“从表面上看，

似乎很有疑问”。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56．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第（6）段目前的文

字并没有提到撤回保留不仅对条约的缔约国，而且

对直接相关的个人会产生歧视性后果的情况。因

此，评注应据此进行修正。

57．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的意见，并建议，在第三句结尾“某些

缔约方或某些类别的缔约方”等字样后面应加上“或

某些类别的受益方，而将其他方排除在外”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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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第四句中，以“在这些情况下”来取代“在这种

情况下”一语。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 C.2节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

  –––––––

第 2787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巴哈纳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

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特

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

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

格斯·塞德尼奥先生。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六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

的国际责任）

（A/CN.4 /L.638）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审议报告草稿第六章。

A．导言

第1至第6段

第1至第6段通过。

第 7 段

2． 作为对布朗利先生评论意见的答复，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删除第一句中

的“再次”一词。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至第10段

第8至第10段通过。

第 11 段

3． 蒙塔兹先生对第一句括号中的“危险活动

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这一措辞表示置

疑。

4．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指出，这是该

专题正式名称的一部分。

5． 加亚先生指出，在前面的段落中，列出的

是不同的标题，这也许会造成某种混乱。过渡应更

加明确。

6． 经与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和卡特卡先

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讨论之后，主席建议删除第

一句括号中的短语，并把最后一句修改为：“委员

会通过了工作组的报告，决定把该专题的标题定为

‘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 ’，并任

命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为本专题特别

报告员”。

经修正的第11段通过。

经修正的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第 12 段

第1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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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段

7．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该段提出了一个一

般性问题，即如何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反映各工作组

的议事情况。惯例似乎是不提及这些情况，而且第

13段也采取了这一做法。另一方面，委员会向大

会提交的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单列一整节介绍

了本专题工作组的活动情况。1 在本届会议上，该

工作组在一系列实质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令

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报告并未反映这种进展 
情况。

8．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2002年，工作组就与该专题处理方法有关的基本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2003年，进行了热烈的意见交流，

但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拟订报告草稿期间，曾

经讨论过纳入工作组审议情况的想法，但经过适当

的考虑，最后决定不这样做。然而，考虑到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的立场，同时，为了强调所做工作卓有

成效，他可能建议在第二句的结尾处加上以下措

辞：“并且尤其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所列总结和建

议的基础上，就这一专题的不同方面广泛交换了 
看法”。

9． 主席说，他认为如实陈述工作组所做工作

没有什么坏处，尽管秘书处告诉他这样做违反一般

惯例，也许还会创造一个令人遗憾的先例。此外，

该工作组不是委员会的工作组，而是一个召集来协

助特别报告员的机构。

10． 布朗利先生说，如果先例和惯例是决定报

告各工作组所作努力与否的唯一考虑因素，那也太

令人遗憾了。另一方面，不广泛报告这些工作组开

展的活动也有很多理由：它们所作的审议属于就事

论事，即为今后取得进展奠定基础的解决问题活

动。他赞成把报告工作保持在目前较低的水平，而

不是对工作组的议事情况完全避而不谈。

11． 经与梅莱斯卡努先生、佩莱先生、曼斯菲

尔德先生（报告员）和池先生讨论之后，斯里尼瓦

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承诺起草叙述该工作组

1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C 节，第442 -457段。

审议情况的案文，以便列入“对特别报告员总结和

建议的评论”一节。

12． 主席建议委员会批准这项提议， 并在第

13段第一句结尾处加上以下措辞：“其任务是就

各种项目交换意见，以协助特别报告员编写下次 
报告”。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第 14 段

13． 作为对佩莱先生发言的回应，主席建议法

文本中的“dommages”一词应该用“préjudice”一词

代替。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4段通过。

第 15 段

14．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一句中的“再次”一词应予删除，“促请”一词要

改为“回顾”。

就这样决定。

15． 布朗利先生说， 他不满意 (b) 项的内容，

因为它与报告中的某些其他陈述内容抵触，其中一

个是，有关赔偿责任的工作不会影响国家责任制度

的实施。在现实中，这两种制度之间极可能相互重

叠。因此，最好把“不涉及国家责任”一语修改为

“不一定涉及国家责任”。

16．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问题在于，如果委员

会仅仅简单地核准该工作组于 2002年提出的建议，

就不能修改这些建议的措辞。

17． 布朗利先生说，他赞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

观点，但照原样采用 (b) 项措辞会极大地缩小该专

题的范围，因为所包含情况的数量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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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应该把布朗利先生的修正案纳入报告；即使这意味

着稍稍偏离工作组建议的措辞，但这会给委员会处

理某些问题留有更大余地。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第 16 段

19． 佩莱先生对 (c) 项使用的“无辜受害者”一

词表示质疑，该词似乎意味着一些受害者并不是无

辜的。前一年已经对该词进行了深入讨论，他得到

的印象是要避免使用该词。

20．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这一专题的讨论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措辞。“无辜受

害者”作为一个术语的含义问题甚至在大会上提出

过。应该保留这一术语，因为该术语已成为行话，

指的是那些不作为管理人员参加项目实施但却有可

能受项目影响的人。

21．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工作组也用了“无

辜受害者”这一表述。在全体会议讨论期间，她对

此表示了异议，只是她的异议与佩莱先生的有所不

同。她认为，应该把环境本身包括进来，但无辜的

性质不能归因于环境，因此，“无辜”这一形容词

是不适当的。奇怪的是，报告有关辩论情况总结的

B. 2节没有提及这一讨论情况。委员会开始涉及这

一节时应该提到以下事实，即对“无辜受害者”这一

措辞已经进行了讨论，而且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

22．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委员会在处理报告这一节时会考虑加上几行文字，

以满足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所表达的关切，并确保她

的意见得到适当反映。“无辜受害者”的表述是一

种通常用来描述人类而非环境的术语，他们的无辜

是从他们未直接参与实施危险活动这一意义上来说

的。对参与和未参与的人作了区分，因为前者通常

受工厂法或其他相关国内立法制约。可以加一个脚

注，表示无辜的受害者通常是指受到危险活动所造

成损害的不利影响的人，而不是指受雇从事或控制

危险活动的人。

23． 加亚先生感到疑惑的是，上述定义会不会

把委员会试图保护的一些人排除在外。例如，就雇

佣边境双方人员的企业来说，如果对生活在边境另

一侧的居民造成了危害，这些居民受到雇佣或以某

种方式与危险活动有联系的事实实际上不应该具有

相关性。生活在危害源所处领土边界范围内的雇员

的情况又怎样？难道他们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在目

前这个当口，由于委员会显然很难就定义作出决

定，也许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下次报告加以解决。

24．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顺着“一般

指的是不参与或受益于该活动的人”的思路行文，

可以大大缩短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建议的脚注。

25． 主席说，必须准确反映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26． 布朗利先生说，与另外几位委员一样，他

赞成保留“无辜受害者”的表述，这似乎是这一情

形下最恰当的表述方式。存在着各种各样尚未解决

的技术问题，如无辜受害者拥有另一国违法企业股

份的情况。不过，委员会确实需要一个临时术语，

这在政治上有某些好处。也许可以在脚注中明确指

出，该定义不影响将在今后适当时候加以探讨的各

种技术问题。

27．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无辜受害者的概念

属于草案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草案中提及这一概念

的时机宜早不宜晚。应该通过一个脚注作出一般性

表述。就目前来说，似乎没有必要给出一项定义，

因为它的含义是明确的——不幸事件的受害者。

28． 蒙塔兹先生说，“无辜受害者”一词传达的

概念是未从危险活动中受益的人。对此，他提请注

意第27段最后一句，其中指出，这类活动对增进国

际社会的福利至关重要。因此，基本的标准不是人们

有无参与这种活动，而是人们是否得益于这种活动。

29．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加一个脚注是有益

的，但不是给出“无辜受害者”的定义，而只应指

出，该词一般指不从有关活动受益的人。不应该提

及参与问题。

30． 马西森先生说，委员们忽略了报告该节的

目的——讲述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一次报告时说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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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它无须反映委员们认为特别报告员本应或本可

以说的话，只需要反映他说过的话。

31． 佩莱先生说，这一切都很正常，但委员会

需要了解特别报告员指的是什么。他想解释一下他

为何对“无辜受害者”的表述感到困惑。大约在 10
年前，巴黎的一个犹太教堂受到攻击，约有 15人
伤亡。当时的总理极不得体地宣布，有三名犹太受

害者和九名无辜受害者。想必犹太人也是无辜的受

害者吧？他对这一事件一直感到极为沮丧，去年还

曾在委员会提起过这件事。他之所以再次提起这件

事，是因为他当时认为，特别报告员理解了这一问

题，并准备让他感到满意。现在的情况似乎不是这

样。就核电站工人的例子而言，也许他们并不像特

别报告员以为的那样无辜，但在通常意义上讲，他

们确实是无辜的。他们也许是一场核灾难的无辜受

害者——他们当然无罪。他并不是要求使用不同的

术语，但他确实希望消除围绕“无辜受害者”这一表

述方式所产生的不安情绪。他确信特别报告员使用

的这一表述方式不含贬义，但他自己对无辜的理解

却与特别报告员有所不同。从事危险活动的人与不

从事危险活动的人一样都是无辜的。他不希望就此

事重开讨论，尤其是因为他们所处理的是特别报告

员的报告。他赞同按蒙塔兹先生建议的思路加脚注

的想法，即对具体概念进行定义。特别报告员所想

的当然不是亚当夏娃的有罪无罪问题，而是不能从

一项活动中取得更大利益的问题。委员会必须谨慎

对待所选措辞的含义。

32． 加亚先生不同意这一看法。委员会关心的

不是利益的取得。可以举一个修建农用水坝的例

子：事故发生了，大坝决口，农田被淹。大坝无疑

是为农民的利益而修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不会出

现受害者？鉴于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委员会不

应试图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定义问题作出决定。如

果要加脚注的话，脚注的大意也应该是，这一概念

将在今后适当时候加以澄清。

33． 梅莱斯卡努先生对加亚先生的发言表示赞

同。他并不认为把无辜受害者界定为不从有关活动

中受益的人真的有什么用处。蒙塔兹先生和佩莱先

生举了核电厂工人的例子，但这些工人确实会得到

某种利益，因为他们挣工资。从活动中获益究竟是

什么含义很难加以确定，这一问题越讨论越复杂。

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加一个脚注，指出将在今

后适当时候界定这一概念。

34．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同意加亚先生的意见。由于利益的概念很宽泛，

因此很难界定。所有的消费者、享受社会福利的人

和商人都是受益者。如果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到包

括这些情形，就无法在有权获得赔偿和无法获得赔

偿的无辜受害者之间作出区分。委员会的工作从一

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大量未直接参与活动的

人应得到赔偿。就机动车的操作来说，很容易做出

区分。一个人开车，另外一些人坐车；乘客如果受

伤，就会被归入无辜受害者一类。然而，如果试图

把这种概念扩大到化工或核工业领域的工人，事情

就不那样简单了，因为在这种行业，各类运作——

安全、监督、维护——都涉及到不同的人。佩莱先

生说委员会有一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

这不是时间问题。委员会即使有10年的时间，也无

法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不会没有一点反对意见。他

这项建议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他自己的国家起草

原子能工厂赔偿责任法时，他曾经担任过顾问。答

案是《工厂法》适用于在原子能工厂工作的人，而一

般赔偿责任条款则包括其余的工人。这就是他试图

引入的概念，不过委员会也许不会接受。

35．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介绍了完全不同层面的

内容，对此也许要很好地加以正视。没有理由不随

着时间的推移赋予这一概念不同的内容。此外，还

须注意佩莱先生提到的情感问题，以确保委员会不

再有类似失态的表现。“无辜受害者”的表述是开始

审议这一专题时所采用的术语，但为责任和赔偿的

目的把谁包括在内的问题则需要进行认真研究。他

对这一表述的理解是，它指的是不直接参加相关运

营的人。他不会提及对事故负责任的人，因为委员

会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应否负责任的问题。因此，应

该加一个脚注，说明“无辜受害者”为一术语，一般

指不直接参加运营的人，但不影响其他技术问题，

按布朗利先生的说法，这样会给进一步辩论留下余

地。

36． 池先生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必须辩论无辜

受害者的定义。就他来说，无辜受害者指的就是对

造成事故无过失的人。这一定义可以用在侵权法中

和各种其他场合。在第16段中，它使用的背景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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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不能控制的情况下造成了伤害；他赞成加以

保留。

37． 主席说，辩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

很有意义。不过，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赞同

特别报告员关于加一个脚注说明“无辜受害者”含义

的提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6段通过。

第 17 段

第17段通过。

第 18 段

38． 布朗利先生说，第二句的处理比较笨拙。倒

过来就比较好理解了。应该这样表述：“妨碍获得完

全彻底补偿的因素包括：损害的定义问题；损失举证

的难处；适用法律问题；经营者的赔偿责任限度；以

及分担和补充供资机制运作范围限度等问题”。

经修正的第18段通过。

第 19 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19段通过。

第 20 段

39． 佩莱先生在提到第二句结尾处的文字

时说， 需要在法文本“responsabilité”一词后加上

“（liability）”一词。他还置疑对“备选办法”一词的

使用；也许“方面”一词比较合适。

40．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

在最后一句结尾处加一个分句：“因为这可能迫使

委员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

41． 主席建议用“导致”一词代替“迫使”。

经修正的第20段通过。

第21 (a) 段

42． 蒙塔兹先生要求澄清第二句后半句的含

义：“更不用提一项以任何特定的一套因素为基础

的公约”。

43．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问题的根源

在于该句前半句，即“商定责任公约就能最好地履

行职责”。他建议把它改写为：“最好的办法是谈判

一项赔偿责任公约”。同样地，第三句中“如果认为

合适的话，……可同样地履行这一责任”应改为“另

一种可能会是……”。

44．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蒙塔兹先生质疑的句子，如果开头改写为“虽然所

审查的赔偿责任计划都有共同要素”，并在第二句

“责任”前加上“赔偿”一词，就会更清楚些。依他

对各种赔偿责任制度的理解，他列出了所涉及的不

同因素。完全是由于所涉因素多种多样，所以很难

谈判一项特定的赔偿责任公约。

45． 蒙塔兹先生要求确认，特别报告员的目的

不是要起草一项合并各种制度要素的公约，而只是

要确定可适用于所有活动的一般原则。

46．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前

进的方向尚不十分清楚。并不存在所有制度共同的要

素，因此，起草一项全面的公约似乎是不可能的。另

一方面，在不存在示范公约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是不

是可以特别的方式利用各种要素，尽管这种行动方针

更难实行，因为它能提供的指导更少。然而，眼下的

目的只是向大会提出报告。细节问题可以在下届会议

上在委员会内部经过反复讨论加以解决。

47． 蒙塔兹先生说，第二句仍然会引人误解。

他想知道如果删除“更不用提一项以任何特定的一

套因素为基础的公约”，特别报告员的观点是否会

受到损害。

48．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公约会采取何种形式，但蒙塔兹

先生不必担心委员会无法起草公约。双方的观点都

很有说服力，蒙塔兹先生提到的句子不会妨碍今后

有关公约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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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认为按下列思路

改写第二句，可更准确地反映特别报告员的观点：

“毫无疑问，审查并未表明，谈判一项特定形式的

赔偿责任公约便能使赔偿责任得到最好的履行”。

经修正的第21 (a) 段通过。

第21 (b) 段

第21 (b) 段通过。

第21 (c) 段

50． 布朗利先生说，第（5）项目前的措辞太晦

涩，应找到一种表述方法，清楚地表明国家赔偿责

任是外空活动情况下唯一的赔偿责任基础。

51．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

的措辞如下：“除外空活动外，国家赔偿责任并未

排他性地用作赔偿责任基础”。

52．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指出，在若干项公约中，

国家赔偿责任都是作为一种次要而非首要形式存在。

第（5）项并未充分表达这一意思。因此，应该在“例

外”一词前加上“排他性赔偿责任意义上的”一语。

53． 加亚先生回顾，一些空间活动，如一航天器对

另一航天器造成的损害，是受过失赔偿责任而非绝对

赔偿责任制约的。国家赔偿责任简而言之是一种十分

含糊的措辞，其中包括了以过失为基础的赔偿责任。

54． 加利茨基先生说，这种排他性国家赔偿责

任并非没有例外，如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混合赔偿责

任。因此，案文应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变体。

55．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他担心对这一段修修补补只会使其变得更加糟糕。

第 21 (c) 段的观点毕竟只是他的建议，委员会了解

他想在第（5）项表达何种意思。

56． 布朗利先生提请注意应对第（14）项做两处

编辑上的修改。

经布朗利先生修正的第21 (c) 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21段全文通过。

第 22 段

57．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不清楚最后一句涉及的是他还是委员会提出的一项

建议。应在最后一句前加上“他提到的”一语。

经修正的第22段通过。

第 23 段

58．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感到遗憾的是，这一段消

极的语调可能给人的印象是，辩论只侧重于该专题的

可行性以及其相对于国际法其他领域在概念和结构上

的困难。为了反映一些委员的积极态度，应该把“相

对于国际法其他领域在概念和结构上的困难”改为“相

对于国际法其他领域在概念和结构上的相近性”。

经修正的第23段通过。

第 24 段

59．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不仅仅是第六委员

会赞同审议这一专题，委员会内部也对此表示了强

烈的支持态度。因此，她建议在该段结尾处加上下

面这句：“鉴于大会第56/82号决议第3段请委员会

对该专题责任方面的审议情况进行审查，而且《委

员会章程》第18条第3款要求优先对待大会的请求，

因此，讨论此专题的可行性属于行事不当”。

经修正的第24段通过。

第25和第26段

60． 布朗利先生说，第 25段倒数第二句中的

“重实效的”一词纯属多余，应予以删除。

61． 佩莱先生说，第26段最后一句看起来与该

段的主体不一致。

62． 布朗利先生说，第 26段需要完全推倒重

来。他还建议第二句中“案件发生率可能很高”应改

为“案件发生率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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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问题在于，中

间部分概述的是科斯肯涅米先生的发言内容，他

在该次发言中列举各种批评意见，逐一反驳。然

而，该段仅列出了批评意见，未列出反驳的观点，

这也是佩莱先生指出的明显不一致的原因。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第一句实际上存在

的双重否定会引人误解。该句应大致改写如下：

“……有些委员认为，本专题，特别是涉及损失分

担问题时，不适合编纂和逐渐发展”。她还建议最

后再加一句概述科斯肯涅米先生的结论。

下午4时35分休会，4时45分复会

63．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经过非正式磋商，第26段将进行改写，以便考虑到

所提建议，并在结尾处加上科斯肯涅米先生建议的

句子。该段列出对该专题批评意见的中间部分 (a)
至 (e) 项将移至第 25段，放在倒数第二句之后。在

它的前面加上下列措辞：“另外，还注意到下列困

难：”。经过修订的第26段行文如下：

“另一方面，有些委员认为，本专题，特别是

涉及损失分担问题时，不适合编纂和逐渐发展。他

们认为本专题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很重要，因为

今后的案件发生率可能很高。他们还指出，委员会

需要在其工作中考虑到对本专题提出的各种批评，

但这些批评并不妨碍委员会实现一个可行的目标。

委员会可制定剩余性一般规则，适用于采取了最佳

实际预防措施但仍然出现跨界损害的所有情况。”

经修正的第25和第26段通过。

第27和第28段

第27和第28段通过。

第 29 段

64． 布朗利先生说，英文本第二句“caused”之
前如果加上“which”一词可能更好理解。

65． 佩莱先生建议，根据委员会前面的讨论，

“无辜当事方”一语应改为“无辜受害者”。

66．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

这项提议。他还提议，最后一句后半句应按下列思

路改写：“第二是处理各种社会代价，对各种制度

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代价因部门而异”。

经修正的第29段通过。

第 30 段

67．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第一句“不受损害”应改为“不应受损害”。

68． 布朗利先生说，如果委员会以科孚海峡案

作为其立论的基础——正是由于该案所包含的原则

十分重要所以应该这样做，该段第五句就应该不仅

提到国家知晓危害其他国家权利的行为，而且也应

提到知晓的手段：认定阿尔巴尼亚负有责任依据的

不仅是有关它知晓的证据，而且也由于它拥有知

晓已经布雷的手段。他因此建议给“行为”加一个

“每个国家在知晓或有能力知晓”的定语。他还建

议把这一句的后半部分改写为一个单独句子：“这

一义务也适用于环境”。他还要补充的是，所作的

区别有点人为因素，因为科孚海峡也是环境的一 
部分。

69． 蒙塔兹先生说，他发觉对该段加以总结的

最后一句与该段本身的内容有矛盾。一方面，据说

国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处理的是该专题的主题事

项，但这无疑与避免重复工作的目的是不相容的。

70． 布朗利先生说，他的意见是，存在一种备

选案文制度，而且在适当情况下仍然采用了国家

赔偿责任备选案文。麻烦之处始终在于，以往的特

别报告员们作为他们认为属于赔偿责任范畴的例

子使用的，事实上是属于传统的国家责任事例。出

现的不是冲突问题，而是同时存在的各种备选案

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份草案都

要说国家赔偿责任项目不影响国家责任相关法律

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有必要重新考虑40年
来有关国家责任的工作了，接踵而来的就会是一

片混乱局面。

71．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在这个问题上，他将听从布朗利先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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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他同意布

朗利先生的意见，在主要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不同意

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有不法行为，才会产

生国家责任，而报告第六章所包括的情形主要是未

发生不法行为并且已经采取行动预防过失的情况下

出现损失的情形。

73． 布朗利先生说，在所审议段落中，特别报

告员如实反映了该问题的辩论情况。他个人希望表

明，在他本人以前的评论中，他并未补充任何新的

内容，只是阐明了科孚海峡案确定的先例。

74． 蒙塔兹先生说，读者会感到困惑，因为整个

段落提到的都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最后一

句却说，避免重复工作是委员会权限范围内的事情。

75． 主席说，该句反映的是辩论期间发表的个

别意见，而且布朗利先生似乎也很满意他的观点得

到了准确的报告。他因此认为该句应予以保留，但

他还是要问布朗利先生是否仍然坚持保留这一句。

76． 布朗利先生说， 事实上他并未得出该结

论。他的看法是，存在一系列备选案文，其中包括

有关这类问题的一切现有的多边条约体系。委员会

明智地设计了一套新的备选案文。这些备选案文之

间存在良性竞争。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抵触。因此，

内容上有重叠，但这并不是消极的重叠。除了承认

这种并存，还有什么替代办法吗？委员会应当把所

有的一切都合并到单一的赔偿责任体系中，同时顾

及国家责任和所有其他条约制度嘛？就他所知，没

有哪位委员表示过这种观点。

77． 主席建议删除最后一句。

经修正的第30段通过。

第31和第32段

第31和第32段通过。

第 33 段

78．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 围绕“无辜受害

者”一语进行讨论之外，或许不妨在该段结尾处加

上下列句子：“一些委员还就在环境受到损害的情

况下‘无辜受害者 ’ 这一措辞是否适当发表了评论 
意见”。

79． 佩莱先生说，如果要把这一句列入报告，还

必须加上另外一句话，以表明一些委员不同意这一观

点。此外，他想知道“公约草案的替代用语”是什么

意思。这一措辞包含拟定公约草案的可能性吗？

80．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选择“模式”或“法律制度”这样的措辞，就是不要

暗示确切目的是起草一项公约的意思。

81． 佩莱先生说，他有一个印象，即想表达的

意思是，“模式”和“法律制度”这样的措辞并不一

定排除公约草案的可能性，相反却包括了一系列可

能的结果。果真如此的话，“替代用语”的表述就是

不适当的。

82． 经与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佩莱先生、埃斯

卡拉梅亚女士和主席讨论之后，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该段应按下列方式结束：

“一些委员还评论了‘无辜受害者 ’ 一语是否适当的

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对环境的损害时。另一种意见

原则上反对使用‘无辜受害者 ’ 这一短语”。

经修正的第33段通过。

第34和第35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34和第35段通过。

第 36 段

83． 佩莱先生说，该段的结构不符合逻辑，因

为前一句还说“普遍赞成”，而后一句却说“有的委

员”。因此，最好是说，保持同一门槛的观点得到

了广泛支持。

经修正的第36段通过。

第 37 段

第3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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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段

84．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传统的赔偿责任办法不应该成为避开环境损害专题

的借口，并建议，为了把第二句的意思说得更加明

白，应把它修改为：“还强调，对传统民事责任办

法的任何强调不应该成为不处理环境损害问题的 
借口”。

经修正的第38段通过。

第 39 段

85．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脚注应该提到《关于工业事故越境影响对越境水体

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书》最后印刷 
文本。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39段通过。

下午 6 时散会。

  –––––––

第 2788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

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齐先生、卡

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

瓦萨·拉奥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

生、山田先生。

  –––––––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六章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

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

的国际责任）（续完）

（A/CN.4 /L.638）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第40段

1．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

议，英文本第一句中的“made comments”一语应改

为“commented”。他还建议，第二句中的“通用”一

词应改为“广泛”，而最后一句中“兼顾……详细的

和全面的制度”应改为“兼顾……新的、详细的范围

广泛的全面制度”。

2． 佩莱先生建议，“委员会”一语应改为“委员

会委员”。

经修正的第40段通过。

第41段

第41段通过。

第42段

3．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

第一句中“提出评论时有点犹豫”一语应改为“提出

了初步的评论”，而在英文本倒数第二句中“arising 

from”应改为“indicating”。

4． 曼斯菲尔德先生、加亚先生和埃斯卡拉梅

亚女士提问，第 2句的确切意义是什么，该句似乎

是说，委员会必须等待委员会的反应。

5． 加亚先生建议，从“在听取”到“……前”的

一段话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4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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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和第44段

第43和第44段通过。

第45段

6． 佩莱先生指出，脚注中提到的法院的正确

名称应当是“欧洲共同体法院”。

经修正的第45段通过。

第46段

7．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该段中最后一句令

人思想混乱，因为它使人感到某些考虑因素不合情

理。

8．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建议，将这一句改

为：“据此，即使将严格或过失责任问题置之一旁，

也将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问题，同时也会引起在

这种情况下的赔偿是全部还是有限这一问题。”

9． 佩莱先生指出，第二句错误地将绝对赔偿

责任和严格赔偿责任对立起来，事实上，前者只是

后者的最后阶段。

10．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该句中“而不是

严格”字样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46段通过。

第47段

11．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该段中最后

一句不够明确。

12． 布朗利先生说，在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

权的声明中常常会提到其他解决办法。第47段最后

一句旨在表明，委员会希望建立的体制就是这些其

他办法的一种。因此，他建议将“另一可供利用的

解决办法”一语放在引号中，以便澄清这一点。

13． 加亚先生建议，删除“或保留制度”一语。

14． 庞布 – 齐文达先生指出，第二句没有说明

出于何种目的，一般原则“可能不够”。

15． 佩莱先生想知道一般原则的确切性质 
为何。

16．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建议，“仅有

一般性原则实际上可能不够”一语应改为“为此目

的，这样一项声明可能是不够的”，而所指的目的

就是在前句中表示的目的，即不妨碍国家责任的 
工作。

经修正的第47段通过。

第48段

17． 蒙塔兹先生说， 为了忠实地反映讨论情

况，并使案文符合逻辑，第48段中第二和第三句的

顺序应当调换，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

员）表示支持。

18．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48段通过。

第49段

19． 佩莱先生说，第一句中“同一领土内”一语

没有意义。

20． 加亚先生说，这一句意在反映他在讨论中

所作的评论，即不应忽视在原籍国本身领土内造成

的损害。因此，他建议将“同一领土内”一语改成

“原籍国领土内”。

21． 主席说， 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加亚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49段通过。



286 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二部分简要记录

第50段

22．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回顾，在讨论中，她曾

说过，就赔偿而言，她比较倾向于维持较低的门

槛，例如在第 36段中确实提到的“明显伤害”。因

此，在第50段中说委员会同意维持同一门槛的原则

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她希望修改第一句。

23．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

50段的第一句不能删除，因为该句报告了对于特定条

款的一项意见，而第36段则阐述了一般性评论。因此，

他建议，为顾及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意见，应当在第

50段的起始部分重述一次第36段，但是将“普遍赞成”

改成“广泛赞成”。该段的其余部分因而就成为：“在

赔偿责任方面，有委员建议，将‘重大伤害 ’一语改为

‘重大损害 ’。委员们强调，应该就在所有法律制度中

都可理解的‘重大伤害 ’ 一词的意义达成一致意见。”

24．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0段通过。

第51段

25． 佩莱先生提请注意该段第三句的法文译文

有错，并建议将“l’appui de la Sixième Commission”
改为“un certain appui de la Sixième Commission”。

26．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该句中所报告的是

她表示的一项意见；为了表达完整起见，她建议加

上“并且载于好几项文书中，其中包括《关于危害环

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

2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佩莱先生和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1段通过。

第52段

28． 加利茨基先生建议，该段中所使用的术语

应当与脚注中术语的统一起来，因为其中一个提到

“欧洲联盟的指示”，而另一个却提到“欧洲议会和

欧洲理事会的指示”。

29． 主席说，秘书处将处理这一问题。

30．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建议，第 52段
第四句开首的“但”字应当删除，因为该字引出的这

一句与前一句并没有逻辑上的对比。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2段通过。

第53段

31． 加亚先生说，该段报告了一个他曾经表达

过的意见，他建议，为表达准确起见，该段应改为：

“此外，还有委员注意到，应从在发生损

失时设法保护财产的角度分析这一建议。正是

因为这一原因，有关公约认定船主而不是租船

人该对船舶造成的伤害负责。拥有诸如船舶等

财产的人，可为这些财产投保，必要时可以轻

易地将费用转移到他人身上。”

32． 主席说， 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加利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3段通过。

第54段

33．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该段第三句

不够明确。

34． 佩莱先生说，这一段谈到的是他在讨论中

针对特别报告员报告内的一节内容所表达的意见，

报告员在该节中将因果关系与合理性相对照。他建

议，将该句改为：“根据这一观点，‘因果关系 ’是确立

‘合理性 ’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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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主席说， 他认为委员会同意佩莱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4段通过。

第55段

第55段通过。

第56段

36． 布朗利先生说， 英文本中第二句结尾的

“would”一词应改为“could”。

3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布朗利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6段通过。

第57段

第57段通过。

第58段

38．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该段反映了她所表

达的意见，为了准确地报告她的话，英文本第二句

中“would”一词应改为“should”。

经修正的第58段通过。

第59至第65段

第59至第65段通过。

第66和第67段

39．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这两段似乎

在所述概念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即一方面，提出了

对环境的损害可以在国家的管辖范围内或在国家管

辖范围之外造成这一概念，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

是否有可能对其无法从货币角度得出明确数量的环

境损害提供赔偿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将第66和第

67段合并成一段，内容是：

“有人认为，就本专题来说，对环境本身造

成的损害不应视为可予补偿，这种意见获得了一

定支持。在这方面，有委员指出，对环境的损害有

两种，需要加以区分，一种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

损害，另一种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损害。据指出，

某些赔偿责任制度，例如《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

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和关于由欧洲议会和欧

洲理事会就环境责任发布一项指示的建议，都规

定对环境或自然资源的损害可以直接补偿。还认

为，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对这方面也有所帮

助。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是，鉴于普遍的相互关联

性，是否应考虑超出国家管辖范围的环境损害。”

40．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关

于第66和第67段的建议，以及改变以后各段编号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由第 66 和第 67 段合并而成的新的第 66 段 

通过。

第68至第77段

第68至第77段通过。

第78段

41．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说，

英文本中的“cannot be traced”等字应改为“could not 

be traced”，而“with the jurisdiction”应改为“within 

the jurisdiction”。

42． 蒙塔兹先生询问法文本中的“la dimension 

équitable du degré subsidiaire faisant intervenir l’État”

是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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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建议，应当将该句简化

成“la dimension équitable de la charge subsidiaire qui 
devrait être assumée par l’État”。

44．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支

持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建议，并说，英文本也应 
改进。

45． 曼斯菲尔德先生建议英文本的措辞如下：

“equity for involving the State as a subsidiary tier”。

经修正的第78段通过。

第79段

46．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特别报告员）建

议，该段应当简化成：“他说，需要就提出的各种

问题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和思考，可能的话，提出列

入下次报告的具体的案文。”

经修正的第79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六章通过。

第七章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A/CN.4 /L.639和 Add. 1）

47．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审议A/CN.4/L.639号文

件所载关于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的报告草稿第七章 A
节和 B 节第一部分。

A．导言（A/CN.4/L.639）

第1至第12段

第1至第12段通过。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A/CN.4 /L.639和 Add. 1）

第13段（A/CN. 4 /L.639）

第13段通过。

第14段

48． 主席说，这一句话的结尾还应当加上如下文

字：“由阿兰·佩莱先生担任主席。委员会在2003年7
月31日第2783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工作组报告（A/
CN.4/L.646）[ 脚注删除 ] 第一和第二部分所载的建议

［见下文 C 节］。”因此，将在该章加上 C 节，其中含

有 A/CN.4/L.646号文件第一和第二部分。

经修正的第14段通过。

第15至第40段

第15至第40段通过。

49．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审议 A/CN. 4 /L. 639 /
Add.1号文件所载报告草稿第七章 B 节的剩余部分。

第1和第2段（A/CN.4 /L.639 /Add.1）

第1和第2段通过。

第3段

50． 蒙塔兹先生建议，“借口缺乏一致性和法

律品质”等字样应改为“借口缺乏一致性和法律性

质”。

经修正的第3段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51． 加亚先生建议，第二句中“和行动”一语应

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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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段

52． 加亚先生建议，第三句中“非常”一词应当删

除，第五句应当改为：“分析应侧重每一种单方面行

为的国家实践、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力……”。他建

议将动词“构成”改为“为……提供基础”一语。最后，

他认为最好删除如下这句话：“此外，承认的义务性

质的根据不能在承认的法律效力这一标题下探讨”。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至第14段

第7至第14段通过。

第15段

53． 蒙塔兹先生建议，第一句中的“这是很危

险的”一语应当删除。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第16和第17段

第16和第17段通过。

第18段

54． 佩莱先生建议，“报告第42至45段所举的”

一语应改为“报告所举的”。

经修正的第18段通过。

第19段

55．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 法文本中的

“constitutive”一词应改为“déclarative”。

56． 布朗利先生说，英文本第二句中，最好在

“recognition”与“declaratory”之间加上“to be”两字。

经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0至第28段

第20至第28段通过。

第29段

57． 佩莱先生建议，由于该段最后一句没有太

多道理，应当改为如下语句：“第六次报告的主要

目的是表明承认的定义严格地等同于委员会前一年

所分析的单方面行为的定义草案。”

58．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支持这一建

议，但是说，应当采用“承认行为的定义”的提法。

经修正的第29段通过。

第30和第31段

第30和第31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七章通过。

第十章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

展引起的困难

（A/CN.4 /L.642）

A．导言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A 节通过。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第6段

59． 佩莱先生说，为前后一致起见，应当在该

段结尾加上“在他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之后”一语。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和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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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和第8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C．研究组的报告

第9至第11段

第9至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12段通过。

第13至第22段

第13至第22段通过。

第23段

60． 佩莱先生问道，是否有计划发表国际法不成

体系问题研究组组长科斯肯涅米先生编写的提要，这

是一份很有意义、很说明问题且十分重要的文件，如

果纳入《200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而让更多读者阅读，会很有助益。

61． 埃斯特拉梅亚女士说，研究组曾提出过这项

建议；但是，如果这样做不切实际，至少应当张贴在委

员会的网站上。据秘书处说，提要不能发表，因为它不

是正式文件。

62．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说，分发量有

限的文件是不公开发表的，这是委员会的政策。当

然，委员会有权决定不这样做，但是应当铭记，研

究组的组长曾表明，他认为他的提要还处于初步阶

段，因此，大家的理解是，不应当在《国际法委员

会年鉴》中发表。

63． 佩莱先生说，研究组组长的提要与特别报

告员的报告相类似。当然，如果相关的作者不希望

文件列入《国际法委员会年鉴》，就不能强迫他同

意那样做。但是，一般规则是，应当向他提出这一

建议，而委员会也许应当针对这一问题发布一项准

则。

64． 主席说，必须考虑到作者的意见；如果作

者认为他的文件并不是最后定稿形式，那样委员会

应当等到下一次会议时得到完整定稿后再说。

65． 布朗利先生说，当然理应与作者商量，而作

者也许并不期望发表他的稿件；但是，委员会当然可

以对文件重新归类，除非科斯肯涅米先生有反对意见，

否则，这不会有任何问题。

66． 加亚先生说，他认为科斯肯涅米先生不会

反对，但是作者在编写文件时并没有考虑到要发表

它，而且不应当忘记，委员会是在审议研究组的一

项报告，该项报告实际上就是科斯肯涅米先生意见

的非常详尽的概要，只有几处改动。此外，将会向

委员会下届会议提供最后定稿。如果要发表这份文

件，最好与所有其他同类文件一样，在委员会的网

站上，而不是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发表。

67．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指出，一旦有了研

究组报告的最后定稿，就将以对待特别报告员报告同

样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将在《200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

鉴》第二卷（第一部分）中发表。坚持在《年鉴》中发表提

要达不到什么切实目的，因为第二卷定于六年后问世，

也就是研究组报告的最后定稿作为一般分发的文件发

表后五年才问世。因此，与作者协商之后将文件张贴在

委员会网站上也许是委员会可以考虑的一项办法。

68． 主席说，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

在与科斯肯涅米先生协商之后，将关于特别法规则

的职能和范围及“自足制度”问题的研究报告提要张

贴在委员会网站上。

就这样决定。

第23至第25段

第23至第25段通过。

第26段

经对英文本略作文字改动的第26段通过。

第27段

69． 佩莱先生建议， 在法文本中，“régimes 
autonomes” 一语后面应当在括号中插入“self-
contained regimes”字样，因为这一英语用语经常在

法文中使用，而“régime autonomes”一语从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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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27段通过。

第28和第29段

第28和第29段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十章通过。

下午 1 时散会。

  –––––––

第 2789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科米萨里

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伊科诺米

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

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巴奇先生、卡

特卡先生、科洛德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

马西森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

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罗德里

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山田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  
（A/CN.4 /L.640和 Add. 1 -3）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  
（A/CN.4 /L.640 /Add.1 -3）

第1至第8段（A/CN. 4 /L.640 /Add.2）

第1至第8段通过。

* 续自第2786次会议。

** 续自第2785次会议。

第九章 共有的自然资源（A/CN. 4 /L.641）

A．导言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段

1． 山田先生（特别报告员）问，列出粮农组织

和教科文组织专家以及向委员会作过情况通报的国

际法协会代表名单，这一做法是否有违规定？他提

议该段第二句话应改为：“委员会还于 2003年 7月
30日听取了粮农组织和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的地

下水专家的非正式情况通报。这些专家是经教科文

组织安排而到会的。”

2．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解释说，与

国际法协会代表的意见交流不构成专题讨论的一部

分，该活动是在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框架下进行的。

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在第十一章范围内提出。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至第10段

第6至第10段通过。

第11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11段通过。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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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13段通过。

第14段

第14段通过。

第15段

3． 佩莱先生说， 在法文本中， 应当在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一词后的括号内增加

“liability”一词，或者是列出该专题的全称。

经对法文本做此文字改动的第15段通过。

第16段

4． 庞布 – 齐文达先生对使用“隐喻说法”一词

表示怀疑。

5． 布朗利先生说，他很高兴地说明是他在辩

论期间提出了该说法，他当时提到了努比亚蓄水

层。因此，可以说报告准确反映了辩论情况。

6． 山田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段概述了奥

佩蒂·巴丹先生和布朗利先生的发言。

第16段通过。

第17段

第17段通过。

第18段

7．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西班牙文

本第一句中“recelos”一词过于强烈。

8． 主席建议采用“dudas”一词。

9． 蒙塔兹先生建议添加修饰词“固体”以限定

“矿物”一词。

10． 经与佩莱先生、布朗利先生、卡特卡先生

和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讨论之后，委员会得出结论，

认为矿物可以为固体矿物，也可为溶解物。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18段通过。

第19段

11． 蒙塔兹先生提议应当把“总的” 改为 
“一份”。

经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0段

12．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说，他看不出

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保留该段。删除该段，将可使第

19段与第 21段合并，或是在其后紧接第 21段，这

两段由一个共同的论点联系在一起。

13． 马西森先生说，第 20段提出了讨论期间

所表达的一种观点，即石油和天然气主题不适于委

员会审议，它所提出的问题不同于地下水引起的问

题，可由其他程序来处理。因此，应当予以保留。

第20段通过。

第21段

14． 马西森先生说，第二句并未准确反映他在

辩论期间所表达的意思。因此，他提议将其改为：

“有委员认为，只有在完成对地下水问题的研究之

后，委员会才可审议石油和天然气问题。”

经修正的第21段通过。

第22段

15． 山田先生（特别报告员）说，该段概述了庞

布 – 齐文达先生、蒙塔兹先生和奥佩蒂·巴丹先生

的意见，但文字还需要改进。在第一句中，应当删

除“在某些情况下”一语。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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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三位委员所

说的要点是，委员会或许应当制定一种框架制度，

类似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的制度，在该制

度下，除了全面结构以外，还设想了区域安排。“框

架”一词或许可以插入第一句，放在“制度”前面。

第二句反映了奥佩蒂·巴丹先生所关切的问题，即

凡提及海洋资源，均可能意指一种共同遗产。他提

议将该句第一部分，即“但是也有委员强调，主权

标准应适用于地下水，正如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那

样……”改为：“也有委员强调，主权标准应与地下

水有关，也同石油和天然气有关……。”

17． 布朗利先生说，第一句提到“在海洋资源

问题上所采用的”一种制度含义不明确。所设想的

是什么制度？海洋法处理的是海洋空间，而不是资

源问题，或者在专属经济区的情况下，处理的是资

源分配问题。

18． 佩莱先生说，作为一名未参加有关该主题

的辩论的观察员，客观地讲，他认为该段意思不明

确。尤其是结尾处提及“人类共有的遗产”，似乎有

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19． 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第一句中“特性”这

一提法有点含糊，或许应当在它之前插入“水文地

理”一词。他的意思是，国家对封闭的地下水的管

辖权或许应当根据水面下地下水的深度来确定。“主

权标准”一语是不正确的：应当是“主权原则”。“凡

提及人类共有的遗产的概念都会引起问题”一语反

映了奥佩蒂·巴丹先生的意见，他的评论也是由其

他委员的不同性质的评论而引起，将其放在其他地

方或许更为妥当。

20．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说，该段似乎有

许多地方需要重新起草：是否可以一并删除呢？

21． 池先生说，人类共同遗产这一概念是1962
年阿尔维德·帕尔多就国家管辖权以外的海底矿物

资源问题提出来的。3“海洋资源”一语含义不明确，

它有渔业资源的涵义。

3 见 A. Pardo, The Common Heritage: Selected Papers on 
Oceans and World Order, 1967 - 1974 ( 马耳他大学出版社， 
1975年 )。

22． 主席说，为避免概念混淆，应当删除第二

句中“在海洋资源问题上”一语。在英文本第一句

中，“groundwaters”一词应当改为“them”。

就这样决定。

23． 布朗利先生说，第二句中“共有的遗产”一

语应当改为“共同遗产”。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22段通过。

第23段

第23段通过。

第24段

24．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建议在该段结尾处增加

措辞，以便更好地反映她所阐述的要点。修正案文

可以是：“澄清‘封闭 ’ 的含义，因为这似乎不是水

文地质学家们所用的术语”。

25． 梅莱斯卡努先生赞成该提议，但说应当在

“含义”之前插入“法律”一词，说明所要涉及的不

是技术或科学方面。

经修正的第24段通过。

第25段

第25段通过。

第26段

经略作文字改动的第26段通过。

第27段

26． 主席说，该段一开始的“有委员”一语应当

改为“一些委员”。

经修正的第2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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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段

27． 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该段不好理解。他

对起始语“有委员表示”持有异议，它尤其给人以这

样的印象，似乎只有一位委员说应当考虑到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事实上，有好几位委员

都说到这一点。该短语应当重新措辞，改为：“有

些委员表示”。

经修正的第28段通过。

第29段

28． 庞布 – 齐文达先生建议，为了与第28段衔

接，起始短语“一些委员”应当改为“另一些委员”。

29．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该段没有反映出一

些委员所关切的问题，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国际水

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范围与委员会的工作加以

区分，尤其是因为该《公约》处理的是与地表水有联

系的地下水问题，地表水与地下水均流入共同的终

点。因此，她建议增加这样一句话：“一些委员还

对本项研究的范围表示了担心，尤其是相对于《国

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而言，因为该《公约》也

涵盖了一些类别的地下水，并使用了‘流入共同的

终点 ’ 这样不够明确的术语”。

30． 主席建议删除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提议案文

的最后一部分，该部分含有批评《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公约》措辞的意思，委员会对此也要承担部

分责任。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29段通过。

第30至第32段

第30至第32段通过。

第33段

31．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提到第二句，建

议将“会”字改成“应”字，“知道如何获得协助”改

写成“找到适当办法”。

经修正的第33段通过。

第34至第36段

第34至第36段通过。

第37段

32． 山田先生（特别报告员） 建议将“侧重

于……优先事项”简单地用“以及”一词来替代。

经修正的第37段通过。

第38段

第38段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九章通过。

第十一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CN.4 /L.643）

A．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第6段

33． 佩莱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中“事实上” 
一语。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和第8段

第7和第8段通过。

34．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代表委员会八名委员提

议，在以提交委员会第2783次会议的案文为基础的

报告中增加一段文字。他建议可将该段落放在标题

“国际法基本原则提示”之下。自第 2783次会议以

来，案文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以期获得更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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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是）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加利茨基先

生已表示支持这样的新案文：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忆及国际法基本原

则的目的在于保证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安全和

正常关系。他们强调国际社会维护这种强制性

且不可减损的原则是绝对必要的，并提议委员

会这样做以重申该项原则。”

案文引起极大反应的事实部分现已删除；现有部

分的色彩较为中性，只是从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角

度加以阐述。它也完全符合联合国秘书长2003年8月
1日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所发表的声明，其中强调

迫切需要审查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危机方面的作用。

35． 加亚先生要求澄清所要遵循的程序，因为

在现阶段提出这样一项提议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

并非要探讨拟议案文的细节问题，而是认为委员会

可能认为，根据其关于提高联合国作用效力的长期

工作方案来处理这一实质问题是适当的。委员会就

与联合国决议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无疑会开创一

个先例，他对这一做法确实持有一定的保留。如果

委员会就某一问题发表意见，难道它对联合国其他

决定持沉默态度就不会被视为默示认可？他认为，

委员会的作用并不是讨论此种问题；它应当恪守其

任务，即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

36． 杜加尔德先生说，该提议的目的是对最近

的某些事件表示关切，这些事件虽然并不具有政治

性质，但对国际法的作用构成威胁。伊科诺米季斯

先生对其最初的提议作出了重大修正。虽然佩莱先

生说他不能赞同任何未明确谴责某一特定国家的提

议，但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提出的案文只不过是指出

委员会对国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表示关切。该提议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委员会就此种问题发表意

见是否适当，因为该问题显然不在其任务范围之

内。关于这一点，他忆及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一些

法律机构时常进行的辩论，当时法律基本原则遭到

该国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执政党的破坏。最初法

律机关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最后他们都认为发表

意见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或许委员会还未走到这一

步，但已有许多委员认为最近一段时期联合国内外

发生了种种事件，作出评论是有必要的。此外，许

多从事教学工作的委员感到工作越来越不好做，因

为学生甚至开始质疑国际法的存在这个问题。应当

铭记，委员会是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国际法机构，而

国际法院很显然不可能在没有人向它提出任何争议

的情况下，就此类问题发表意见。最后由委员会来

捍卫国际法原则，并在适当时加以确认，这是其职

责所在。对于伊科诺米季斯先生极为温和的提议是

否反映了最初持支持态度的那些委员所关切的问

题，他没有把握，但无论怎样，可以说，一些委员

对国际法近期的发展情况表示关切。

37． 山田先生就议事程序问题发言说，他完全

尊重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和杜加尔德先生的意见，承

认他们有权利在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如

此，他还是认为，拟议案文是对完全不在委员会任

务范围之内的外部政治事件作出评价。如果就该提

议采取行动，将在大会内产生重大影响，也会使迄

今一直工作和谐的委员会委员们出现意见分歧。根

据《大会议事规则》第113条，他请主席就该事项是

否不在委员会任务范围之内作出裁决。

38． 主席说，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后，他的裁定

是，虽然所表示的关切毫无疑问是正当的，但伊科

诺米季斯先生所宣读的提议并不适于列入与委员会

的决定和结论有关的一章。该事项较适宜在规划委

员会或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内提出。尽管该

问题很重要，也是热门话题，但也应该像委员会讨

论其所关切的所有问题一样，按照适当程序来处理。

39．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 他尊重主席的裁

定，但他依然感到遗憾，因为委员会并未给委员就

远未详尽阐述的专题发表意见的机会。实际上，讨

论的时间以某种专制方式被缩短了。不过，如果拟

议的案文放在报告该部分是无法接受的，他提议在

有关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间关系的一章里插入一段

甚至更加温和的案文，可采用以下措辞：“委员会

内有人提出一项提议，建议委员会促使审议和确认

国际法基本原则。”委员会至少还可以此表明它对

某些问题的关注。

40． 主席说，如果是对他的裁定提出质疑，那

样应当明确而坦率地提出。

41． 佩莱先生说，他希望强调的是，虽然他个

人认为原提议所用措辞缺乏力度，但他从未使用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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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德先生认为是他所说的那些措辞。他完全赞同

主席的裁定：委员会不是发表那种意见的适当机关。

42．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指出，伊科诺米季斯先

生提出了一项新提议，可插入报告另一部分中。无

疑，委员会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表示愿意研究国际法

基本原则。此外，鉴于该问题在本届会议期间已多

次提出，报告应当对此种关切有所反映。

43． 山田先生指出， 根据议事规则第 123条，

如果一项提议获得通过或遭到否决，在同一届会议

上不能重新进行审议，除非委员会三分之二多数的

委员决定进行审议。

44． 主席裁定，拟议案文放在审议的这一章中

是不适当的，若插入另一章中，则尚未履行委员会

正常程序所必要的一切步骤。他补充说，他倾向于

对该问题不进行表决。委员会应当努力避免出现不

可避免进行表决这一局面。

45．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就议事程序的问题发言

说，她不同意有关议事规则第 123条在此适用的说

法，并希望将她的这一观点记录在案。审议该提议

毫无问题：按照规则第 113条，没有人对主席的裁

定提出不同意见。相反，还提出了一项新提议。因

此，根本谈不上任何表决的问题。

46． 庞布 – 齐文达先生说，主席的裁决所依据

的原则是，在议程项目10下审议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的提议不适当。不过，该提议是在议程项目13（“其

他事项”）下提出的，主席不允许在这个基础上继

续讨论下去，令人感到遗憾。至于委员会审议该专

题时有无超出其任务范围的问题，他回顾说，委员

会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是以多项原则为基础的；

否则，任何做法都没有意义。如果委员会有权逐渐

发展和编纂法律，它当然也有权就国际法现状发表 
意见。

47． 主席请委员会在没人对其裁定提出疑问的

情况下继续通过报告。

第9至第11段

第9至第11段通过。

第12段

48． 佩莱先生提议将该段连同其标题一并删

除。该段言之无物，同时，它也可能招致第六委员

会不受欢迎的关注。

49．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鉴于卡巴奇先生不在

场，他认为有义务向委员会转达他的同事在规划委

员会所表达的强烈观点，即该段起到非常有益的作

用。毕竟，委员会已采取了节省费用的措施，包括

缩短会期的做法。

50． 主席说，如果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

望删除该段。

第12段删除。

第13段

51． 布朗利先生说， 英文本中， 如果在

“fairness”和“which the United Nations”两者之间插

入“the basis of”，案文会更易理解。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经修正的 A 节通过。

B．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14段

第14段通过。

B 节通过。

C．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15至第18段

第15至第18段通过。

第19段

52． 山田先生说，其他地方似乎有提到“共有

的自然资源”专题相关会议之处。因此，最后一句

应当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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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席说，考虑到该段涉及与其他机构的合

作问题，两处提法都应当保留。他补充说，与教科

文组织和粮农组织专家举行会议的日期不是所说的

7月23日，而是7月30日。

54． 佩莱先生说，委员会与人权机构的联系问

题被一带而过，他对此表示遗憾。他倾向于将此种

联系描述为有益的、令人感兴趣的或有促进作用的。

55．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赞同地说，效果

是相当明显的。他希望看到案文中列入对教科文组

织专家的赞美之辞，他们为与委员会举行会谈作出

了极大的努力。

56． 主席建议该段开头采用这样一句话：“举

行了以下尤其重要和有益的会议。”

57． 卡特卡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如果

委员会认为此种会议不重要，它也就不会举行会议

了。显而易见的事情没有必要说。

58． 主席认为只称赞与某一机构举行的会议，

似有贬低其他机构之嫌，话虽如此，他依然认为提

请注意委员会扩大了与其他机构的联系还是颇为有

益的。

59． 佩莱先生表示同意。委员会与人权机构的

关系并非一直非常密切。案文中列入褒奖之词，既

实话实说，也谨慎得体。

60． 主席建议插入新的一段，第20段之二，说

明与其他机构举行的会议十分有益。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9段通过。

第20段

第20段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

第 2790 次会议

2003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5 分

主席：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出席：阿多先生、布朗利先生、池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科洛德金先生、曼斯菲尔德先生、马西森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蒙塔兹先生、庞布 –
齐文达先生、佩莱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山田 
先生。

  –––––––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续完）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委员会第

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十一章。 他回顾

说，委员会在上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该章的 A、B 和 
C 节。

第十一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续）

（A/CN.4 /L.643）

D．出席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代表

第21段

第21段通过。

第22段

2．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加亚先生出席

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

就这样决定。

经此增补后，第22段通过。

D 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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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际法讲习会

第23至第25段

第23至第25段通过。

E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十一章通过。

3．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委员会报告草

稿第八章 B 节。

第八章 对条约的保留（续完）

（A/CN.4 /L.640和 Add. 1 -3）

B．本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情况（续完）

（A/CN.4 /L.640 /Add.1 -3）

第1至第4段（A/CN. 4 /L.640 /Add.3）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4． 加亚先生说，英文本第一句中的“compared”
一词应改为“likened”。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段

5． 加亚先生建议，该段最后一句几乎无法理

解，应当删去。

6． 主席说， 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加亚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第7至第14段

第7至第14段通过。

第15段

7．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建议，在第 15段第一句

“欧洲委员会”之后应加上“秘书长”三字，第二句

中应删去“也许”一词。此外，由于该段倒数第二句

几乎无助于读者的理解，她建议在右括号后增加下

列一句：“因为从来不可能对早先作出的保留作出

更宽泛的解释，即使各方都同意了该项保留”。

8．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第16至第28段

第16至第28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八章通过。

第二章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概况

（A/CN.4 /L.634）

9． 佩莱先生说，第二章按照目前的形式，读

过后不会让读者变得更明白。最好强调委员会必须

处理的主要问题，而不是机械地列举它通过的正式

决定。应当在今后重新考虑该章的结构。

10． 曼斯菲尔德先生（报告员）同意佩莱先生的

意见，他说，委员会应在其下届会议上尽早举行规

划组会议，解决这一问题。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11． 加利茨基先生指出，既然委员会没有将关

于对保留的反对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应将

第5段最后一句中“以及对保留的反对”几字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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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加利茨基先生

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5段通过。

第6至第11段

第6至第11段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二章通过。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CN.4 /L.635）

第1段

第1段通过。

A．国际组织的责任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A 节通过。

B．外交保护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B 节通过。

C．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

际责任）

第6段

13．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建议在 (d) 项的“国家

可能”之前加上“国家资金和”字样。她还建议增

加新的 (f) 项，内容如下：“(f) 委员会工作的最后 
形式。”

14．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6段通过。

经修正的 C 节通过。

D．单方面行为

第7段

15． 马西森先生建议，第一句的“扩大了本专

题的宗旨或范围”应改为“重新确定了本专题的范

围”。此外，应当向各国说明委员会在第二句中使

用“严格意义上的单方面行为”的含义。因此，他建

议在这一句后应加一脚注，并在脚注中给出工作组

对这一短语的定义。最后，最后一句中的“单方面

行为”应改为“这些单方面行为”。

16．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马西森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

第9段

17． 佩莱先生建议，第二句中的“考虑提供”应

改为“提供”，因为委员会实际上是再度请各国政府

提供资料。

18． 主席说， 他认为委员会同意佩莱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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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9段通过。

经修正的 D 节通过。

E．对条约的保留

第10至第12段

第10至第12段通过。

第13段

19． 加亚先生建议，第一句中的“委员会乐意

知道”应改为“委员会想知道”。

20． 主席说， 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加亚先生的 
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正的第13段通过。

第14段

第14段通过。

21．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建议，应通过一项新的

第14段之二，内容如下：“准则草案2.3.5（扩大保

留范围）引起了意见分歧。委员会很想知道各国政

府究竟是想保留、删除还是修正该条。”

22． 佩莱先生指出，这类建议只能适用于二读

期间。实际上，该草案已经退回起草委员会供一

读，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就该拟议案文而言，他

表示强烈反对，因为它没有向各国提供说明，因此

也不容它们答复。

23． 梅莱斯卡努先生建议，为便于通过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建议的新段落，可以指出，委员会进行

了表决，决定保留该项准则草案。按照目前的形

式，案文给人的感觉是，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拿不

出意见，而它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决定。

24． 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提醒委员会委员注

意，按照规则，报告只涉及委员会内的正式讨论。

25．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说，他支持埃斯卡拉梅

亚女士的建议，认为该项建议是全面和客观的。他

还同意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的意见。

26． 加亚先生说，委员会不需要询问各国政府

是否应当删去或修正一项特定建议。应当由委员会

来作出决定。然而，它可以向各国政府征求对这个

问题的意见。所提请求应当便于各国政府理解，因

此，不妨将其列入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案文草案的一

个脚注中。

27．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支持加亚先生的建

议，认为这是一种折衷办法。

28． 主席建议，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建议应这

样来措辞：“准则草案2 .3 .5（扩大保留范围）引起

了意见分歧。这项草案已提交起草委员会。尤其欢

迎各国政府就这项准则提出意见。”他还建议，应

增加一个脚注，列入有关草案的案文。如无异议，

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些建议。

就这样决定。

新的第14段之二通过。

经修正的 E 节通过。

F．共有的自然资源

第15段

29． 主席建议 (b)项的案文应改为“特定地下水

的主要用途和与地下水管理有关的国家实践”，(d)
项的案文应改为“国家立法，尤其是联邦国家对跨

越其行政分区之地下水的立法以及关于如何执行此

种立法的资料”。

经修正的第15段通过。

经修正的 F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第三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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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A/CN. 4 /L.633）

第1至第9段

第1至第9段通过。

第10段

30． 佩莱先生说， 法文本中， 该句结尾处的

“composés comme suit”应当删除。

31． 主席说，这个短语是因为疏忽而留下的，

就像西班牙文本中的相应短语“integrados por los 
miembros que a continuación se indican”一样，也应当

删去。

经修正的第10段通过。

第11至第13段

第11至第13段通过。

报告第一章通过。

经修正的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

告全文通过。

会议闭幕

32． 在按照惯例互致谢意后，主席宣布国际法

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闭幕。

上午 10 时 55 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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