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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委员会在2011年4月26日第3080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议程：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对条约的保留。

3. 国际组织的责任。

4.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5. 驱逐外国人。 

6. 引渡或起诉义务。 

7.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8.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9. 条约随时间演变。

10. 最惠国条款。

11.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12. 第六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4.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 (《章程》第11条 )。

15.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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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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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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安组织 (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常设国际法院 (PCIJ) 常设国际法院

联卢援助团 (UNAMIR)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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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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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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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国际法年鉴》(BYBIL) 《英国国际法年鉴》 (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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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汇编》(I.C.J. Reports) 国际法院 ,《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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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律汇编》(ILR) 《国际法律汇编》(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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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P.C.I.J., Series A) 常设国际法院 ,《判决汇编》(Collection of Judgments) (第1至24号： 
截至1930年 )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B辑》(P.C.I.J., Series B) 常设国际法院 ,《咨询意见汇编》(Collection of Advisory Opinions) 
(第1至18号：截至193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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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卷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系指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

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系指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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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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582页。

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 诉请书编号：35763/97，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2001年11月21日的判决，

《2001年判决和裁决汇编》，第十一卷。

阿尔 -吉达案 英女王 (应阿尔 -吉达申请 )诉国防大臣案，2007年12月12日上议院的判

决，[2007] UKHL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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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第43页。

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 (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联邦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011年国际法院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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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264页。

贝赫拉米和萨尔马迪案 贝赫拉米和贝赫拉米诉法国案和萨尔马迪诉法国、德国和挪威案，诉请

书编号：71412/01和78166/01，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2007年5月2日
的裁决 (可受理性 )，可查阅该法院的HUDOC数据库：http://hudoc.
echr.coe.int。

贝勒哈斯等人诉亚隆案 515 F.3d 1279 (D.C. Cir. 2008)。

本 · 蒂利特案 本 · 蒂利特案仲裁案 (大不列颠诉比利时 )，C. G. Fenwick, 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1935年，芝加哥，Callaghan and Company，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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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简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布特斯案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第3卷 (2000)，第677至第

691页，也见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第32卷 (2001)，
第266至第282页。

2001年9月18日的上诉判决，荷兰最高法院。

第7378号案 (危地马拉 ) 1981年6月25日第30/8号决议案，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委员会

1980-1981年的年度报告》(OEA/Ser.L/V/II.54, doc. 9 rev. 1)，1981年
10月16日 (载于www.cidh.oas.org)。

尼加拉瓜在边境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案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临时措施，2011年3月8日的命令，《2011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刑事司法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法国 )，判决，《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查尔斯 · 泰勒案 检察官诉查尔斯 · 甘凯 · 泰勒案，案件编号：SCSL-2003-01-I，2004年
5月31日关于管辖豁免的裁决，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上诉分庭

(www.rscsl.org/Taylor.html)。

霍茹夫工厂案 霍茹夫工厂案，索赔，案情实质，1928年9月13日的第13号判决，《常

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17号。

琼卡案 琼卡诉比利时案，诉请书编号：51564/99，欧洲人权法院，第三法庭，

2002年2月5日的判决，《2002年判决和裁决汇编》，第一卷。

养护和可持续开发箭鱼种群案 (智利 /欧洲共同体 )，2000年12月20日的命令，《2000年国际海洋法法

庭汇编》，第148页。

智利—影响箭鱼进口和转运的措施案，世贸组织 (WT/DS 193)。

Cooperatieve Producentenorganisatie van de  
Nederlandse Kokkelvisserij U.A.诉荷兰案。

诉请书编号：13645/05，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1月20日关于可受理性的

裁决，《2009年判决和裁决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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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帝汶案 (葡萄牙诉澳大利亚 )，判决，《1995年国际法院汇编》，第90页。

英吉利海峡案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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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第271页。

费里尼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案 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2004年3月11日第5044/2004号裁决，载于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第87卷，第2号 (2004)，第539页。英译文

见《国际法报告》，第128卷 (2004)，第658页。

边界争端案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 ) 关于委托国际法院受理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共和国2010年7月20日联合

提交法院的边界争端案的特别协定案，国际法院，2010年受案清单

第149号。

卡扎菲案 卡扎菲案，法国最高上诉法院，刑事法庭，2001年3月13日，《国际法

报告》，第125卷 (2004年 )，第490页。

沙乌尔 · 穆法兹将军案 关于沙乌尔 · 穆法兹将军案，地区法院 (博街 ) 2004年2月12日的判决，

载于《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第53卷 (2004年7月 )，第771至第773
页。

戈尔巴乔夫案 2011年3月30日，伦敦西敏斯特治安法庭 (未出版 )，转载于R. O’ Keefe，
“Decisions of British Courts during 2011 involving questions of public 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2011年英国国际法年鉴》，第82卷，第1号，

第570至第574页。

戈托维纳等人案 检察官诉戈托维纳、切尔马克和马尔卡奇 (“风暴行动”)案，案件编号：

IT-06-90-T，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2011年4月15日的判决 (载于

www.tpiy.org/case/gotovian/4)。

危地马拉种族灭绝案 最高法院对危地马拉种族灭绝罪案的第327/2003号判决，2003年2月25日， 
西班牙最高法院刑事庭 (未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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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案 (美国诉危地马拉 )，J. B. Moore (编 )，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Embodied in Diplomatic Discussion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第四卷，1906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

第102至第108页。

Impregilo 股份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案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编号：ARB/07/17，2011年6月21日的裁决，

载于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AdvancedSearch.aspx.

帕尔马斯岛案 (荷兰诉美国 )，1928年4月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 (出售

品编号：1949.V.1)，第829页。

贾巴里诉土耳其案 诉请书编号：40035/98，欧洲人权法院2000年7月11日的判决，《2000年
判决和裁决汇编》，第八卷。

日本—酒精饮料税案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报告，WT/DS8/AB/R (1996年11月1日通过 )。

Jaworzina案 1923年12月6日的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汇编》，B辑，第8号，第

38页。

琼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案 (沙特阿拉伯王国 )，上议院，2006年6月14日上诉法官的意见，[2006] 
UKHL 26。转载于《国际法报告》，第129卷 (2007)，第649页。

2004年10月28日判决，上诉法院，高等法院，皇座法庭。转载于《国际

法报告》，第129卷 (2007)，第649页。

琼斯诉联合王国案和米歇尔等人诉联合王国案 诉请书编号：34356/06和40528/06，欧洲人权法院，2014年6月2日的判决，

《2014年判决和裁决汇编》。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指控所做裁决案

1956年10月23日的咨询意见，《195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7页。

国家管辖豁免案 (德国诉意大利 )，关于获准参与的申请，2011年7月4日的命令，《201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94页。

希腊共和国政府关于获准参与的申请，2011年1月13日提交法院书记处，

国际法院，2011年受案清单第143号。

反诉，2010年7月6日的命令，《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10页。

2008年12月23日提交法院书记处的起诉书，国际法院，2008年受案清

单第143号。

康克由 (又名杜赫 )案 案件编号：001/18-07-2007-ECCC/SC，2010年7月26日的判决，柬埔寨

法院特别法庭。

卡尔努斯诉美国案 United States Reports, Cases adjudged in the Supreme Court at October term, 
1928，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 1929年， 第231页。

肯尼迪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 第845/1999号来文，1999年11月2日通过的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0号》(A/55/40)，第二卷，

附件十一 .A，第220页。

科尔多戈利亚萨尔诉罗马尼亚案 诉请书编号：8776/05，欧洲人权法院，第三法庭，2008年5月20日的裁决，

《2014年判决和裁决汇编》[法 ]。

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案 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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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反对意见，1995年3月23日的判决，诉请书编号：

15318/89，欧洲人权法院，《A辑：判决和裁决汇编》，第310卷。

马菲基尼案 埃米利奥 · 奥古斯丁 · 马菲基尼诉西班牙王国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案件编号：ARB/97/7, 2000年1月25日分庭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裁决，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第16卷，第1 (2001)号，第1页 
 (载于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Advanced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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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特库洛夫和阿斯卡罗夫诉土耳其案 诉请书编号：46827/99和46951/99，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2005年2月4日
的判决，《2005年判决和裁决汇编》，第一卷。

玛塔尔等人诉迪西特案 563 F.3d 9 (2d. Cir. 2009)。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

活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国 )，案情实质，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4页。

混氧燃料工厂案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诉爱尔兰 )，C-459/03号案，法院大法庭2006年5月
30日的判决，《2006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4635页。

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间关于在《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

环境公约》第9条项下获取信息的争端案，终局裁决，2003年7月2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三卷，第59至第151页。

穆希基瓦博等人诉比利时及其他人案 案件编号：04/4807/A和07/15547/A，布鲁塞尔初审法院2010年12月8日
的判决，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Courts，第

1604 (BE 2010)卷。

突尼斯和摩洛哥 (法语区 )的国籍法令案 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汇编》，B辑，第4号，1923年，第6页。

恩丁迪利伊马纳等人案 检察官诉奥古斯丁 · 恩丁迪利伊马纳、奥古斯丁 · 比齐蒙古、弗朗索瓦—

格扎维埃弗朗索瓦—格扎维埃 · 恩祖沃内梅耶和依诺桑 · 萨加胡图，

案件编号：ICTR-00-59-T，卢旺达国际法庭2011年5月17日的判决

(载于http://unictr.unmict.org/en/cases/ictr-00-56)。

Nishimura Ekiu诉美国案 142 U.S. 651 (1892)。

北喀麦隆案 (喀麦隆诉英国 )，初步反对意见，1963年12月2日的判决，《1963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15页。

诺特博姆案 (列支敦士登诉危地马拉 )，第二阶段，1955年4月6日的判决，《1955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4页。

努哈诺维奇诉荷兰案 LJN:BR5388，海牙上诉法院民事法庭2011年7月5日的判决，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Courts, 第1742 (NL 2011)卷
(载于 http://zoeken.rechtspraak.nl 和 www.oxfordlawreports.com)。

皮诺切特案 英女王诉博街都市领薪治安法官案，皮诺切特·乌加尔特单方诉讼 (第一、

二和三号案 )，英格兰，上议院，1998年11月25日和1999年1月15
日及3月24日，《国际法报告》，第119 (2002)卷。

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 案件编号：IT-95-14-AR108bis，应克罗地亚共和国要求就二号审判分庭

1997年7月18日裁决进行复审的判决，1997年10月29日，《国际法

报告》，第110卷，(1998)第688页 (载于www.icty.org)。

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临时措施，2009年5月28日的命令，《2009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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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30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卷，第215页。

关于新西兰和法国“彩虹勇士”号事件的分歧案，1986年7月6日的决定，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九卷 (出售品编号：E/F.90.V.7)，第199页。

兰金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案 1987年11月3日的裁决，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al Reports，第17
卷 (1987-V)，第135页。

伤害赔偿案 对执行联合国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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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15日对柏威夏寺案的判决案 (柬埔寨诉泰国 )，临时措施，2011年7月18日的命令，《2011年国际法

院汇编》，第537页。 

2011年4月28日提交法院书记处的起诉书，国际法院，2011年受审清单

第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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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

责任和义务案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2011年2月1日的咨询意见，《2011年国际

海洋法法庭汇编》，第10页。

对死刑限制案 (《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2款和第4款 )，1983年9月8日第OC-3/83号
咨询意见。美洲人权法院，《A辑》，第3号。

萨曼塔尔诉尤素福等人案 560 U.S. 305 (2010)。

南方蓝鳍金枪鱼案 (新西兰诉日本；澳大利亚诉日本 )，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裁决，

2000年8月4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三卷，第4页。

西南非洲案 (埃塞俄比亚诉南非；利比里亚诉南非 )，第二阶段，判决，《1966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6页。

“温布尔登”号轮船案 判决，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1号。

东凯勒利亚地位案 1923年7月23日的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5号。

塔迪奇案 检察官诉杜什科 · 塔迪奇又名“杜莱”案，案件编号：IT-94-1-AR72, 1995
年10月2日对辩方关于就管辖权问题提出上诉的请求所作的裁决，

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Judicial Reports 1994–1995，第一卷，第352
页起，尤其是第428至第430页。

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32页。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陆地和

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5页。

T. I. 诉英国案 诉请书编号：43844/98，欧洲人权法院2000年3月7日的裁决，《2000年
判决和裁决汇编》，第三卷。

南极捕鲸案 (澳大利亚诉日本 )，2010年5月31日提交法院书记处的诉讼申请，国际

法院，2010年受案清单第148号。

逊卡克斯诉格拉马乔案 886 F. Supp. 162 (D. Ma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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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源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1899和1907年海牙一号公约 ) (1899年7
月29日和1907年10月18日，海牙 )

J. B. Scotte (编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第三版，

纽约，191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41页。

《国际联盟盟约》[英 ]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 ) 国际联盟，《公报》，第1号，1920年2月，第

3页。

《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合约》(《凡尔赛和约》)[英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 )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1919年，第

一百一十二卷，伦敦，皇家印务，1922年，

第1页。

《美洲和平解决条约》(《波哥大公约》) [英 ] (1948年4月30日，波哥大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0卷，第449号，

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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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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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上，第320卷，第4646号，第243页。

特权与豁免，外交与领事关系等

《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英 ] (美洲国家第七次国际会议通过 ) (1933年12
月6日，蒙得维的亚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百六十三卷，

第3802号，第19页。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1946年2月13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4号，第15
页和第90卷，第327页。

《各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1947年11月21日，纽约 ) 同上，第33卷，第521号，第261页。

《联合国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 ) 同上，第500卷，第7310号，第95页。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1961年4月
18日，维也纳 )

同上，第7312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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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1963年4月
24日，维也纳 ) 

同上，第8640号，第487页。

《特别使团公约》(1969年12月8日，纽约 ) 同上，第1400卷，第23431号，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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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
月14日，维也纳 )

《1975年联合国法律年鉴》，(出售品编号：E.77.
V.3)，第87页；也见A/CONF.67/16号文

件，第207页。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2004年12月2日，纽约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9
号》(A/59/49)，第一卷，第59/38号决议。

人权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8卷，第1021号，

第277页。

《欧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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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上，第213卷，第2889号，第221页。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号议定书》[英 ] (1952年3月20
日，巴黎 )

同上，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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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4号议定书》[英 ] (2004年5月13
日，斯特拉斯堡 )

同上，第2677至第2678卷，第2889号，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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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纽约 ) 同上，第999卷，第14668号，第171页。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纽约 ) 同上，第993卷，第14531号，第3页。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英 ] (1968年11月26日，纽约 ) 同上，第754卷，第10823号，第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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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3年11月30日，纽约 ) 同上，第1015卷，第14861号，第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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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公约》[英 ] (1980年10月25日，海牙 ) 同上，第1343卷，第22514号，第89页。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英 ] (1981年6月27日，内罗毕 ) 同上，第1520卷，26363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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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1465卷，第24841号，第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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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公约》[英 ] (1990年7月11日，亚的斯亚贝巴 ) E/CN.4/2004/WG.21/5号文件，第220页。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1990年12月18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220卷，第39481号，

第3页。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年12月13日，纽约 ) 同上，第2515卷，第44910号，第3页。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06年12月20日，纽约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9
号》(A/61/49)，第一卷，第61/177号决议，

附件。

《欧洲委员会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公约》(2011年5月
11日，伊斯坦布尔 )

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210号。

难民和无国籍人

《关于外国人地位的公约》[英 ] (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百三十二卷，

第3045号，第301页。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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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英 ] (《坎帕拉公约》) (2009
年10月23日，坎帕拉 )

载于http://au.int。

运输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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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运

《奥匈帝国、法国、德国、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俄罗斯、西班牙和

土耳其关于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的公约》[英 ] (《君士坦丁堡公约》) 
(1888年10月29日，君士坦丁堡 )

《美国国际法学刊》，补编，第三卷，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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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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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9)，第三卷，第51/299号决议，

附件。

教育和文化事项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10月20日，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440卷，第43977号，

第311页。

国际贸易和发展

《统一支票法公约》[英 ] (1931年3月19日，日内瓦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百四十三卷，

第3316号，第355页。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英 ] (1947年10月30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5卷，第814号，

第187页。

《加拿大政府、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英 ] (1992年12月17日，墨西哥城、渥太华和哥伦比亚华盛顿 )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3年，美国政府印

刷局。

刑事问题

《取缔伪造货币国际公约》[英 ] (1929年4月20日，日内瓦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百一十二卷，

第2623号，第112页。

《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英 ] (1937年11月6日，日内瓦 ) 国际联盟，《公报》，第19年，第1号 (1938年
1月 )，C.546.M.383.1937.V.号 文 件， 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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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引渡公约〉第3附加议定书》[英 ] (2010年11月10日，斯特拉斯堡 ) 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2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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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制止恐怖主义区域公约》[英 ] (1987年11月4日，

加德满都 )
载于 saarc-sec.org。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7月17日，罗马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8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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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38349号，第197页。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年4月13日，纽约 ) 同上，第2445号，第44004号，第89页。

《关于伪造医疗产品和涉及公共健康威胁的类似犯罪的欧洲委员会公约》
[英 ] (2011年10月28日，莫斯科 )

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211号。

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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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页。

《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

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1995年8月4日，纽约 )
同上，第2167卷，第37924号，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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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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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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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0至
第973号，第31页。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公约 ) (1949年8月
12日，日内瓦 )

同上，第970号，第31页。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

议定书》(第一议定书 ) (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125卷，第17512号，第3页。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 ) (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7513号，第609页。

裁军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英 ] (1963年8月
5日，莫斯科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80卷，第6964号，

第43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包括第一

和第二附加议定书 ) [英 ] (1967年2月14日，墨西哥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34卷，第281页和

第1894卷，第9068号，第335页。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年9月10日，纽约 ) A/50/1027号文件，附件。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1997年9月18日，奥斯陆 )
同上，第2056卷，第35597号，第211页。

环境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奥斯巴公约》) [英 ] (1992年9月22日，

巴黎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354卷，第42279号，

第67页。

其他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英 ] (1948年4月30日，波哥大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9卷，第1609号，

第3页。

《关于解决因战争与占领所导致问题的公约》[英 ] (1952年5月26日，波恩 ) 
[根据1954年10月23日签署于巴黎的《关于终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占

领制度的议定书》附表四修正 ]

同上，第332卷，第4762号，第219页。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法 ] (1957年3月25日，罗马 ) 同上，第294卷，第4300号，第3页。另见《建

立欧洲共同体条约》合订本，《欧洲共同

体公报》，第C 340号，1997年11月10日，

第173页。

《税收事项行政互助公约》[英 ] (1988年1月25日，斯特拉斯堡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127号。

《美洲便利灾难援助公约》[英 ] (1991年6月日，圣地亚哥 ) 美洲组织，《正式文件》，OEA/Ser.A/49 (SEPF)。

《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英 ] (1992年2月7日，马斯特

里赫特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757卷，第30615号，

第3页。

《民防援助框架公约》(2000年5月22日，日内瓦 ) 同上，第2172卷，第38131号，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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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美洲民主宪章》[英 ] (2001年9月11日，利马 ) 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文件》，OEA/Ser.G/
CP-1。也见《国际法律资料》，第40卷，

第5号 (2001年9月 )，第1289页。

《修订〈欧洲联盟条约〉和〈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的里斯本条约》(《里斯

本条约》)[英 ](2007年12月13日，里斯本 )
《欧洲联盟公报》，第C 306号，第50卷，部

分发布于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702
卷，第47938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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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一览表

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634 第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油印件。通过的议程见上文第

xii页。

A/CN.4/635和Add.1-3 填补委员会的意外空缺：秘书处的说明 A/CN.4/635和Add.2号 文 件 载 于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35/Add.1和
Add.3号文件现为油印件。

A/CN.4/636和Add.1-2 国际组织的责任：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37和Add.1 国际组织的责任：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同上。

A/CN.4/638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

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油印件。 

A/CN.4/639和Add.1 对条约的保留：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40 特别报告员乔治 · 加亚先生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八次报告 同上。

A/CN.4/641 和平解决争端：迈克尔 · 伍德爵士编写的工作文件 同上。

A/CN.4/642 特别报告员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第七

次报告

同上。

A/CN.4/643 [及Corr.1] 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德 ·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关于发生灾害时

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四次报告

同上。

A/CN.4/644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关于就《武装

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向大会提交建议的说明 
同上。

A/CN.4/645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特别报告员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

关于条款草案第5条和附件的说明 
同上。

A/CN.4/646 特别报告员罗曼 · 阿纳托列维奇 · 科洛德金先生关于国家官

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第三次报告

同上。

A/CN.4/647和Add.1 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莱关于对条约保留的第十七次报告 同上。

A/CN.4/648 特别报告员兹齐斯瓦夫 · 加利茨基先生关于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的第四次报告

同上。

A/CN.4/L.777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标

题和案文

油印件。

A/CN.4/L.778 国际组织的责任：起草委员会2011年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至第67条的标题和案文 
同上。

A/CN.4/L.779 对条约的保留：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于2011年4月26日至29
日和5月4、5、6、10、11、12、17和18日敲定的构成《对

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准则草案案文和标题

同上。

A/CN.4/L.780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一章 (导言 ) 同上，通过的案文见《大会正式记

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6/10)。最终案文

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

A/CN.4/L.781和Add.1 同上，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概况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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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L.782 同上，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提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 同上。

A/CN.4/L.783和
Add.1-8

同上，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 同上，通过的案文见《大会正式记

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

第10号 》(A/66/10和Add.1)。
最终案文载于 《2011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和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三部分 )。

A/CN.4/L.784和
Add.1-2

同上，第五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 同上，通过的案文见《大会正式记

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6/10)。最终案文

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

A/CN.4/L.785和
Add.1-2

同上，第六章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 同上。

A/CN.4/L.786和Add.1 同上，第七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 同上。

A/CN.4/L.787 同上，第八章 (驱逐外国人 ) 同上。

A/CN.4/L.788和
Add.1-2

同上，第九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 同上。

A/CN.4/L.789 同上，第十章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 同上。

A/CN.4/L.790和Add.1 同上，第十一章 (条约随时间演变 ) 同上。

A/CN.4/L.791 同上，第十二章 (最惠国条款 ) 同上。

A/CN.4/L.792 同上，第十三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 同上。

A/CN.4/L.793 对条约的保留：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于2011年7月6、12和
14日暂时通过的关于保留的对话的结论

油印件。

A/CN.4/L.794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起草委员会于2011年7月19日暂时

通过的第10条和第11条草案的标题和案文

同上。

A/CN.4/L.795 对条约的保留：2011年7月27日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暂时通

过的关于保留的援助机制的建议

同上。

A/CN.4/L.796 规划组的报告 同上。

A/CN.4/SR.3080– 
A/CN.4/SR.3127

第3080至3127次会议的临时简要记录 同上。最终文本见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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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6日至6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

离任主席致辞

3. 离任主席简要概述了第六委员会关于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的辩论情况 1，其专题摘要由

秘书处编纂并载于A/CN.4/638号文件。为了加强委

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之间的交流，各国代表团受大会

2005年9月12日第59/313号决议第12段的鼓舞，与

在纽约的一些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和委员进行了对话，

将之作为补充其辩论的做法。这一对话已经成为大

会在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中成立的“国际

法周” 的组成部分，其2010年的重点是对条约的保留、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以及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

的前景等议题。强调了委员会今后的作用和任务以及

委员会在第六委员会范围内与会员国之间的关系和

互动。对好在与法律顾问的会议上展开。在第六委

员会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大会于2010
年12月6日通过了第65/26号决议，其中第4段请各

国政府在2011年1月31日之前向委员会秘书处提交

对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整套《对条约的

保留实践指南》准则草案的进一步的意见，以期在第

六十三届会议上使《指南》最终定稿；该决议第5段
再次请各国政府注意至迟务必在2011年1月1日向国

际法委员会提出其对于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9
年 )一读通过的“国际组织的责任” 条款草案和评注的

评论及意见。大会在该决议第6段中请国际法委员会

优先审议“对外国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 和“引渡或起

诉的义务” 两个专题。大会在该决议第7段中注意到

秘书长关于援助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2 以
及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第396至
第398段 3，并请秘书长在执行大会2002年3月27日第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2 A/65/186号文件。
3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A节。

第3080次会议

2011年4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离任主席：努格罗霍 ·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
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

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会议开幕

1. 离任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开幕。

悼念委员会前委员 
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2. 离任主席说，由于他在2010年10月通知委

员们关于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逝世的消息，本届

会议在悲伤的气氛中开始。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的工作，她热心倡导对国际法的

尊重及其逐渐发展，主要是为了确保对最脆弱人群

的保护。人们将深深怀念她友好、积极和迷人的性格。

应离任主席的邀请，委员们为悼念保拉 · 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而默哀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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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72号决议之余，继续努力确认具体方案以支持特

别报告员的工作。

选举主席团成员

鼓掌选出卡姆托先生为主席。

卡姆托先生主持会议。

4. 主席感谢委员们给予他的荣誉，他赞扬接连

担任第六十二届会议主席的薛女士和斯努穆尔蒂先

生及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所完成的出色工作。他

还感谢非洲国家集团的成员们、尤其是不曾表态支

持他的杜加尔德先生提名他为候选人。

鼓掌选出雅各布松女士为副主席。

鼓掌选出尼豪斯先生为第二副主席。

鼓掌选出梅莱斯卡努先生为起草委员会主席。

鼓掌选出佩雷拉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 (A/CN.4/634)

通过议程。

会议于上午10时30分暂停并于上午11时10分
复会。

按照主席团的建议，经与佩莱先生协商以后，组

成了一个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工作组。这一工作组

将由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主持。

对条约的保留
4 

(A/CN.4/6385
，A节；A/CN.4/639和Add.16

；

A/CN.4/647和Add.17
；A/CN.4/L.7798

；

A/CN.4/L.7939
和A/CN.4/L.79510)

[议程项目2]

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上届会议上，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所基

4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0年 )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对

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其中包括199条准则草案及评注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第105至第106段 ]
并指出计划在本届会议上通过《实践指南》的最终文本 (同上，

第45段 )。
5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6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7 同上。
8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9 同上。
10 同上。

于的一项谅解是，鉴于案文的特殊性质并非注定要

成为公约，委员会将会遵循一项特殊的程序。因此，

已被通过的文件是一个临时文本，应在本届会议上

在考虑到各国的意见之后，最后予以确定。因为第

六委员会特别遵循惯例，大会是否将同意委员会的

做法，一直引人怀疑，但目前已经证明这些担忧是

毫无根据的，因为大会已经要求委员会于2011年完

成《实践指南》的起草工作。大会在第65/26号决议第

4段已经明确指出，请“各国政府在2011年1月31日
前，就构成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临时通过的《对条

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全套准则草案向委员会秘书处

提出进一步的意见，以便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使 《指

南》定稿”。

6. 这是一个不小的任务，因为委员会必须最终

通过一部《实践指南》，包括多达199条的准则以及作

为《指南》重要组成部分的评注。以澳大利亚、奥地利、

孟加拉国、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德国、马来西亚、

挪威、新西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瑞士、大不列

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为代表的

十五个国家，已经在大会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书面意

见 (A/CN.4/639和Add.1)。仅仅考虑书面意见的做法

将是不可取的，也有必要考虑各国在开始探讨关于对

条约的保留这一专题以来提出过的所有意见。已经收

集和整理了自1995年以来在文件中提交的所有意见，

其中大部分是法文本，但也有一些英文本，他根据

这些文件修订了准则草案。在这样做时，他还对自

己是否赞同各国建议做了纪录。在这方面，他提请

大家注意秘书处只为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微薄的资源。

由特别报告员收集和分发各国的意见和没有以至少

两个工作语言出版会议文件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7. 在其工作阶段，委员会收到了各国政府的书

面意见、各国就上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每个准则所做

评论的概述文件、以及在此基础上拟议的修正案及

其支持这些提案的解释。工作组将向委员会全体会

议提议《实践指南》中各项准则草案的最后案文 (A/
CN.4/L.779)。这些案文应该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

结束之前获得通过，以便他在本届会议的两期会议

之间为评注定稿，从而能够在2011年8月12日会议

结束之前获得通过。此外，他将提交第十七次报告 (A/
CN.4/647和Add.1)，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

述关于保留的对话，第二部分讨论如何解决关于保

留的纠纷，第三部分则包括对使用《实践指南》的说

明和一些不同于《指南》第一部分内容的对一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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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最后，他请委员会所有委员以尽可能协商

一致的精神确保本项目的成功。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议程项目1]

8. 主席提请委员们注意此后两个星期的工作方

案。除了已经提到的对条约的保留专题以外，委员会

将在这次会议和随后的全体会议上审议国际组织的

责任问题。当天下午，起草委员会将举行一次关于“武
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的会议，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

作组也将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主席团提议将在下

一次会议上缅怀已故的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必须在本届会议完成

对条约的保留工作。因此，有必要确保对条约的保留

问题工作组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有足够的时

间仔细审阅各国意见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也必须在第

二期会议期间提供足够的时间，用来全面审议评注，

后者具有同准则本身一样的重要性。

本届会议头两个星期的工作方案获得通过。

国际组织的责任
11 

(A/CN.4/636和Add.1-212
；A/CN.4/637和

Add.113
；A/CN.4/64014 以及A/CN.4/L.77815)

[议程项目3]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10.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加亚先生介绍其关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的第八次报告 (A/CN.4/640)。

11.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将在本次会

议上介绍他编写的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八次报

告第一部分，并将在稍后阶段处理关于解除行为不

法性的有关情况以及其他条款草案。鉴于他将不再

寻求连任，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他非常希望

11 关于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5页起。

12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3 同上。
14 同上。
15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这会是关于这个专题的最后一次报告，并希望委员

会能够在本届会议上二读通过这些条款草案。

12. 虽然若干国家已敦促委员会完成这项它们

认为是有用、甚至是非常有用的工作，有一些国际

组织却因缺乏实践而对其价值表示怀疑。大多数国

家和国际组织一直不能、或者并不情愿披露其实践

中可能对委员会的工作产生影响的方面。但是，这

并不是放弃这项从2002年即已开始的研究的理由 16。

正如某国家所指称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已成倍增加，

影响了国际关系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即使还

缺乏广泛的实践，也必须有一个系统、一套一般规则。

制订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规则是发展国际法律秩序

的重要一步。

13. 条款草案的存在本身已经推动了有关国际

组织责任之实践的发展。最近的一个事例是一份由

联合国法律顾问编写的、被泄露给新闻界 17的内部

文件。第八次报告的第47段引述了其中的一部分。

来自国际组织的进一步批评强调了国际组织的多样

性，以及他们中的一些所提到的“特殊性原则”，这

意味着每一个国际组织的责任是由特定的规则制约

的，其中大部分体现在有关的组织规则中。就特殊

规则的存在而言，如同第63条草案所表明的，它

们具有比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优先的地位。但是，不

能据此认为它们涵盖这些条款草案所审议的众多

事项。国际组织提交的意见极少涉及这些规则的 
事例。

14. 有一个国家指出：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

案具有充分的普遍性，概括了种类繁多的现有国际

组织。不能错误地认为，现有的种类繁多的国际组

织即要求为这些组织拟订同样种类繁多的责任规则。

根据条款草案第2条所载的定义，这些条款草案适用

于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人，这些

组织负有权利和义务，而且因为他们负有国际法规

定的义务，因此不能排除会违反这些义务的可能性。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必须能够使它们负责。对于任

何具有法人资格的国际组织来说，都是如此。

16 在第五十四届会议 (2002年 )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

纳入其工作方案，成立了该专题的工作组并任命加亚先生为

特别报告员 (《200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2页，

第461至第463段 )。工作组在同届会议上提交了报告 (同上，

第92至第95页，第465至第488段 )。
17 Jeffrey Gettleman, “U.N. told not to join Congo army in 

operation” ，2009年12月9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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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及另外的

一些国际组织曾建议移动条款草案第63条中关于特

别法的规定，使之成为新的草案第3条。这一位置的

改变不会改变有关条文的内容。他认为，最好将第

63条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因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首

先制定一般规则，然后才提到是否可能存在不同的

规则。此外，在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中列入特别法

条款的做法符合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的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18所采取的模式。

16. 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和当前

条款草案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另一个一般性问题是，

后者过于密切地以前者作为蓝本。在这方面，他对

于他所编写的报告第5段，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7. 在开始讨论具体条款草案之前，他指出，

关于对其报告文字所做的编辑改动，无论他本人、

还是委员会秘书处都没有被征询意见。他特别感到

遗憾的是，在文本中联合国秘书处经常被简称为“秘
书处“。

18. 若干国际组织曾经希望就条款草案同委员

会举行进一步的磋商。这是很难予以保证的，因为

委员会打算制定的不是一项公约草案，而是将提交

给大会的一套条款草案。大多数国际组织都充分利

用了为其提供的机会，提交了自己的意见。

19. 关于委员会是否应该审查一国际组织援引

一国的责任这一点上意见有所分歧。较好的做法似乎

是：推迟这方面的任何决定，因为它不会影响当前条

款草案的任何内容。委员会可以随后审议是否进行一

项研究，可能就关于国家责任的若干条款草案提出

修改。在这方面，委员会不妨考虑是否对国家责任

条款和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加以补充，以解决

涉及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个人和其他实体的责任问题。

20. “国际组织” 和“组织的规则” 的定义引起了

一些评论。大部分意见与“机关” 的定义和对“代理人”

定义的修改有关。鉴于在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中所遵

循的做法各不相同，根据每个组织的规则拟订的“机
关” 的定义是引起差别的根源，而脱离组织规则拟订

一个统一的定义又可能会引起混乱。如果决定要在条

款草案中列入一个“机关” 定义，合理的做法是把这

18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个定义列在“代理人” 定义之前。报告第20段提出的

措辞：“‘国际组织的机关’ 是指根据组织的规则具有

该地位的任何人或实体”。根据草案第2条 (c)款，“代
理人” 包括该组织行事时所借助的官员和其他人或实

体。另一个委员会没有予以通过的、较长的定义将

相关的人或实体解释为由“该组织的某个机关责成履

行或帮助履行该组织的某项职能。” 19 这两套措辞都来

源于国际法院关于伤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如果列

入“机关” 定义的想法被接受，最好避免任何机关和

代理人的类别重叠。出于这个原因，定义可以重新

措辞为：“‘代理人’ 是指组织行事时所借助或责成履

行或帮助履行该组织的某项职能、但有别于机关的

官员或其他人或实体。这个措辞方式没有提到“组织

规则”，后者也许会过度限制“代理人” 的定义。

21. 第6条草案涉及到已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

其行为的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机关行为。若干国家

和联合国秘书处赞同委员会对欧洲人权法院就贝赫

拉米案和萨拉马蒂案所作裁决提出的批评，但有一

个国家宣布不予附议。草案第6条提出了行为归属的

决定性标准，即对相关行为进行的“有效控制”。联

合国秘书处提请注意这一事实，即出于多种原因，特

别是政治上的原因，联合国的历来做法是在维和行

动中保持联合国对第三方负责的原则，尽管它赞成

将“草案第6条列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涉及归联合

国调遣的 ‘机关’ 或 ‘代理人’ 方面划定双方责任的一

般指导原则” (A/CN.4/637和Add.1，对条款草案第6
条的意见，第6段 )。 布鲁塞尔初审法院于2010年12
月8日就穆希基瓦博等人诉比利时及其他人案作出的

判决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践事例，判决认定：联合国

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 )的比利时特遣队于1994
年4月决定放弃基加利事实难民营的决定是由比利时

主持、而不是根据联卢援助团的决定作出的。

22. 关于越权行为的草案第7条是参照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的相应规定的模式拟订的。因

此，它没有明确规定行为是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评

注第 (4)段在这方面的论点是相当清楚的。如联合国

秘书处所建议的，评注可以解释说该机关或代理人

是“在该组织的整体职能范围内” 行事的 (同上，对

条款草案第7条的意见，第2段 )。有一些国际组织

坚持认为，第7条草案应考虑到与特权和豁免相关的

做法，后者被认为对越权行为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同

19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页，第

36段，脚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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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在他看来，总部协议所授予的特权和豁免权只

覆盖机关或代理人在其职能范围内的行为，但这并

不一定意味着越权行为不应归属于国际组织。

23. 关于草案第8条，有关被一国际组织承认并

当作自身行为的行为，联合国秘书处已就“确认的形

式” 要求澄清 (同上，对条款草案第8条的意见，第1
段 )，并询问确认的行为是否应该完全认识到行为的

非法性并认识到其法律和财务后果。他打算在评注

第 (5)段中对一个组织的规则在确定一行为的正确性

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更为详细的解释。

24. 第9条是第二章中唯一一条评论较少的条

款草案。该条款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受到批评。为清

晰起见，评注可以具体规定：如联合国秘书处所指出

的，“在草案第9条的含义范围内，被认为违反国际

义务的行为只是违反规则所包含的国际法义务，并

不是违反规则本身” (同上，对条款草案第9条的意见，

第3段 )。

25. 草案第13条和第14条的评注显然需要借鉴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6条
和第17条的评注来加以研拟。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第16条的评注第 (5)段中指出：“援助或协助的给

予必须是为了便利实施不法行为，并且必须是实际给

予了” 20，这种措辞方式将难以调和国际组织的责任条

款草案第13条，其中只提到认识到不法行为的情况，

而并未以任何方式暗示该组织已经打算促成该行为

的实施。

26. 联合国法律顾问所表达的意见载于报告的

第47段，他不主张以促使实施不法行为的意向作为

负有国际责任的先决条件。尽管这一论据的力度得

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16条的评注的支持，但却没

有理由将其转载于第13条草案的评注中，后者所涉

范围要窄得多。

27. 有一个国家建议：为了避免草案第13条、

第14条、第15条和第16条之间有任何重叠，应在草

案第16条的开头加入“在第13至第15条的限制下”

的短语。

28. 对草案第16条提出的另一项细微修正是笼

统地提到一“成员” 而不是一“成员国或国际组织”，

20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5页。

原因是一个国际组织可能对一成员通过一项有约束

力的决定，而该成员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际组织。草

案第16条第1款将改为：

“在第13至第15条的限制下，如果一国际组

织通过一项有约束力的决定，使一成员实施若

由该组织自己实施即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使

该组织避免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则该国际组

织负有国际责任。”

29. “避免承担“一词引起了一些评论。有人询

问：“并避免承担国际义务” 这个短语是否确有必要，

它是否充其量只是一个解释，最好将之放置在评注

中。然而，除非一国际组织有意滥用权力，否则它

似乎不会负有责任。

30. 草案第16条第2款引起了来自若干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 )、联合国秘书处、国

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 )和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批评。

它们提出了两个论点。首先，考虑到国际组织提出

的建议太多，这项规定的范围被认为过于宽泛。其次，

有人认为，在建议和各成员的行为之间应该有更密切

的联系。对此，他建议—这可能是他在第八次报

告中提出的最激进的建议—干脆将第2款删除 (报
告第58段 )。第16条草案中所拟订的两款，其目的是

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利用其成员的独立法人资格，肯

定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因此可将之视为进行逐渐

发展的尝试。因此，可能最好只保留第1款，这一款

尽管具有创新的性质，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31. 诺尔特先生说，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一议题

是委员会当前议程的核心。由于特别报告员及时完

成了他的工作，委员会也许能够在通过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10年之后完成关于这个专题的

工作。如果国际法最重要的课题责任法可以得到权

威性的阐述，那么这对于委员会和一般国际法来说，

将会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特别报告员的第八份报告

为剩下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且开启了获得

成功的大门。他自己的评论将仅涉及该报告的导言

和第一部分。

32.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大部分分析和结论。

条款草案都是精心拟订的，形成了一个连贯和有凝聚

力的整体。没有必要巨幅改变已经制定的方法。所

需的只是一些收尾工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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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例如，这意味着没有必要询问“特殊性原则”

的表现方式是否应该不同于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方

式—特别报告员的方式是以国家责任条款为蓝本

的。这项原则明确地载于条款草案的第63条。若是

改变条款的整体结构，并将特殊性原则放在专门载

列一般原则的那一章，可能会引起误解，并且意味

着委员会对其权威力量并不确定。这可能会导致“特
别申辩” 的做法，将会破坏整个国际组织的责任制度。

34. 没有必要重新考虑条款草案是否有够多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践予以支持的问题。国际组织

的责任法并不像国家间外交关系法等国际法那样具

有“自足” 的性质，因为它与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密

切相关。这种情况是促使特别报告员采取笼统做法

的原因，即在规则只获得很少实践支持的情形下，询

问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可采取不同于国家责任条款所

采用的方法。如果没有任何理由，若要维护责任法和

责任的原则本身的一致性，就必须遵守为国家所确立

的规则。委员会在起草《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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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成功地遵循了同样的做法。21

35. 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试图解决一个国际

组织援引一国责任的规则问题。尽管这一问题没有在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或国际组织的责任

条款草案中得到解决，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因为在委

员会内或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都没有出现明确的趋

势、赞同就是否应将该规则纳入审议中的条款草案

这一初始的问题做出决定，因此为了完整起见而试

图去制定未经妥善研究的规则已经为时已晚。因此，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考虑进行一个单独的研

究，而不拖延已进行之工作的完成。因此，草案第1
条应保持不变。

36. 就条款草案第2条而言，他仍然同意与特别

报告员所说的，即“国际组织” 的定义不应局限于政

府间组织，但他想知道是否可在评注中解释说，并

不是每个由一国或多国与私人实体的组合就一定是

一个国际组织。这一地位的先决条件是，这种组合有

一个公共职能，而且参与国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37.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所说：委员会不应试图

缩小“组织的规则“的定义，因为如果有些规则受到

21 关于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1982
年……年鉴》[英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二章，D节，第17
页起，第63段。

重视，另一些规则被忽略，人们可能无法完全明白

规则的多样性。

38. 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将“机关” 的定义纳入第

2条草案的建议，但对用语的界定方式不应该排除使

“代理人” 成为“机关“的可能性，反之亦然。例如，

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政府的代理人可以是国家

机关。“机关” 和“代理人” 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同一现

象的不同方面：“机关” 一词是指一实体、包括自然人

采取行动的具体法律能力，而“代理人” 一词主要是

指具有特定法律权限而行事的人。“机关” 和“代理人”

的区别并不在于“代理人” 是在被特别赋予一项职能

的基础上行事的人，而“机关” 则持续行使某一职能。

这种区分在实践中难以实现而且对于正在审议的草

案条款而言，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提议以下列

方式定义“机关“和“代理人”：

“(c) ‘国际组织的机关’ 是指具有按照组织

规则行事之法律行为能力的任何人或实体；

“(d) ‘代理人’ 是指组织借以行事或被组织

授予执行或帮助执行其某一职能的官员或其他

人或实体。”

39. 没有必要将“机关” 定义为“具有该地位的”

任何人。在国家责任法的范围内引述 “该地位”，以

便带出由国家定义其机关的事实，可能是可取的。然

而，从技术上讲，这样的引述不仅是多余的，也会

使得定义成为循环论证。

40. 马里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介绍他编写的关

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八次报告。正如来自各国和

国际组织的意见和评论所显示的，这一复杂的议题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尽管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报告

员却巧妙地运用了智慧和毅力，毫无疑问，委员会

将在二读时对条款草案进行必要的收尾工作。

41. 彼得里奇先生赞同向特别报告员的出色工

作表示祝贺的委员们的意见。他相信，本专题具有

根本的重要性，对其的审议将在这一个五年期内完

成。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和诺尔特先生关于保留第1条
草案原有案文的建议，以避免重新开启对国际组织

成员国之责任的辩论。诺尔特先生关于“机关” 和“代
理人” 定义的建议提供了有益的澄清，应该对其进行

进一步考量。鉴于草案第16条第2款引起一些国际

组织特别尖锐的批评，他赞成关于删除该条第2款和

第3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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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42.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对条约的保留工

作组主席 )宣布，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成员包括：坎

迪奥蒂先生、加亚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诺尔

特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和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12时55分散会。

第3081次会议

2011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
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

利茨基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 、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悼念委员会前委员 
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续 )

1. 主席提到委员会在上次会议上为悼念埃斯

卡拉梅亚女士而默哀一分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在

2002年当选为委员以后，施展能力，满怀热情，为

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坚定地致力于

国际法规则的发展，对借助法律保护弱者和弱势群

体的方式特别关注。她那热情、友好的风度和积极

的处世态度将为委员会的委员们所长期怀念。

2.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委员们亲身体验了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捍卫自己意见时的国际法专长、分

析能力和严谨智慧。她温暖和煦的性格曾多次帮助

委员们达成共识。就很多议题率先发言时，她经常

为他们的讨论设定了基调。作为人权、性别平等和人

道主义事业的倡导者，她证明了自己关于伸张社会正

义的承诺。在她在国际法领域里取得的众多成就中，

她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谈判所起到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3. 萨博亚先生说，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众多优

秀品质表现在她对国际法的深厚理解、对委员会工

作的专注奉献和具有幽默感的战斗精神。她对环境

问题有强烈兴趣，并且对促使青年人研究国际法具

有真正的热情。

4. 佩莱先生表示，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是位真正

的“好人”，他使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

一般的虚情假意。前任委员詹姆斯 · 克劳福德先生曾

经在描绘另一位同事时说：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促使特

别报告员们对专题进行认真思考、仔细斟酌，从而

完善了他们的工作。他本人确信自己关于对条约的

保留的工作就从她的意见中获益良多。

5.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有着捍卫公益事业的天然

能力，她作为东帝汶法学家国际平台的创始会员所

完成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她经常将自己的科学法

律知识同争取人权的愿望结合起来。她一直是委员

会的道德良心，不断地提醒委员们法律不是什么抽

象的游戏、而是伸张正义和促使进步的工具。

6. 如果没有灵魂，法律只是悲哀和枯燥无味的

东西，她知道如何赋予其灵魂。他确信，她的同事

们如果仔细聆听，就能够听到她热情洋溢和充满活

力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回响，要是没有她，这个会议

室会将会是一个不那么有趣的地方。

7. 杜加尔德先生认为，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已对

委员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是首位入选国际法委

员会的女性，为其工作注入了新的精神，分享了她

对于个人占有重要位置的新法律秩序的信仰。她一

方面坚强且特立独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团队

合作精神。他在担任外交保护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时，

即领会到了她充满精力和智慧的贡献。她留下的最

佳遗产是使委员会持续地意识到辩论中总有原则和

信念的一席之地。

8. 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说，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是委员会中极具价值的一员，她对于委员会工

作的扎实贡献将成为她所支持、并为之奋斗的事业

的真正纪念碑。为了开创一个更为理想的工作环境，

她曾对委员会的传统提出过挑战。他本人与她的友

谊并非基于共同的葡萄牙语和文化，而是基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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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渴望学习和进行对话的共同愿望。他对能够

与她结识并共事而满怀感激之情。

9. 加利茨基先生说，虽然他最近才认识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但却感觉一见如故。她是一位不寻常

的女性，对国际公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热情的探索。

即使在与他人意见相左时，她也会以不令人反感的

方式表达不同看法，而且愿意寻找共同点。她不仅

是卓著的国际法专家，也是尽职和体贴的导师。她

当选为委员会的首位女性成员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10. 诺尔特先生说，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既在国

际法领域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也不乏热情和慷

慨—借用佩莱先生的说法，是一种理性之心。从

某种意义上讲，她曾经是委员会的良心。她有以批

判态度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能力，是为其理想而努力

的文明战士，她看到了事物中坏的一面，也预计到

好的一面。

11. 马里先生说，如果委员们对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的悼念没有让更多的人听到，那将是令人遗憾

的。因此，他提议制作发言记录，通过葡萄牙驻日

内瓦大使馆让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在葡萄牙的家人和

公众知道国际社会大家庭多么怀念她。

12. 雅各布松女士赞同各位委员对保拉 · 埃斯

卡拉梅亚的赞誉之词，认为她是影响了委员会工作进

程的一位同事，是一位既有非凡的正直人格，又有

宽容之心的特殊人物。有些委员认为，应该举办一场

活动来赞扬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对委员会的知性贡献。

因此，在日内瓦国际和发展问题研究所的配合和委员

会秘书处的支持下，她正在协调将在本届会议晚些时

候举行的一个纪念活动。希望委员会委员以外的同

事们和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丈夫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她将尽快通知委员们关于这个活动的日期。

13. 主席说，他将注意到这项提议，并期望获

知活动的详情。

14. 佩莱先生宣布，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的一些助理和学生正在卡洛斯特 · 古尔本基安基金会

的支持下组织另一场纪念活动。将于2011年10月下

旬在里斯本举行一次会议，与会者将讨论埃斯卡拉

梅亚生前特别感兴趣的各种国际法专题。热烈欢迎

委员们参加这一活动。

15. 黄先生说，作为委员会的新成员，他希望

同其他委员一起悼念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虽然他与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只在上一年度有过短短一周的共

事经验，却已对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听到其他委

员悼念她的赞誉之词，他也对委员会所有委员们所

展现的高度能力和专业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对自己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感到荣幸，却也清醒地认

识到因此负有的责任，他将不遗余力地帮助实现委

员会的目标。

16. 主席说，即使是在怀着极大的热情与信念

发言的时候，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也始终保持友好的

精神。如果他不得不只用一句话来总结她对委员会

的贡献，这句话是：她的坚强信念事实上推动了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而这正是委员会任务的核心。始终

寻求支持弱者和弱势人群的国际法规则，她唤醒委

员们需要跨过法律推理的狭隘边界，以便制订保护

的新标准。委员会还欠她一份感激之情，他确信委

员们会将在整个上午的会议期间深切怀念她。

会议在上午10时50分暂停，上午11时25分复会。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 ) 
(A/CN.4/636和Add.1-2 ；A/CN.4/637和
Add.1 ；A/CN.4/640以及A/CN.4/L.778)

[议程项目3]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续 )

17. 主席请委员们继续审议关于国际组织责任

的第八次报告 (A/CN.4/640)。

18. 麦克雷先生说，虽然很难模仿埃斯卡拉梅

亚女士在评荐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时那股特别典型的

劲道，他自己的意见是要对特别报告员提出几点质

疑，他乐意设想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批判精神仍然

存留于委员会之中。

19. 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评

论纳入已经提交二读的条款草案。然而，其中的某

些评论反映了一些重大关注事项，需要委员会以较

之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和其上次会议上的介绍

性发言中所建议的方法更为深入的方式加以讨论，特

别是如果要使最后一组条款草案体现出对所提问题

的详尽分析就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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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一个关注的问题是委员会正在拟订一套

条款草案，其基本假设是所有国际组织都具有同样

的法律地位—名义上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并因

此可以获得平等的待遇。然而，这一相似性的假设

在实际中并未得到证实，因为国际组织实际上具有

多样性或“特殊性”，联合国秘书处在对条款草案的

评论中提到了这一问题。虽然对许多已经回应委员

会征询并对条款草案进行过评论的大型和多方面的

国际组织而言，或许可以适用统一的规则，但还有

大量国际组织尚未对条款草案进行评论。它们同已

经出具评论的那些组织极为不同，但也将适用该条

款草案的同样条款。

21. 特殊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某个特定组

织的独特性—正如其内部规则所呈现的那样 (在条

款草案中称为“该组织的规则” )—会在何种程度上

影响到该组织承担责任的方式。虽然委员会已在草

案第63条中处理了该问题，但他不能肯定问题 是否

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22. 第二个关注事项涉及一项反复提出的批评，

即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只不过是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条款的翻版 22，在方法和成果方面引起质

疑。特别报告员已经在他的报告第5段中正确地予以

回应，即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在某些情况下是与国

家责任条款并行的原因是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认为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理由区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然而，

另一个问题是，这项结论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

经得起审查。

23. 在这方面，他不认为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

第26段中所作的论证令人信服，特别报告员认为不

应该将损害列为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因为委员会已

经拒绝将这种概念列入国家责任条款。此外，特别

报告员提到，委员会编制的关于国际组织的文书必

须协调一致，这就意味着委员会的战略历来只是依

循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他也不同意报告在第99段
中援引国家责任条款，以证明应该在条款草案第52
条中保留“基本人权” 一词。由于委员会已经在驱逐

外国人的专题范围内拒绝了这个概念，不论国家责

任条款如何予以处理，他认为不应该在草案第52条
中予以保留。

22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24. 在上次会议上，诺尔特先生曾认为，如果

适用于国家之间条约的规则可以作为国际组织之间

条约的模型，就有理由认为，制约国家责任的规则

也应该适用于制约国际组织责任的规则。这是一个

有趣的论点，他自己也不能肯定两套规则之间的联

系是否那么明确，因为责任可能由于有关行为者的

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而条约的适用性则并非如此。

25. 他认为，目前的条款草案和评注未能妥善

解决国家责任规则和国际组织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明确建立有关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的独立身份。

虽然他赞赏特别报告员努力避免削弱国家责任条款，

但不应该为了达成该目标而牺牲国际组织责任条款

草案的可信性和合法性。因此，应该进一步审议这

个问题。

26. 第三个关注事项涉及一些国际组织经常提

出的意见，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本条款草案所依据的

实践事例还不足够或者不存在。委员会直率地承认

了这一事实，因此，国际组织的责任是透露它们的

实践事例，而他们却很少这样做。本条款草案以实

践事例作为基础的程度会影响到委员会对其工作成

果的定性：以国际组织的广泛的、或普遍接受的实践

为基础的条款草案是一种编纂的形式。但是，在条

款草案不以实践事例为基础的情形下，便产生了以

什么构成其基础的问题：是将一国际组织与一国家等

同起来、常识还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如果所有的

条款草案是一种逐渐发展的工作，委员会是否应该

在一切条款草案中列入免责条款呢？

27. 关于在某些情况下缺乏实践事例这一方面，

特别报告员采取的办法并不一致。他在第60段中指

出，不经常发生某种行为并不是不将这个问题列入

条款草案的理由，而他在第88段中则争辩道，很少

采取职能保护的做法是不在一个条款草案中对之予

以具体处理的理由。由于有这种不一致现象存在，更

加有必要深入钻研国际组织的实践事例对于拟订条

款草案的作用。

28. 他对于委员会可能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

了一些建议。第一，关于特殊性原则，应该指出：在

当前专题的背景之下，这个词的使用含有两层意义：

一是指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和国家责任条款之间

的有分歧的领域，二是指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分歧。无

论是联合国秘书处还是总部设在欧洲的国际组织，都

强调了特殊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且建议作出两项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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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首先要澄清委员会的方法并不是对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进行简单的照抄和轻微的修订，

而是要对国际组织的实践和需求进行独立的分析。第

二项澄清是，需要表明条款草案案文是如何考虑到国

际组织之间的不同的，并且怎样在条文的适用中处

置这些不同。两项澄清都需要在委员会中进行辩论，

他认为：委员会应听取国际组织在他们的评论中提出

的建议，为条款草案中列入一个导言，详细阐明草

案只是在第63条中含糊带过的部分。特别报告员在

其第八次报告第3段中承认特殊性原则可能在国际组

织的情形下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这是一开始就

应该解决特殊性问题的另一佐证。可以在条款草案

中单独载列的导言、或在关于条款草案范围的第1条
中予以解决。

29. 他建议委员会应该组织一整次会议以讨论

所拟议的导言中有关特殊性的范围和内容。委员会

也不妨依循总部设在欧洲的国际组织的法律顾问所

提出的建议，即邀请这些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的一

名代表参加这一会议。特别报告员可在筹备这一会

议的工作组的协助下，向与会的嘉宾提出一系列由

其拟定的问题。

30. 应该在会议上审议国际组织是否因其性质

和职能而有不同层次的国际责任，以及组织规则在确

定责任范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例如，特别报告员

在其报告第4段中指出，有些条款草案与某些组织几

乎无关，这一点或许可以在导言中进一步予以阐述。

该段中提到的一些技术性组织需要知道它们为何不

能援引某些排除不法性的情况以及可以援引其自身

的责任的情况。

31. 为条款草案拟议的导言应说明本条款草案

与国家责任条款的关系，明确提到它们的独立地位

和重叠领域。委员会需要说明它具有制订某项特定

条款草案的独立理由；它应该因此修改或删除评注中

的某些声明，因为它们暗示制订某些条款的理由是

因为这一条款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中

的某一条款并行不悖。为了使委员会编制的文书协

调一致，并不是制订特定条款的很引人注目的理由。

32. 在缺乏实践事例的情况下拟订某些条款草

案的做法引起一个问题。他不赞成列入一个一般性

免责声明，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在实践方面拥有坚实

基础的条款草案的价值。或许委员会可以采取不寻

常的做法，确定某些条款草案确实是基于逐渐发展

的概念，并且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也应该把这个议题列入提议的与国际组织法律顾问

的会议议程中。从许多方面看来，国际组织的法律顾

问都是委员会工作成果的最重要消费者，他们应该能

够像国家法律顾问提到国家责任条款那样，援引国际

组织责任条款草案。因此，委员会必须回应这些问题，

并且让他们看到委员会考虑到了他们的意见。

33. 他意识到他所提出的建议可能改变了委员

会过去所采取的做法。不过，他相信，这种做法将

有助于确保本条款草案获得广泛接受。

34. 最后，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看法，认为委

员会应该分开处理国际组织援引国家责任的问题，而

且在对问题采取立场之前，应该先分析一下有关的

实践事例和法律。

35. 主席说，他已注意到，有人建议举办一次

有国际组织法律顾问参加的会议，他会将这项建议

提供特别报告员参考。

36. 诺尔特先生说，由于他已经在上次会议上

就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八次报告第一部分发表过

意见，现在他将把重点放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他赞同

特别报告员对条款草案第4至第9条采取的做法，尤

其是特别报告员在第43段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适

用欧洲联盟法律的地区，也不完全排除对国际法的

适用。但对于第13至第16条，他表示有些关切。

37. 报告第二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第58段中

提议删除草案第16条第2款，即向国家组织的成员

国和成员国际组织提出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建议会

产生该国际组织的责任。他历来批评需为这种建议

承担责任的看法，所以赞成这项删除提议。但他认为，

特别报告员没有充分解释这一步骤产生的影响。

38. 决定不接受对建议的责任也影响到草案第

13条所涉及的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

的责任。因此，务必予以谨慎处理，以确保对建议

承担责任的原则不致因把建议当作一种帮助和援助

的形式而以间接方式被重新采纳。

39. 但是，他的主要关注是条款草案第13条的

评注。他不反对把帮助和援助的责任原则从国家责任

法移植到国际组织责任法，他也不认为该条款草案

的措辞有问题。然而，应该采取类似于国家责任条

款评注的处理方式，审慎限制帮助或援助的责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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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新颖形式。否则，国际关系中从

事合作与创新的重要形式可能由于担心会有潜在责

任而受到过度抑制。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有时可能

显示，其行动可能为战争罪行的实施提供支持，而这

种行为是不应被允许的，但是，不应该从制度上要

求世界银行验证或确保其贷款是否使用得当。因此，

他赞成委员会在评注中就意向要求而采取与国家责

任条款草案 (第16条 )并行不悖的办法 23。委员会不仅

要遵循特别报告员第八次报告第49段中提到的欧盟

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在评注中增加一些与国家责任

条款草案的评注一致的限制性措辞 (意向 )，他认为，

还应该再往前一步，加强主观上的要求、包括纳入

要求表现某种意图形式的措辞，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包括有意识的滥用。

40. 提到意向之主观因素的文字不是应该添加

到草案第13条的评注中的唯一内容。特别报告员承

认，评注很短，需要加以补充，但是，委员会必须

决定此种补充的方向。在他看来，此种补充通常应

该具有限制性质。因此，他赞同报告第45段中所提

到的建立“琐事标准” 的看法，可以用积极的方式将

之拟订为一项要求，即不法行为“大大地促成了该项

目标”。

41. 关于指挥和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

在对条款草案第14条的评注进行补充时，应该采取

同样的总体做法。因此，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其报

告第50段中提出的建议，认为评注应表明仅是进行

监督并不足以产生责任。

42. 特别报告员承认，草案第13至第16条密切

相关，并且有部分重叠。因此，必须主要通过对个别

条款之宗旨的解释和罗列适当的事例来解释它之间

的相互关系。然而，按照报告第51段中的建议，在

第16条的开头添加“在不影响本条款草案第13至第

15条的情况下” 将是有利于解释条款间的关系的。目

前尚不清楚的是，是否添加的这些字句意味着草案

第13条至15条应具有优先地位，如果是的话，这种

优先地位会带来什么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即使草案第

16条不确立建议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可以从草案第

13至第15条中衍生出来？他的理解是，一旦从草案

第16条中删除提及建议的责任的措辞就不再需要解

释这一条文与条款草案第13至第15条之间的关系。

23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5至第67
页 (评注第 (3)至第 (5)段 )。

43. 他希望对麦克雷先生的发言发表一些评论，

因为他的发言违背了他本人在上次会议上发言的主

旨。在讨论国际组织的“多样性” 时，必须注意这种

多样性在何时是真正有关的。审议中的条款草案包

含两个方面。首先是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多样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条

款草案中多次提到“组织的规则”，这是对多样性原

则的重申。然而，在国际组织与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的第三国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多样性不应被夸大；有

关国际组织是大型或是小型的组织，是技术性的或

统括性的组织并不十分重要。

44. 对于有关“翻版” 的批评，如果他在上次会

议上的发言被解释成意味着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工

作类似于它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工作，那它就是被

误解了。实际上，要在条约法领域采取翻版的做法

是更难办到的，因为条约需要由国会来批准，而国

际组织并没有类似的机构。

45. 同样，有一些他认为是接近于国际法一般

原则的规范，没有必要为之列举许多实践事例，尽

管人们认为有这种实践事例存在。责任是一个比诸

如外交法等其他国际法领域更有固有普遍原则概念

的领域。在这个特定的法律领域里，编纂和逐渐发

展之间的区别并不像在其他领域里那么明确，因此，

不应该以这么人为的方式予以区分。

46. 至于损害是否应当被列为国际不法行为的

一个要素，它没有被列入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原因

与国家的性质无关，而与某些国际法规则的性质不

要求在其在遭受违反时支付违规赔偿金有关。他不

明白为什么同样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国际组织。有时

依靠一项一般基本原则是一种可以遵循的合法方式，

他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请示国际组织的代表或

进一步征询其意见。

47. 最后，他不反对为条款草案添加一个导言，

以概述所提出的关注事项，但他认为，必须看到事

情的前景，不要为即将结果的条款草案重启辩论。

4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赞成前面几位发言者就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所作的感人表述。

49. 谈到国际组织的责任，他赞扬特别报告员

的第八次报告。这份报告便于用户使用而且提交及

时，虽然在实际上遇到某些困难，例如各国际组织

和国家没有按期提交意见，包括叙述实践事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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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感谢特别报告员在上次会议上对其报告所作的

介绍。虽然他将做的发言可能听起来颇具批评意味，

但他希望能澄清两件事：第一、任何批评都不是针对

特别报告员的，他十分赞赏其工作；第二、几年前当

这一专题还比较新颖的时候，他曾代表联合王国政

府在第六委员会中发表过意见，他的疑虑不仅仅是

这些意见的反映。

50. 委员会面临一个困境，在整个进程的后期，

收到了来自国家政府和几乎所有作出答复的国际组

织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几乎可被称为“反对意见的

攻势。” 一些专家在以私人身份—如在世界银行和

查塔姆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 24—发言时，也对其

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如何塞·阿
尔瓦雷斯先生所著的那些 25，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委

员会需要审慎思考这些人说过的观点，作出适当的反

应，并于必要时继续与最相关的各方展开对话。在

这方面，他赞成麦克雷先生的建议，认为应与各国

际组织的法律顾问举行一次会议。

51. 这些反对意见既有笼统意义上的，也有特

定的。它们可能没有充分的理由，也可能是基于自

我利益的驱使，但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委员会的工

作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其为执业者们所接受。要

在未来几周内完成这个专题的工作，委员会承受着

相当大的压力。然而，这种压力由来已久，一些重

要的专题，就像本专题一样，需要经过许多年才能

成熟并受益于来自委员会内外的思考和不同意见。

52. 为了协调这些相互竞争的压力，他敦促委

员会：即使有些委员认为收到的意见受到误导，也不

要予以轻视。委员会不能仅仅说评论本应该早些提

交、或者说已经没有进一步对话的空间了。许多评

论是之前提出过的，特别是被特别报告员称为“反复

出现之主题” 的那些。虽然他欢迎在本届会议期间完

成这个专题，但他不赞成急于求成，取得一个无法

令人满意的结果。一部不尽人意的案文不符合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需要，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该专题本身对

24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inter-
national law”，2011年2月10日在查塔姆研究所举办的国际法

讨论小组会议的摘要 (载于网站www.chathamhouse.org)。
25 例如，“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ountability or respon-

sibility?”， 载 于J. McManus (编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States and Organ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Law, Ottawa, 26–28 
October 2006，加拿大国际法委员会，2007年，渥太华，第121
至第134页。

国际合作的未来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其存在理由

是为了协助各国政府的许多组织来说，就更是如此。

53. 另一个困境是，相关的实践事例很少。然而，

无论从抽象的角度看多么令人信服，光是求助于国

际责任的某些笼统理论是不够的。委员会必须密切

注意国际组织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例。

54. 他要提出若干一般性建议。首先，委员会

应在条款草案开头的总评注中载述其关于本专题的

核心方法论问题所持的看法，从而承认各国和国际

组织的主要关注事项。评注应涵盖报告第3至第6段
中所载述的内容。联合国秘书处和总部设在日内瓦

的组织曾建议按照这样的方针行事，而特别报告员

曾表示他对该建议持开放态度。已经有一个先例存

在，国家责任条款也是以一条“总评注” 开头的，不过，

对于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将需要更多的

推敲。

55. 第二，委员会必须尽可能明确地载述它对

于各条款草案与现行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意见。特别

报告员曾经表示：审议中的条款草案之所以没有获得

与国家责任条款同样的威信有几个明显的原因：缺乏

有关的实践事例和判例法，从2001年制定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以来已经过了10年，那些条

款已经从各国、国际法院及法庭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条款草案的地位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涉及委员会可

能就如何处理案文向大会提出的任何建议。除非委

员会明确表示对于条款草案地位的看法，否则一些

律师和法官、特别是国家法官有可能会被误导，从

而造成不幸的后果。

56. 第三，导言的总评注也应详细处理国际组

织的责任和国家责任之间的差异。报告第4段中对这

一问题略有涉及，特别报告员在其中指出，在收到

的评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国际组织的多样性。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认为将草案第63条移到

案文的靠前部分助益不大。然而，该建议中有一个

重要的基本论点认为，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和这种多

样性可能对条款草案的适用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在案

文的靠前部分予以显著注明。否则，这个问题就有

可能被忽略。仅在答复中指出国际法院关于国家在

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提

到“特别原则” 这一点仅仅意味着国际组织与国家相

比职能较为有限，而且每个组织的职能也各不相同，

这样做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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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国际组织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国家。国际组

织没有领土；甚至在从事所谓的“国际领土管理” 时，

国际组织与有关领土的关系也不同于国家与领土的

关系，而且每一情况都是特殊的。国际组织没有国民，

没有国家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甚至对国际组织具有约

束力的国际法体系也与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体

系不一样。国际组织很少参与缔结国际公约。对各国

具有约束力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对—

或者可能对—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还是一个很

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领域。国际组织和国家需要遵

守强制争端解决办法的程度很不一样。国际组织拥

有不同的结构和设施，其与成员国和其他国际法人

的关系会对适用的法律产生重大影响。对主要规则

和次要规则进行抽象的划分并且说这些都无关紧要，

是很难构成对这些差异的充分答复的。责任并不凭

空存在，而是存在于有关组织的日常生活当中。

58. 第四，委员会需要像对待条款草案那样重

视评注：条款和评注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了其

中一方，就无法理解或适用另一方。事实上，除非与

评注一起阅读，否则某些条款草案是不可能被接受

的。然而，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不应该

简单地复制国家责任条款的评注，虽然可以在适当

情况下予以借鉴。不能简单地予以复制，这是由于

国际组织和国家在实践中有许多差异，也由于2001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其中包括在适用国家责任条款

方面得到的经验，应该在评注中反映出来。如果委

员会要在本届会议期间完成对本专题的工作，则需

要在第二期会议期间至少预留一周的时间来审议特

别报告员对于评注草案的修订案文。

59. 最后，在条款草案内容方面，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不是像有人在前一天辩论期间所说的那样，

只缺一个“收尾工程”。虽然他可能误解了那次辩论

中的发言，然而，他认为“条款与条约法并行不悖”

的说法还远远无法令人信服。在责任问题方面假定国

际组织与国家的地位相同不可能是正确的做法，除

非有相反的情形显示如此。

60. 谈到条款草案第1至第18条的案文，他欢

迎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拟议的修正，这些修正还

需要经过起草委员会的审议。他特别欢迎对草案第

16条拟议的重要修订。如果获得接受，将消除对条

款草案进行一读期间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也理

解特别报告员指出，评注需要在若干方面予以拟订，

但现在已经不能重新讨论条款草案的范围。不过，令

人吃惊的是，尽管从国家和组织收到了许多重要的

评论和意见，第八次报告却只提出了为数很少的修

订。虽然2009年之前作出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先后在第七次报告 26和条款草案的一读 27中得到考虑，

但当时提出的修正相当少，不一定免除了由委员会

再度审查这些早期评论的必要性。

61. 收到的关于草案第1至第18条的反对意见

中，许多在本质上属于起草性质，将由起草委员会

处理。不过，他要就这些条款的实质内容提出几点

看法。他不能确定第1条草案、特别是其第2款已经

足够明确地界定了条款草案的范围。“本条款草案适

用于一国……的国际责任” 的说法会有很大的误导作

用。的确，条款草案中含有关于该议题的一个部分，

但并非整套条款草案都涉及国家的责任。因此，起

草委员会不妨审议这个问题，同时考虑整套条款草

案的标题，后者应该反映其范围。

62. 关于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的第

13条将成为实践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其存在理由

是为了提供援助或协助的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已经

清晰而响亮地表达了它们的关切。他同意诺尔特先

生的看法，即条款草案的评注是至关重要的。不过，

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对于在国家责任条款的评注中

讨论意向问题的疑虑。事实上，务必在草案第13条
的评注中反映这个问题，其措辞应约略等同于国家

责任相应条款 (第16条 )评注中的措辞。同诺尔特先

生一样，他赞成更进一步，扩大草案第13条的评注

的范围。

63. 最后，他感谢特别报告员作出的不懈的努

力，希望与所有委员密切合作，以期在本届会议期

间就本条款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64. 梅莱斯卡努先生支持前面几位发言者对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的悼念。

65. 谈到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八次报告，他

祝贺特别报告员清晰地介绍了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委

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9年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所做出的评论。他首先要陈述某些总体意见，接着

才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26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
号文件。

27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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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在目前的辩论期间，关于委员会需要根本

改变本专题着手方式，他没有听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理

由。国际组织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只是文字上的改动，

而且多为各组织的具体利益所驱动。由于不涉及特

别报告员所提议案文的实质内容，应该有可能在本

届会议上敲定本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

67. 虽然他不反对与提交评论的国际组织的法

律顾问或其他代表举行一次会议，但最终应该由委

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并将建议的修订纳入草

案案文。委员会当然应该铭记国际组织的关注事项，

尽管它们主要反映了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局势的不安，

而非基于现有的实践事例。

68. 在条款草案前面添加一个总评注或导言，

使之成为条款草案的一部分，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

他不反对就某些问题纳入一些更为详细的评注，但在

一个国际公约草案中，以第一部分阐述对整套条款草

案文的理念，将之与包含逐条条款的案文组合起来，

并可能扩充相关评注，不是明智的做法。

69.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委员会是否认为条

款草案只应在大会中辩论，或是否应该邀请国际组

织的代表或专家发表评论，他们的意见可能与委员

会的观点并不一致。无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都不会阻止适用条款草案：关键的考验在于国际司法

机构是否会将之纳入考虑，因为这将显示草案案文

的切题程度。虽然有些委员认为，列入一个总评注

将有利于最后审定并通过条款草案，他认为，委员

会不应该花时间去探索新的途径，而应该把重点放

在敲定草案的最后案文上。

70. 委员会对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采取的

做法是合理的。虽然本条款草案显然与国家责任条

款密切相关，但审议中的条款草案的案文或评注都

未曾自动复制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实

际上，它们是辩论和特别报告员对辩论进行分析的

结果。不过，委员会的确获益于早先的工作，因此

得以纳入已经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获得通过、并

且在国际上获得好评的一些规则。

71. 至于一再出现的“多样性” 这个主题，国际

组织的规模和类型的差别显然很大；例如，欧洲联盟

与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小型技术性组织完全不同。不

过，他同意诺尔特先生，认为就国家的责任来说，它

们的规模、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都没有关系，它们都

必须遵守同样的法律规则，因为国家和人一样，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或应该平等。多样性问题是一个

有趣的哲学命题，但它与国际组织责任的编纂无关。

一旦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就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这种责任的程度取决于特别法。在这方面，他同意特

别报告员的看法，认为列明该原则的条文最好放在最

后，而不是放在草案案文的开头。如果案文一开始就

处理多样性问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由于国际组织

的差距，不可能制订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

为了取得进展，委员会首先必须载列一些共同商定

的规则，然后设法解决组织间的巨大差异。这个主

题很可能需要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

72.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认为未在本条款草案

范围内涉及的问题应该成为委员会随后的研究课题。

他欢迎第八次报告第20和第24段中所载列的建议，

即草案第2条 (c)项应列入关于“机关” 一词的定义，

而“代理人” 一词的定义也应该相应改写。在草案第

16条的情形下，已经收到若干意见，指出如果国际

组织建议其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就

可以扩大该国际组织的责任范围。一些组织表达了

观点，认为这一条款走得太远，将会导致国际组织

责任的概念令人无法接受地外扩，无法得到实践的

支持。虽然特别报告员已经提议保留第16条第2款，

但委员会应该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建议

可能会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应对这些建议可能具

有的法律效力再加斟酌。

73. 诺尔特先生提到了国际组织对于它们不得

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关切。虽然确实应该进一步审议

这个问题，委员会却不应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条

款草案的目的显然是要借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对责任进行限制。国际组织按照其规则真

诚地提出建议似乎不可能被视为会引起责任的国际

不法行为。

74.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希望听取特别报告员

关于召开一次国际组织法律顾问特别会议是否可取

的意见。委员会应立即就此事作出决定，因为如果

要举行这样的会议，委员会将不得不推迟对这一专

题的审议。

75.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不久的将来

举行与国际组织法律顾问的会议将是一个毫无先例

的、有问题的动议。事实上，业已提交的意见很少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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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条款草案的实质内容。此外，一些关于措辞的关注

可以按照他在其第八次报告中的建议从宽予以解决。

76. 尽管对条款草案感到兴趣的不只是国际组

织的法律顾问，还有同国际组织有问题的各国的法律

顾问，但驳回他们进一步参与的要求并非上策。也

许应该在评注案文中加入一项总体声明，特别阐述

多样性以及特殊性原则。没有任何理由不征求法律

顾问对这种案文的意见，因为它只是一个临时草案。

这会显示委员会正准备架设通往法律顾问的桥梁，有

些顾问对条款草案采取了相当激进的处理方式，甚

至暗示委员会应当放弃整项工作。

77. 实际上曾经有过一些以总体介绍开始评注

的先例。因此，他建议起草一条案文，在五月底提

交给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法律顾问。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78.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关

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将包括

坎迪奥蒂先生、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黄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

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佩雷

拉先生 (当然成员 )。

79.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将

包括奥蒂先生、丰巴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

士和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12时55分散会。

第3082次会议

2011年4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
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

加利茨基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

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 (《章程》第11条 ) 
(A/CN.4/635和Add.1-3)

[议程项目14]

1. 主席说，委员会将进行一次选举以填补一项

临时空缺。按照惯例，选举将在非公开会议中进行。

上午10时5分中止公开会议，10时15分复会。

2. 主席宣布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西
班牙 )当选，以填补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去世后

留下的空缺。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 ) 
(A/CN.4/636和Add.1-2 ；A/CN.4/637和
Add.1 ；A/CN.4/640以及A/CN.4/L.778)

[议程项目3]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续 )

3.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关于国际组织

的责任的第八次报告 (A/CN.4/640)。

4. 佩莱先生说，首先，他的处境很尴尬。他一

直批评委员会有些委员们将独立专家的角色与本国

外交部甚至外交部长法律顾问的角色联合起来。而现

在他成了戴着两顶帽子的人，他既是独立专家也是一

国际组织、即国际旅游组织的法律顾问。他以这一

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系统内国际组织法律顾问的会议，

并且签署了由13个国际组织联合提交的关于国际组

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意见 (A/CN.4/637和Add.1)。不

过，由于该文件在许多方面表达的关切都反映了他

作为委员会委员在本专题工作中提出的意见，所以

这一处境看来还不那么令人反感。

5. 令人关注的是，在令人极感兴趣和明晰的介

绍性发言中，特别报告员并没有理会条款草案所引

起的批评意见，也没有在他拟议的修订案中对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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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虑。这一点尤其令人遗憾，原因是尽管国际组

织仅在不久前才正式提交了意见，但是许多意见是

法律顾问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了的。他因此赞同

麦克雷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看法，认为与专

门机构的法律顾问再度召开一次会议将会非常有益。

如果法律顾问们的意见得到认真考虑，条款草案就

会令人满意得多，也更能得到普遍接受。这样做还

不太晚。鉴于法律顾问们将于2011年5月26日和27
日在巴塞尔开会，可以邀请他们在日内瓦稍作停留；

如果这样太复杂，可以召集一个总部在日内瓦的国

际组织法律顾问的特别会议，再加上那些愿意专程

过来的人。有几位法律顾问在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

织 )邀请他们参加会议时这样做过，这次会议形成了

刚才提到的联合意见，表明了他们对该问题的关注。

委员会不能既抱怨现有实践的不足，同时又拒绝听

取实际从业者的发言。在上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正

确地强调了条款草案不是一个谈判案文，但是会议

的目标也不是谈判。其目标是交换非常具体的意见，

以便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实用案文。尽管他对特别

报告员所采取的方法一直怀有严重疑问，但必须直

白地告诉法律顾问们，在本工作的目前阶段已不能

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6. 关于方法问题，他说，他不完全赞成一些法

律顾问和委员会委员们对特别报告员的批评，即认

为特别报告员的意图是制作一个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 28的翻版。国家责任条款提供了一个出

色的出发点，使用它们并非没有道理。尽管相比国家，

国际组织的确是非常不同的实体，但是在国际法和在

一般法律上只有一个毋庸置疑的责任概念。至于麦

克雷先生上次会议援引的事例，上世纪60年代后期，

罗伯特 · 阿戈为消除国家责任定义带来的损害而提出

的理由 29，都可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一切具体方

面。众所周知，国际责任并不纯粹是民事或刑事的，

而是两者的结合。话虽如此，他赞同麦克雷先生的

意见，评注应当强调这一实在推理，而不是重复通

常关于缺少差别的话。然而，尽管正在审议中的条

28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29 除其他外，见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专题的历史，《1973
年……年鉴》[英 ]，第二卷，A/9010/Rev.1号文件，第165至
第168页，第14至第30段，关于条款草案范围的总评论 (同上，

第169至第170页，第37至第42段 )，条款草案第二章 (同上，

第170至第172页，第46至第51段 )以及条款草案1评注第 (13)
段 (同上，第176页 )。

款草案与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的共同特征都是处理

国际法的一个核心议题，即责任问题，但两套条款

涉及到的责任承担者不同。正是此处使得方法问题

成为关键之一，因为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差别巨大，

导致产生了特殊性原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

在某些方面都与特别报告员有着巨大分歧。

7. 无疑，国际组织构成了一类特殊的实体，对

其适用某些共同规则，其中包括责任。国家与国际

组织的一项主要不同是：如国际法院在1949年4月11
日关于伤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明确解释的，国家

是存在于全球的、拥有国际法承认的完整权利的机

构；而国际组织的权限则受到特殊性原则的限制，仅

可以根据需要行使这类权力，以履行组成文书所赋予

的任务。因此，这些权力不是国际组织固有的，而是

派生的和职能性的，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影响其责

任。在这方面，他不赞成梅莱斯卡努先生在上次会议

上表达的意见。与国家和个人—尽管两者不同—

在法律面前平等不一样，法律面前平等的概念对于

国际组织毫无意义，并且这应当反映在条款草案中。

这实际上是一个应当统领整套案文的原则问题之一，

仅仅像报告第3和4段那样提及关于特别法的草案第

63条，或者将这一条转移至条款草案开头是不够的。

特殊性原则和特别法原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

据特别法原则，对于没有特别规则时所通常适用的

一般规则，总有可能减损。而另一方面，特殊性原

则意味着，仅在每一组织的组成文书规定的框架内

才有可能：并非某事悖离了一般原则，而是某事指导

其本身内容。因此，在条款草案中，特殊性原则应

当占据一席之地。应当明确指出，只有在组成文书

所赋职能的框架内行事，国际组织才承担国际责任。

必须从该原则中得出一些实践结果。首先是，将不得

不重新审议越权行为问题—这是法律顾问们极为

关注的问题。尽管他最初赞成特别报告员，认为没

有理由背离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第7条—经比照

修改而成为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7条—但他

现在认为应当修改草案第31条，并且如奥地利所建

议的，在草案第6条中纳入组织行使职能的标准，将

是迈向方向正确的一步 (A/CN.4/636，关于第6条草

案的评论 )。一般来说，应当彻底审查整套条款草案，

以确保特殊性原则得到全面考虑。

8. 关于条款草案的范围，令人惊讶的是，特别

报告员和若干发言者最后得出意见认为，也许应当

阐述对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这是他本人倡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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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却未成功的一步—但是现在去考虑这件事已

经太晚了。尽管各国也许对此有意见分歧，但相当

一部分支持他的意见，如国际组织的法律顾问们一

样。特别报告员的第8次报告第11段的答复似乎不

令人满意。国际组织的联合意见说，委员会的方针

前后不一，的确如此。委员会是在跟着特别报告员

走，而后者采取了一个过分形式主义的方法，声称

他仅仅是要与专题的标题保持一致，即“国际组织的

责任”，而不是对国际组织的责任。另一方面，条款

草案明示—并且有时默示地—阐述了国家对国

际组织的责任问题。草案第1条第2款就是如此，称

“本条款草案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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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一议题确定无疑是国家责

任，但这根本不符合特别报告员所宣称的、抛开仍

有待编纂的零散国家责任问题。

9. 对草案第32条第2款也能提出同样的意见，

还有草案第38、49以及第57至第61条：它们涉及的

是国家的责任，而非国际组织的责任。他支持这些条

款，但是不认为可以说议题仅限于国际组织的责任：

这是与国际组织相关的责任，包含委员会尚未编纂

的国家责任的内容。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12段显示

出不同寻常的灵活性，建议委员会应当开始研究这些

问题，以完成关于责任问题的工作。他欢迎这一建议，

并热切希望这一积极的态度能够落实为行动。

10. 委员会的好几位委员，包括麦克雷先生和

迈克尔爵士，都建议应当由特别报告员主持编写一

份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总导言。尽管他本人

对此不太有热情，仅仅不温不火，但如果这一建议

得到广泛支持，他可以表示同意。如果他的理解正确，

对条款草案评注的导言将仿照国家责任条款评注的

导言。这将界定本套条款草案的范围和限度，清楚

表明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一套依据非常有限的实践而

编写的条款草案，这一案文已经招致很大的批评，并

且远不如2001年的国家责任条款。虽然这毫无疑问

是真实的，但也是一种相当自虐的做法，而且折衷

的导言无法使委员会的良心得到救赎，令其无法对

条款草案作出似乎很必要的修订。委员会的规章要

求它向大会提出建议，说明应就草案采取什么行动。

在这一点上，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虽然他本人认为

在目前的工作阶段很难接受一个决断的建议，但是

没有理由反对向着预定的目标前进。最糟糕的并不是

不可避免的结局，仍很有可能对条款草案作出相当

30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页。

大的改进。委员会拥有最适合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大家期望他显示出所有的才干和能力。

11. 他想对他认为最成问题的现有条款说发表

一些意见，尽管他最关切的是那些尚待提出的条款：

尚待提出的条款中的一些似乎将招致最大的批评。首

先，如果特别报告员关于删除草案第16条第2款的

建议 (A/CN.4/640号文件，第58段 )—不幸地获得

了委员会一些委员的支持—得到通过，那将是最

令人遗憾的。令人惊讶的是，与其在其他问题上的

立场相反，特别报告员突然过度地重视这一条款所

引起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众

多和激进。有人批评草案第16条第2款太绝对，但

是根本没有人要求将之删除。甚至那一相当温和的

批评也是出于对有关条款的误解。与一些批评者—

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和奥地利—似乎所持的意见相

反，草案第16条就国际组织的责任原则作出了规定，

不仅是因为国际组织提出了一项建议，而且也因为

一国遵循了这一建议。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引发了责

任。这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如果认为建议并不重

要，国际组织可以自由地作出这样的建议，而不引

发责任和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不负责任将会成为规

则。因此应当保留草案第16条第2款的主张。因为

这是条款草案中具体针对国际组织的少数规定之一，

所以他尤其反对将其删除。如一些国家以及特别报

告员在其报告第57段建议的，可以争取在建议与成

员行为之间建定更加牢固的联系，但没有必要走得

过远而删除草案第16条第2款。

12. 他赞成在草案第2条中加上“机关” 一词的

定义，但是对特别报告员或诺尔特先生建议的措辞没

有特别的偏好。另一方面，他根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

应当在草案第2条 (d)项 (A/CN.4/640，第24段 )中排

除代理人也许是一个机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组织

的秘书长可以同时是一个机关和一个代理人。在道理

上，双重援引可能没有必要，但是这反映了实际情况，

因此没有理由不予保留。对于特别报告员在草案第7
条中没有理睬专门机构法律顾问们所表达的严重关

切，他感到遗憾。他也不理解为什么特别报告员在

报告第49段说：考虑到关于草案第13条的意见冲突，

看来最好不在该条草案的评注中讨论提供协助或援

助的国际组织的意图是否相关的问题。恰恰相反，正

因为这些意见互相冲突，所以必须加以阐述，即使这

意味着让问题悬而不决—这是某种他并不十分赞

成的状态。最后，对在草案第16条开头加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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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第51段所建议的— “除第13至第15条的规定

外” 这一措辞，他没有具体的反对意见。

13.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关于国际

组织的责任的第8次报告表示祝贺，其中涵盖了一些

最近的实践，并概述了文献中的各种观点。对会员国

和国际组织针对一些条款草案的最相关且最重要的

评论和意见，特别报告员做了出色的分析。来自国

际组织的大多数批评着重于没有实践问题、需要考

虑到国际组织的极大多样性问题、以及重复出现的

条款草案应当有别于国家责任条款的程度问题。国

际组织的某些评论和意见也涉及到了某些条款草案

的评注问题。

14. 根据一些国际组织关于条款草案结构所表

达的意见，特别报告员建议说，委员会应考虑能否将

关于特别法的草案第63条挪到条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导言 )中，作为新的草案第3条。他本人注意到特别

报告员所提出的将草案第63条留在原位的论据，他

充分接受这些论据。有时候，应当在本条款草案与

国家责任条款之间保持点一致性。关于特别法的条

款是作为一种“不妨碍” 条款而放在本案文结尾处的。

15. 一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秘书处，认为

有必要考虑到不同国际组织的具体特点。国际组织的

类型的确不同，但是着手明确区分条款草案涵盖与不

涵盖的国际组织，可能过于冒险和不切实际。草案第

2条中的“国际组织” 定义，足以指定有关的组织类型。

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4段指出的，本条款草案仅适

用于符合必要条件的组织。

16. 关于条款范围的草案第1条的重要性绝不

能低估，他也认为这应涵盖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责任。

关于这一条款草案的第2款，报告第13段中提到加

纳的建议是有好处的，条款草案也应涵盖一国对国

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

17. 有人建议“代理人” 的定义应当伴以“机关”

的定义。作为回应，特别报告员拟议了这一定义，并

且对 (c)项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尽管他认为这两个用

语之间的区别意义很小。他本人认为，诺尔特先生

关于更明确地区分两者的建议，值得起草委员会认

真考虑。

18. 关于草案第9条第2款，他支持联合国秘书

处的意见 (见报告第42段 )，即“只有违反这些规则所

包含的国际法义务，而不是违反这些规则本身，才

会被视为草案第9条所指的违反国际义务行为”。

19. 草案第13至第15条或与草案第16条有所

重叠，这不太可能引起任何不一致的问题，因为每

条草案所处理的情形和情况相当不同。然而，如果

认为有必要消除任何表面的不一致，他不反对在草

案第16条开头加上“除第13至第15条的规定外” 这

一措辞。

20. 草案第16条第2款涉及国际组织非约束性

的行为或建议所带来的国际责任，引发了关切。一

些人认为这是一项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并且认

为这使责任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以往实践的范围。他

认可这一意见，并赞成删除该款。

21. 丰巴先生说，昨天辩论中出现的一些争议

问题似乎是哲学性的，属于法律政策的范畴。例如，

反复出现的关于国际组织如何不同于国家以及缺少

实践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22. 关于第二点所涉的问题，重新开始实质性

辩论为时已晚；我们的目的应当是采取最可行的办

法，尽快完成工作。他认为，没有真正的原则问题

需要决定，因此应当将条款草案和所拟的修订提交

起草委员会。

23.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25段就第一部分拟议

的建议，似乎可以接受，并且可能减少某些潜在的

关于方法问题上的麻烦。

24. 在第二部分中，关于草案第16条的建议似

乎是方向正确的一步。该条第1款没有带来任何具体

难题，并且可以通过第2款澄清其范围。

25. 萨博亚先生说，他赞成丰巴先生、梅莱斯

卡努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的意见，可以由起草

委员会来解决所有剩余问题。

26. 关于特殊性原则，他赞成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的意见，即将国际组织分成各种类别过于复杂；并

且无论如何，当适用条款时会考虑到国际组织的多

样性。他支持佩莱先生就特殊性问题提出的案文。

27. 缺乏实践—重复出现的话题之一—可

能是由于缺乏关于本议题的规则，也可能是由于国

际组织偏好拥有最大程度的独立。但是这些组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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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超过它们的职权，特别是在使用武力和施加调整

政策方面。

28. 他赞成佩莱先生的意见，即条款草案也应

当阐述组织的成员国的责任，并且报告第13段提到

的加纳建议是有优点的。

29. 应当保留草案第16条第2款，因为它对于

该条内容的平衡至关重要。

30.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同意佩莱先生关于条

款草案标题的意见：确实应当更为准确地阐述关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其中国家责任是其一部分。

31. 他赞同诺尔特先生说应当原样保留草案第

63条。他不反对按照佩莱先生的建议，在案文中加

上一个关于特殊性原则的总体说明。

32. 本条款草案应当密切沿循国家责任条款的

模式，这不仅不可避免，也是众所期望的：如果不能

沿循，将会非常令人遗憾。

33. 尽管国家实践不太丰富，但条款草案不能

被视为仅仅是一个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工作。国家的

实践明显为国际组织的实践提供了信息，因此要求

委员会借鉴国家责任条款是相当合理的。如果委员

会能够以快于国家责任条款的速度完成国际组织的

责任的条款草案，将是非常幸运的。

34. 他不能肯定应否在草案第2条中加上“机
关” 的定义。如果决定这样做，必须明确区分“代理

人” 和“机关” 两个概念。“机关” 的措辞适用于法人

或实体，而“代理人” 更适用于自然人。因此，应当

从第一个措辞的定义中删除“人” 字，并且从第二个

措辞的定义中删除“实体” 二字。最好不要使用“委托

(charged with)” 的表述，因为这意味着联合国的代理

人负有具体任务去履行，而实际上他们只有一般性

的任务。

35. 不应当从草案第16条中删除第2款 (b)项。

支持这样做的意见没有说服力。因为将不可避免地

涉及逐渐发展国际法的某些因素，所以他赞成保留

这一条款。

36.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委员会将在

二读中通过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让他感到高

兴。鉴于国际组织的增加及其在当今世界上影响的

增长，国际法律秩序必须配备一套系统的规则，处

理其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

37. 尽管国际组织的确相当多种多样，但是

都隶属于国际法，并且一般性规则也应当适用于它

们。然而，重要的是如特别报告员所说的，铭记在

每一具体情况下，只有满足必要条件时，各条款才

可适用。这当然不妨碍特殊性原则和特别法，尤其

是国际组织的规则，后者管辖着组织及其成员之间 
关系。

38. 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提到的，只要是在

没有理由区别国际法这两类主体的情况下，国际组

织的责任条款草案就密切沿循国家责任条款。显然，

国际法主体的责任必须构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制度，同

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适当应对国际组织的具

体特点。

39. 他认为，出于逻辑上的理由，应当原地保

留关于特别法的草案第63条。

40. 只要仍然能够在本届会议二读通过条款草

案，他不反对与国际组织法律顾问开展新磋商的建

议。特别报告员建议说，应为条款草案引起国际组

织关注的条款草案的主要部分起草一些介绍性说明，

以在今后几周提交各法律顾问审议，这是合理和值

得欢迎的。委员会然后可以在二读结束前考虑法律

顾问们的意见。

41. 关于条款草案范围的草案第1条第2款称：

“本条款草案也适用于一国家对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

法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31。这一问题在条款草案第五

部分中有所涉及，尚未被纳入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

中。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既没有在国家责任条款也没

有在本条款草案中得到明确阐述—例如，一国际组

织援引一国的国际责任。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应当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从而不耽搁审议一读通

过的条款草案。

42. 特别报告员建议在草案第2条中纳入“机
关” 一词的定义，很有意义，并且应当根据诺尔特先

生的建议进行审议。

43. 他还高兴地看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许多

评论和意见不仅反映在条款草案中，而且也反映在评

31 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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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后者太简短了，他支持予以充实的意见，因

为这肯定对相关各方都会有用。

44. 他反对删除草案第16条第2款。这是他在

一读中支持过的条款，阐述国际组织对一成员因组织

的授权和建议而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让

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成员为组织授权和建议的行为

承担国际责任，而组织本身逃避所有责任，这不公平。

45. 除上述保留意见外，他支持将特别报告员

提交的所有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6. 黄先生说，委员会到现在本该已经彻底通

过了条款草案。自2002年以来，国际组织的责任的

专题一直处于委员会的议程上，特别报告员从2002
年至2009年提交了七次报告 32，并编写了一套条款草

案，得到了委员会在2009年第六十一届会议的一致

批准。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至少不能就

实质性问题再重开讨论。

47. 尽管委员会的确应该恰当考虑各国际组织

(总共21个 )的评论和意见，但鉴于评论已经清楚表

示了正式立场，所以没有必要根据一些委员的建议

而与这些组织的法律顾问举行一次会议。

48. 他建议尽快设立起草委员会，以确保委员

会可在本届会议上通过所有的条款草案。

49. 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说，他希望提出

四点意见。第一，国际组织与任何法律主体一样，其

责任来自于其法律地位。这实际上是委员会编纂和

逐渐发展任何具体制度的出发点。

50. 如有人承认的，国际组织的确具有法律地

位，而这一地位不仅影响组织的成员国，并且影响

第三方。显然，一国际组织负有其能够违反的义务，

并可因此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因此，关于国际责任的

规则，经过按国际组织具体性质所做的修正，是适用

于这些组织的。“义务”、“合法”、“国际不法行为”、“伤

32 《200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32
号文件 (初次报告 )；《200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541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53号文件 (第三次报告 )；《2006年……

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64和Add.1-2号文件

(第四次报告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
CN.4/583号文件 (第五次报告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97号文件 (第六次报告 )；《2009年……年

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号文件 (第七次报告 )；

害或损害”、“赔偿” 这类概念等，无论事关国家或国

际组织，都是一致的。如果有不同的话，仅涉及到

适用方式。因此，没有必要过分关切在国际组织的

责任问题上缺乏惯例的现象。

51. 第二，关于国际组织的多样性，梅莱斯卡

努先生在上届会议上已经说了他想提出的主要论点。

他本人同意没有理由根据大小或活动性质来区别国

际组织。即使在大国和“微型国” —虽说主权平

等—之间进行这种区分都不恰当。

52. 另外，普遍接受的事实是：只有当国际组

织实施了国际不法行为—并且仅因这一行为—

时才会出现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

53. 第三，重要的是不混淆特殊性原则和特别

法。特殊性原则具有实质性和功能性的内容。它涉

及国际组织的具体活动领域以及这样一个事实：一组

织与一国不同，没有一般性权力，而是具有派生的

法律人格，并且仅能在其活动领域行事。在另一方面，

特别法原则基本上是规范性的，并限制某些法律规

则的范围—一般来说是属地性限制。因此，从特殊

性原则的角度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管辖范围局限于

一般性和全球性的卫生问题；而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

体的规则，或者关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

团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规则，则构成在世界

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规则背景下的特别法。由于这

一区别，一国际组织可以根据特殊性原则，在其具

体活动领域内适用一般国际法规则，而不是特别法。

因此，关于责任的一般规则应当和能够适用于所有

可能在各自特殊领域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机构。

加上一条关于特殊性原则的草案将会更不妥当，原

因是如果一组织在其由特殊性原则所定义的特定活

动领域外行事，则该国际组织的责任必须被牢固地

确立。

54. 第四并且荒谬的是，有关国际组织在责任

方面的实践并不存在，这意味着，关于责任的规则

应当来自于一些实体的实践，而这些实体本质上会

争取推脱一切责任。由创建国际组织的国家来制定

这类规则，会更为合适。如果本条款草案得到批准，

无论是以2001年国家责任条款的同样形式或者以一

项公约的形式，将由国家，而不是国际组织本身来

作出这一举措。这曾是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情况。

关于该《公约》，也并非所有的条款都牢固建立在既

定的实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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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他认为，委员会不应当把条款草案的最后

定稿推迟得过久。他希望就草案第13和第16条提出

一些意见，不过，他对特别报告员在本届会议第一

次会议上提交的其他条款草案没有特别的评论：对他

来说，特别报告员答复各国和国际组织关切时提出

的解决办法，似乎可以令人满意。

56. 他仅想谈谈草案第13条，因为他在上次会

议上对一个发言表示过关切。诺尔特先生说，案文

可以适用于联合国这类组织，但是不应要求国际银

行这类机构时刻警惕其向各国提供的资金如何适当

使用。必须要记住的是，世界银行与同类的其他机

构一样，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恰如其名字所指：它是

一家银行，尽管是在全球范围内营业。另外，从没

有法律制度要求一银行对借给客户的资金使用问题

负责，除非表明银行明示同意贷款的确切用途，例如，

便利一组织实施伤害人类罪。 

57. 这就是草案第13条的含义；该条起首语提

到了“援助或协助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

行为” 的国际组织。这句话特指援助和协助实施国际

不法行为，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协助。因此，草

案第13条非常有用、非常符合关于国际责任的法律

旨意。应该以目前的措辞保留这一条。

58. 关于草案第16条，他的观点与主张删除第

2款的国际组织不同。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屈从于

它们的敦促，仿佛认为可以通过几处修订而挽救整

条草案。删除第2款，是放弃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一个

重要内容。鉴于过去十五年的国际实践展示了越来

越大的偏离危险，这是一个更需要处理的问题。

59. 他因此建议仅在该条草案标题及其第2和
第3款中删除关于建议的措辞。将标题改为：“向成员

国和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发出的决定和授权”。第2
款 (a)项和 (b)项改为：

“一国际组织负有国际责任，如果：

“(a) 该组织授权一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实施

若由该组织本身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使

该组织避免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

“(b) 该国或国际组织由于该项授权而实施

有关行为。”

第3款的中间几字改为“上述决定或授权所针对的”。

60. 这样，就可以完整保留第16条草案。

61. 诺尔特先生解释说，为了消除误解，他在

建议联合国应当受到更严格于世界银行的约束时，无

意对各种国际组织进行区分。在谈到特别报告员报

告中列举的两个事例时，他试图强调的是两种情况

的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提供的援助或协助密切涉

及到不法行为的实施，例如，在维和行动期间，当

已知会发生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时，介入会成为

有关违反行为的共犯。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世

界银行把钱借出去，并且其一个分行知道这些钱将

会用于或便利于不法行为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

将产生世界银行的责任问题。这两种情况非常不同，

并且考虑到这种不同非常重要，因为在第二种情况

下因果关系不太直接。在可能最终促成不法行为之

举与行为本身之间的关系距离越远，则基于引发责

任的恐惧而克制开展有益活动的风险也越大。因此，

重要的是，不制定可能妨碍国际组织—无论世界

银行还是联合国—开展有益活动的规则。这一点

涉及的不是草案第13条，而是其评注。评注应当明

确涵盖两类情况。至于草案第16条第2款提到的有

关建议的措辞，他记得主席曾说过，一国建议另一

国应做某事的事实，并不足以质疑其责任。

62.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目前阶段讨论

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草案第1条至第18条，也就是

说，委员会应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还是等待对其

进行进一步改写。除非他作为特别报告员的身份影

响了他对情况的理解，似乎委员会许多成员都赞成

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以便最后定稿，并使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二读完成审议。一些条款草

案仅需要编辑上的修订，即使他本人不一定支持这

些修订，但是应由起草委员会来作决定。至少10位
发言人—马里先生、丰巴先生、黄先生、卡姆托

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

生、萨博亚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和维斯努

穆尔蒂先生—明确地在辩论中指出，应当在起草

委员会内继续开展条款草案的工作。其他人曾私下

表达了同样的意见。麦克雷先生和迈克尔爵士曾经

请求说，不是条款草案应保持不变，而是应对评注

加上一个导言，从而更详细地分析他本人称为“重复

出现的” 主题：他已经在上次会议上表示支持这一做

法。这一章—鉴于佩莱先生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

委员会不应对之表示不当的悔恨—应当根据非正

式的磋商进行起草。如果足够及时地完成案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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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可能至少将之提交给联合国的法律顾问们。委

员会将很快与他们会面，从而了解他们的反应，并

决定如何继续下去。在全会审议其余的评注之前—

如果委员会暂时通过条款草案，将于2011年5月起草

这些评注—应当设立一个工作组，其形式将参照

2001年由梅莱斯卡努先生担任主席的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工作组。鉴于起草评注是一个集体工

作，委员会可以从中以较之其个人更大的步伐前进，

因此请所有的委员都提出建议。

63. 在审议那些已经引起评论的条款草案之前，

他想简短地概述一下他对导言一章的看法，但不影

响以后的意见和评论。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是

以国家责任条款为背景的，但是将被界定为一个独

立的文件，依据的是对现有实践的分析以及对国际组

织具体相关问题的考虑。应强调的是，它们远非传说

的国家责任条款的“翻版”，即便对某些问题保持了

同样的解决办法。在两个案文一致的情况下，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脚注66是相关的 ( “在本

条款的规定与国家责任条款的规定一致时，也可酌

情参考早先通过的那些条款的评注。”33)。可以在导言

一章确定这一原则，随后讨论国际组织的多样性问

题，并且指出多样性可能导致制定特别规则这一事

实。这些特别规则大部分出现在关于组织的规则中，

因此只适用于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即使这样，也

不能设想可以全面地适用组织的规则，以至于所有

的一般规则都发生改变，一项不法行为不会引发责

任。另外，鉴于这些规则相当独特，在本研究中无法

对其予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草案第63条的评

注中采用了以下这一事例：当执行欧洲共同体有约束

性的决定时，成员国所采取的行为归于欧洲共同体。

这也许是一个并不非常有意义的事例，因为在欧洲

联盟通过《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

权公约》)的谈判中，欧盟委员会似乎采取了相反的

立场。当介绍报告第二部分时，他将提供另一个事

例—尽管找到一个这样的事例很难。关于特殊性

原则，也将在导言一章中予以介绍。佩莱先生所述

的案文似乎的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见，即国际组织

的组成文书规定了其责任限度。但他不明白一国际

组织怎样可对一非成员称：由于它实施的不法行为与

其职能无关，所以没有责任。关于这一点，他将在

讨论草案第31条时详谈，也可以明确阐述在导言一

章中。

33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

64. 导言一章最后部分处理缺乏实践的问题。

关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提供了新的实践事例

的传言是极为夸张的：他找到了第八次报告第47段
所引用的那段话，不是出现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评论

中，而是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实践的缺乏不可

避免地削弱了条款草案。如果更牢固地以实践为基

础，条款草案将会更有权威性。也许长期来看，案

文将会变得更具权威性；目前，一些条款草案只是简

单地依据于这一原则，即没有理由在国际组织和国

家之间划分一个“实在的” 或其他的区别 (借用佩莱先

生的话 )。也有必要指出其他一些条款草案—比如

关于国家责任的若干条款—体现了法律的逐渐发

展；如果有必要具体说明是哪些：他认为草案第16和
第60条是很好的例子。在讨论过程中，各国和国际

组织对某些条款草案的评论被说成是有敌意的。但

实际上，如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所指出的，大

多数条款得到了肯定，或者根本就无人提及：大多数

评论只关系到对条款草案的评注。虽然有的评论涉

及到了条款草案的案文本身，但是无论如何，那些

案文将会整体由起草委员会重新审议。

65. 关于草案第1条，一些发言者—麦克雷先

生、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和迈克尔爵士—赞

成将国际组织援引国家责任的问题留待以后审议。这

一问题的出现，对他的工作来说相对晚了点，而咨询

过的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了不同的答复，尽管国际组

织往往表示赞成。他认为，这一议题—佩莱先生宠

爱的话题—应当成为另一研究的重点，也可以涵盖

甚至更棘手的、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个人或者非国家

和非国际组织的实体承担责任的情况，从而引发出一

些其他问题。既然国家责任条款也没有触及这一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来个“一石二鸟”。关于是否在本条款中

包括这一问题，他的反对主要在于这将导致有必要修

改国家责任条款第10至第15条，而他认为现在不是

时候—即使某些条款显然必须在将来重新审议，无

论是在国际会议上或在委员会本身的工作中。

66. 迈克尔爵士提出了一个关于编写草案第1
条第2款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可以根据国家责任条款

第57条处理。就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工作来

说，他本人认为，讨论这类组织成员国的责任没什么

错。国家对其所在组织的行为负有责任，一般视作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任何案文的一部分，并且有

时是主要部分。尽管条款草案的标题可能不太确切，

但大家知道，案文涵盖的是国际组织的责任以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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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组织的成员国对组织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他建议在草案第2条中加上“机关” 一词的定义，已

经获得普遍的同意，尽管诺尔特先生认为所拟的定义

是循环的，并提出了不同的措辞。这一定义实际上基

于的是组织的规则。这些规则确定一个人或实体是

否构成一个机关。尽管如此，他愿意考虑不同的方式。

关于总是与“机关” 一词相连的“代理人” 一词，如果

起草委员会认为有益，他认为没有理由不将其定义

写得更确切。佩莱先生批评了草案第7条，并且对他

本人为评注所拟的修改似乎尚不满意。他请佩莱参

照国际组织表达的关切而拟议措辞。后者并未提出具

体建议。如果将所有的条款草案都提交起草委员会，

则起草委尽可以对第7条草案及其评注进行修正。

67. 关于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第13
条草案，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爵士敦促说，应在评

注中转录国家责任条款相应案文评注中的一段，从

而如果追究国际组织的责任，则援助或协助必须具

有便利实施不法行为的意图。回到诺尔特先生的事

例，如果世界银行曾经监督它自己资助的筑坝工程，

接着大坝塌毁—如最近所不幸发生的那样—那

么，要让世界银行承担责任，则必须是它有促成大坝

塌毁的意图。他认为所拟的措辞似乎并未牢固地基

于条款草案的案文，这一点以和缓的语气来讲，非

常令人困扰。另一方面，采用意图标准，将符合—

在条款案文一致的情况下—让本条款草案评注与

国家责任条款评注保持一致的政策：委员会愿意这样

处理是可以令人理解的。

68. 关于第16条草案，他说，建议在第八次报

告第72段中加上“除第13至第15条的规定外” 几个

字，目的是避免重复，并对第16条草案设置附加条件。

诺尔特先生表示有保留，而佩莱先生似乎持赞成观

点。起草委员会无疑可以讨论这一事项，然后作出决

定。最后，关于草案第16条的主要建议—根据各

国和国际组织的众多批评以及该条的创新性质而删

除第2款—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不

是因为他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应由委员会来对各国

和国际组织表达的某些关注进行考虑。他已经由于拟

议了太少的修改而受到了批评，但是他不能提出似

乎不让他自己信服的建议。他仍然认为可以完善第2
款，但委员会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措辞。他建议删除，

是出于政策上的理由，从而表明委员会至少考虑到了

对该款的最尖锐的批评。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爵士赞成删除，佩莱先

生表示坚决反对，而杜加尔德先生、丰巴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萨博亚先生和贝穆德斯先生则赞成

保留该款，但加以修改。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

时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即删除关于建议的

几个字，从而保留第2款，同时极大缓和了措辞。因此，

起草委员会已有了蓝图，只有深入审议这一问题后，

才能够就这一难题给出答复。最后，他建议应当将

草案第1至第18条全部提交起草委员会。

69. 主席说，他理解为委员会愿意将草案第1
至第18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散会。

第3083次会议

2011年5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

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黄先生、雅各布

松女士、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 ) 
(A/CN.4/636和Add.1-2 ；A/CN.4/637和
Add.1 ；A/CN.4/640以及A/CN.4/L.778)

[议程项目3]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国际

组织责任的第八次报告 (A/CN.4/640)。

2.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介绍其第八次报告

的第二部分时说，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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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第五章所涉及的解除不法性的情形，引起了

一个问题，即条款草案是否应包括国际组织不大可

能遇到、也鲜有实例的情形。虽然这些情形只对少

数组织有意义，但这并不能成为将其忽略的充分理

由，因为，如果不列入解除不法性的某一特定情形，

将意味着永远无法援引这一情形。因此，凡涉及解

除不法性的情形的任何规定都不应删除。

3. 对于第20条草案 (自卫 )，各国意见不一。

联合国秘书处作为就这一问题表达过意见的唯一国

际组织，一直赞成保留该条。以“国际法” 为标准来

评估一项自卫措施是否合法的提法遭到了一些批评。

这种提法并不是要扩大自卫的范围，而只是为了使案

文与国际法可能包含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规则相一致。

4. 对于第21条草案 (反措施 )，各国也存在分

歧，但主流意见是，委员会应采取“谨慎做法”。秘

书处反对将反措施列入条款草案，而欧安组织则接

受“由国际组织或针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可能

性” 这一提法。其他组织未就这一规定发表评论。条

款草案第四部分第二章也涉及反措施。

5. 关于国际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第21
条和第51条草案都规定，反措施不得与组织规则不

符。有一个国家鼓励委员会保持对这些规则所作的

狭义解读。但是，如他在报告其他地方所明确指出的，

委员会没有义务对一个组织的规则进行解读，应在

各条款草案的各处评注中说明这一点。

6. 总的来说，各国赞成维持第24条草案 (危急

情况 )。秘书处尤其主张保留该条。另一方面，各国

对该条草案所拟议的修正意见不一；有几个国家要求

准确界定国际组织可以援引的根本利益。有一个国

家认可委员会若干委员的观点，即国际组织可为了

保护成员国的根本利益而援引危急情况。

7. 如他在开始发言时所指出的，他不建议删除

任何关于解除不法性的情形的条款草案。从各国的

意见中看不出赞成任何拟议修改的明显趋势。如果

将条款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后者无疑会对其措辞

可能进行的改进提供建议。

8. 关于条款草案的第三部分第一章，他指出，

各国际组织都认为，国际组织很难遵守第30条草案

提到的“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

偿” 的原则。如评注中所指出的，这一原则反映了保

护受害方的必要性，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实践中经常

对其加以灵活应用。几乎没有举出任何提供充分赔

偿的案例。因此，该条草案表述的原则在实践中不

可能全部适用。

9. 有些国际组织对第39条草案 (确保有效履行

赔偿义务 )感到鼓舞，但希望将其修正为“申明成员

国有义务向组织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以履行责任” (A/
CN.4/637和Add.1，联合提交的意见 )。更不必说，

有些国家希望条款草案明确指出，成员国除了组织

规则可能规定的为组织提供有效的赔偿手段这一义

务外，不承担其他国际法义务。

10. 有两个国家建议在条款草案中列入最初由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提出、并得到委员会一些委

员支持的另一案文，即评注第 (4)段所载的案文。经

进一步考虑，他认为可将该案文与条款草案本身的

措辞结合起来。在做些文字上的改动后，新案文内

容如下：

“1. 责任国际组织的成员应采取该组织规

则可能要求的一切适当措施，使该组织能够履

行本章规定的义务。

“2. 责任国际组织应根据其规则采取一切

适当措施，确保其成员向该组织提供切实履行

本章规定义务的手段。”

11. 同样，第31条草案第1款也引起了一些国

际组织的评论，其中有的组织利用该款发起了更广

泛的运动，以便对组织规则予以更多重视。它们认为，

如果国际组织遵守了其规则，就不应负有责任。这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经合组织 )的传统立场，欧洲委员会也开始持

有相同的观点。

12. 第2款消除了这些关切，指出第1款不影响

适用国际组织在对成员国和成员组织履行责任方面

所规定的规则。因此，如果组织规则包含特殊规则，

后者将适用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但不得修

改调整组织与非成员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则，除非特

殊规则成为一般规则或为非成员所接受。

13. 国际组织的书面评论和声明基本上没有给

出这类特殊规则的例子。联合国秘书处提到了一项

特殊规则，其中规定了对因维和行动而向联合国提

出索赔的金额限制。这项规则源于一项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的大会决议。虽然它会影响到联合国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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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联合国提出的索赔，但并不适用于其他方提出

的索赔，除非这一特殊规则后来适用于其他方。

14. 在关于他的第八次报告第一部分的辩论中，

有一位委员指出，报告第88段给出的不愿处理两个

国际组织关系中职能保护问题的理由是，这种问题不

大可能出现，这与报告的其他部分不一致，在其他

部分，缺乏实践并不被认为是提出条款草案的障碍，

例如关于解除不法性的特定情形的条款草案。但是，

第88段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实践的缺乏，而是一个

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际组织所提供的职能保护意义

不大。这就是为何无需述及该问题的原因，而对于解

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形而言，正如他已经解释的，必

须在条款草案中详尽地列出各种情形，因为否则的

话就将无法进行援引。

15. 条款草案第48条第3款涉及被违反的义务

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情况下，一个国际组织

援引另一个组织责任的问题，在该款中，委员会认为，

这一权利取决于“保护被违反的义务所基于的国际社

会利益” 是否属于“援引责任的国际组织所担负的职

责”。有一个实例直接证明了这种做法的适当性，该

实例见于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2011年2月
发布的关于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

家所负责任和义务案的咨询意见。该分庭认为，国

际海底管理局就“区域” 内违反义务的行为提出索赔

的权利“隐含于《公约》第一百三十七条第2款，其中

指出，国际海底管理局应 ‘代表’ 全人类行事”。虽然

这一裁决依据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具体条款，

但从本质上讲，它依据的是有关国际组织被赋予某

些特定职能这一点。该分庭认为，每个缔约国都有

权就“区域” 内违反普遍义务的行为提出索赔，但它

认为，有关国际组织是因这些职能而有权获得赔偿。

因此，虽然该分庭没有直接提及条款草案第48条第

3款，而只提到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

款草案中的第48条，但它对国际组织援引责任采取

的做法似乎与委员会相似。

16. 关于第五部分，他注意到，虽然第60条草

案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逐渐发展，但有些国家赞同

委员会的如下观点：成员国“若为寻求避免遵守自己

的某项国际义务而利用该组织在该义务的事项方面

所具有的职权”，即应承担责任。一读通过的第60条
草案没有使用“规避” 一词，尽管它暗含着成员国的

主观性或某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可在评注中进一步

说明这一立场，并应强调，如三个国家和欧盟委员

会所建议的，要确立有关成员国的责任，必须有利

用国际组织的独立法律人格的具体意图。

17. 他建议，为避免与第57至第59条草案的重

叠，应当修改第60条草案，在该条开头添加“在遵守

第57至第59条的前提下” 一语。

18. 虽然特别法很重要，但就条款草案第六部

分提交的评论没有提供任何可以添加到第63条草案

评注中的实例。不过，应在评注中添加他在第八次

报告第116段中提到的一个新案例，该案例涉及将一

个成员国的行为归于欧洲联盟的问题 34。 

19. 最后一条规定，即第66条草案，是一项提

到《联合国宪章》的保留条款。需要有一个关于条款

草案不影响《联合国宪章》的一般性声明，但第66条
草案引发了各种意见，最好不要在评注中表达有些

国家认为有争议的观点。因此，他将修订有些国家

所反对的评注内容。

20. 尼豪斯先生说，埃斯卡拉梅亚女士的逝世

使届会在开始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与其他人一

样，对她的逝世深表悲痛。

21. 缺乏国际组织责任方面的规则一直是国际

法的一大缺陷。特别报告员在有关这一专题的第八次

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组条款草案巧妙地汇总了对他原

先的提议所提出的一切建议和补充内容。然而，迄

今就案文提出的评论意见超出了适合二读的分析范

围，深入到了一读过程中基本上处理过的细节。因

此，他建议发言者在全体会议上仅限于作出适合二

读的评论：迄今听到的大多数意见最好在起草委员会

提出。国际组织提交的书面意见显然应当得到考虑。

为此，宜与这些组织的法律顾问举行一次会议。

22.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现在应与特别报告员

认为与二读特别有关的评论一起，交给起草委员会，

以便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通过最后形式的案文。这

将是在国际法发展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委员会

在履行任务中取得的一项显著的成就。

23.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也对埃斯卡拉梅

亚女士的逝世表示悲痛，并对委员会新委员埃斯科

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表示欢迎。

34 Cooperatieve Producentenorganisatie van de Nederlandse 
Kokkelvisserij U.A.诉荷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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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他祝贺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近

10年来的努力将随着委员会完成有关这一重要专题

的工作而在本届会议告以结束。委员会按照惯例最后

敲定案文所需的一切要素现在都已具备。他认可第八

次报告，并感谢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提出了一项提议，

该提议经适当考虑后，被特别报告员列入了第39条
草案第2款。

25. 坎迪奥蒂先生也认为，二读确实是委员会

工作的最后阶段，因此应在这一阶段最终通过案文。

他也感谢特别报告员将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的

提议纳入了第39条草案。他还对第八次报告反映了

委员会关于如何处理反措施的观点表示欢迎。委员

会现在可将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

上午10时40分散会。

第3084次会议

2011年5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

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

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

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伍德爵士。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 (《章程》第11条 ) 
(A/CN.4/635和Add.1-3)(续 *)

[议程项目14]

1. 主席在欢迎新委员，康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

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时说，她公认的经验和才干将促

进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鉴于25年
多来委员会一直没有一位西班牙籍的委员，她对能

够加入到为国际法发展作出卓越奉献的杰出同仁之

列深感荣幸。同时作为卓越法学家及经年老友保拉·埃
斯卡拉梅亚女士的继任者，她深感殊荣。因此，她

本人真诚感谢在座各位同仁的支持，而且对能为委

员会的工作聊尽绵薄之力感到欣慰。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 ) 
(A/CN.4/636和Add.1-2 ；A/CN.4/637和
Add.1 ；A/CN.4/640以及A/CN.4/L.778)

[议程项目3]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续 )

3.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国际

组织责任的第八次报告 (A/CN.4/640)。

4. 佩雷拉先生说，他主要拟就条款草案第二部

分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这个在委员会

内激起极为活跃讨论的议题，发表几点一般性评论。

5. 他支持几位委员会委员的提议，即导言章节

应澄清辩论期间出现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必须

维持所审议的条款草案与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条款 35 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保留拟通过的关于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自成一体的性质。至于相关的实践

甚少，甚至完全缺乏实践的问题，委员会往往不得不

诉诸类比推断。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尚无实践印证的条

款，应被作为国际法的逐步发展看待，然而，这种做

法应只限于一些基本问题，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实践

检验，就会在委员会拟议创建的制度中形成漏洞。最

后，国际组织的多样性绝非无足轻重的问题。为此，

如佩莱先生所提议的，条款草案应在特殊性原则与特

别法之间划出区别，即第63条款草案针对的议题。

6. 第20条草案关于自卫作为一种解除不法性

的情况至少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回应。各国政府和国

际组织表达了如此的关切，委员会或许应审查其保

留该条款草案的立场。某国指出“国际法中还没有妥

为确立起国际组织 [自卫权 ]的实质，而且行使自卫

权的范围和条件也不如国家自卫权条款明晰” (见报

告第61段最后一个脚注 )。另一国评述称：“过于笼统

地就国家对武装侵略自然的自卫权利与国际组织或

35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续自第308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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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关或代理人在各种情况下使用武力的任何权利

这两者之间作类比推断……，都是存在风险的” (第
62段 )。虽然联合国秘书处未曾反对将此规定列入条

款草案，但却仅设想了在派驻维和部队之后发生武

装冲突情形下，采取自卫行动的情景。为此，必须

提醒人们注意，联合国主持下的维和部队可在多大

程度上诉诸的武力，要取决于划定部队维和任务范

畴的主要规则。上述困难致使他和委员会其他委员

们更加坚信应该删除该条草案。

7. 关于反措施的第21条条款草案触及的是，在

某些国家看来，由于缺乏实践、相关法律制度的不

确定性和滥用的风险而必须极其审慎对待的问题 (见
报告第65段 )。秘书处着重指出了国际组织与国家之

间的根本区别，并阐明观点认为，鉴于国际组织与

其成员国之间现行特殊关系的性质，该项条款应予

以删除。

8. 鉴于大部分国家政府发表了类似意向的评

论，委员会必须全神贯注地处置反措施与组织规则

相一致这一要害问题。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但却是委员会必须应对的任务。

9. 至于有关危急情况的第24条草案，他同意

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第25条的评注中所采取的措

施，即：“某一特定利益是否为 ‘基本’ 利益要视所有

的情况而定，而且不能事先做出判断” 36。同样，最好

还是保留第24条第1款 (a)项目前的措辞。评注也许

应澄清某个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关系中危急情况的原

则范畴，以及可否按某个组织的特别规则，来处置此 
问题。

10. 若干国际组织对保留关于确保有效履行赔

偿义务的第39条草案表示了欢迎，而且他们希望作

为国际法逐步发展之举，增强该项条款。委员会对

该条款草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提出了备选案

文 (见第39条条款评注第 (4)段 )37。讨论清楚表明，组

织的各成员国，除了须履行组织规定可对之适用的

规则，采取有效措施履行赔偿的义务之外，不承负国

际法所列的义务。鉴于若干国家已明确认同此方针，

似乎没有理由背离它。因此，他同意重新编撰特别

报告员报告第84段拟议的条款草案，并将新的措辞

提交起草委员会。他主张将第二批所有的条款草案

36 同上，第95页，评注第 (15)段。
3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第

58页。

提交起草委员会。至于第20条草案，他将附议多数

人的意见。

1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前几天他发表的一

般性评论也适用于他在本次会议上对第19至第66条
草案发表的评论。他认真聆听了前一位发言人就第

20条草案发表的讲话，虽然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问

题，但他还是主张保留现有的条款文本。

12. 他将与第50至第56条草案一并审议，涉及

反措施这一难题的第21条草案。秘书处关于应省略

反措施条款的提议有相当的道理，因为要就这个可谓

极其复杂的领域编纂条款，既没有实践，也无经验

可以遵循。或许所述的条款草案代之以一项保留条

款，其案文阐明：“本条款草案不妨碍某一国际组织

采取反措施的任何问题”。某一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

施可归属为以下三类：第一，某一国际组织针对某一

非组织成员国违反国际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第二，

某一国际组织针对该组织一成员国违反一项—因

其成员国身份之外的原因—对之具有约束力的国

际法规则所采取的反措施；和第三，某一国际组织针

对该组织一成员国违反因其身为组织成员而且对之

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 (例如未缴纳会费 )所采取的 
反措施。

13. 对于第一和第二类反措施，国际组织应能

依据与国家同样严格的条件采取反措施。至于第三

类反措施因无现成经验借鉴而产生的困难，也许以

保留条款的方式加以处置为妥。

14. 关于危急情况的第24条草案，他倾向于不

要在此处或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编撰这类条款。“整
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和某个负有“保护此利益职

能” 组织的概念，远不清晰明确。无论如何，以这种

几乎排斥所有国际组织，尤其以排斥专门组织和区

域性组织的方式，来限制援用危急情况的权利，显

然不妥。既然没有理由以不同于国家适用援用权的条

件来限制国际组织援用危急情况的权利，那么，第

24条草案第1款 (a)项就应与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的规

定相呼应 (第25条第1款 (a)项 )。

15. 他认同目前关于赔偿问题的第30条草案案

文。秘书处所列举的实例，其中大会显然力求限制支

付向本组织索赔的偿付额，似乎没有具体的相关性，

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违背国内法规定义务的问题。想

来联合国必须与各国达成协议，以便解决在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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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管辖下的事务。同样，他支持保留第31条草案。

该条款草案并不涉及主要规则问题，因为国际组织根

据这些规则承担的义务很可能与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迥然不同。国际组织的有些关切似乎出于它们的推

断，即这些条款草案默认适用了某些首要义务。例如，

第48条草案可能被误解为，在委员会看来，暗示国

际组织与国家一样，要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义务。因

此，条款的评注必须清楚阐明，委员会并未就具体

国际组织可受主要规则的约束采取立场；而且条款草

案阐述的只是国际法的次要规则；对适用于特定组织

的主要规则并不产生影响。

16.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第32、36和37条草

案的评论。他同意第八次报告第84段所载对第39条
草案的修订本，然而，该条第2款仍需加以完善。委

员会不应将步子迈得过大，要求大会必须通过某项

具体的预算决定，因为这对各国而言均属极为敏感

的问题。因此，他提议将第2款的措辞修订为：“责任

国际组织应根据其规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鼓励

其成员向该组织提供切实履行本章规定义务的手段”。

17. 就第四部分第一章而言，他完全同意特别

报告员对第44条草案的评论。

18. 关于题为“一国对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的条款草案第五部分，他说，当初并未要求对第57
至第59条条款草案作任何评论。对上述条款的评注

尤为重要，并且应转录—在必要时更新—对关于

国家责任相应条款的评注。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

的，第60条草案可能与第57至第59条草案重叠，因

此应予以删除，特别是措辞“促使” 的含义不清，应

改为法律含义更明确的措辞“造成”。

19. 若把第60和第61条草案调整到第二部分的

第四章 (以这两个条款草案顶替现案文的第17条草

案 )，文本结构会更为妥善。然后，可在第五部分内

重复这两条草案 (以避免交叉对照 )，或列入一项与

现案文第17条草案一样的规定，从而避免以相当别

扭的方式交叉索引至当前第17条所载的规定。

20. 最后，他支持第八次报告第117段所载录的

某国提议，即列入“要求在适用条款草案时考虑某一

组织具体特征的规定” —尽管第63条草案并不一

定就是放置该条的妥当位置。事实上，第2条草案的

评注第 (14)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个意思。期

待特别报告员会找到一条途经，或编撰一条新的条

款，或在一般性评注中着重突出这一点。剩余的条

款草案均可提交起草委员会。

21. 佩莱先生说，他不再重复他早先就第一和

第二批条款草案所提出过的原则问题，他将对特别

报告员在上次会议上介绍的第19条及其后的各条草

案发表一些评论。

22. 总体而言，他对关于“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

况” 的第二部分第五章中的理念所体现出的国际责任

规则表示欢迎。鉴于这些情况可解除任何其他国际

法主体的不法性，那么就没理由认为这些情况不该

解除国际组织的责任。然而，他仍坚定地反对在第

20条草案列入自卫，因为这并不属于规约责任的一

般性规则的内容部分，而是《联合国宪章》的法律内

容部分。因此，他主张删除此条。正如特别报告员

在第八次报告第63段中阐明的，他已在上一次报告 38 
中提出要将之删除。

23. 就反措施而言，他不反对保留目前第21条
草案的措辞，不过，他想知道第2款 (a)项是否并非

阐述国际组织特殊性原则的最佳之地。该项不妨阐

明，反措施不得违背组织规则，并具体阐明反措施

必须在组织构建文书赋予该组织的职能框架内实施。

尽管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第95段阐明了此观点，

但无论如何，除非在第21条草案第2款中明确列出，

否则，第50条草案第1款就必须说明，受害国际组织

只可根据特殊原则，在组织构建文书所赋予的职能范

围内采取反措施。在案文中或许没有必要特地提及，

只需评注中说明即可。奥地利曾提出过类似的提议，

而且德国也意识到该问题。

24. 第21条草案与第三部分第三章的联系，是

极为令人忧虑之举。第21条草案第2款确立了国际组

织可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采取反措施的情况。这

是不错的做法，因为这样可有助于弥补国家对国际

组织行为的责任方面众所周知的漏洞。然而，即使

对于反措施，这也是不够的，因为该款只涉及作为

某一国际组织成员的国家对该组织所负的责任。显

然，也许可从第2款反推认为，第一款所列的一般规

则适用于非成员国。极为不妥之处在于第50至56条
草案只规定了针对国际组织，而非国家的反措施—

不论这些国家是否为组织的成员国—因此无法使

第21条草案确立的原则产生效果。除了这一极其重

38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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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方面之外，他原则上并不反对保留条款草案中

关于反措施的说法，正如他早就说过的，杜绝上述

漏洞竟然会遭遇如此顽固的抵触实在荒谬。实质上，

他并不主张删除关于反措施的条款，或代之以保留

条款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对迈克尔爵士对各类不

同反措施的划分颇感兴趣。起草委员会在审查关于

反措施的条款时，最好采取这样的分类方式。

25. 关于条款草案第三部分有关国际组织的国

际责任的内容，他仍认为，关于不重犯的承诺和保

证不适宜第29条草案，因为这两者是抵偿的一种形

式，属于第36条草案的主题。当然，该条款草案只

是重复了国家责任条款的错误— “犯错是常人；坚

持错误是邪恶”。这方面最重要问题是赔偿。再次重申，

责任实体必须全面赔偿因其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伤

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实施不法行为的国家、国际

组织或任何其他行为者来说都是如此。然而，他认

可条款草案第三部分的主旨，包括关于赔偿的部分。

不过，他希望提醒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们注意，各国际

组织的法律顾问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即各组织是否

拥有—或更确切地说，不拥有—承担其责任所涉

后果的资源。他一直持有同样的关切，而且在他看来，

这些关切本应成为考虑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根本所

在，它们反映在国际组织尤其是对第30和第39条的

反应当中。为了确保不会对这些所担心的问题置若

罔闻，他谨在此宣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劳工组织写道：

国际组织

必须依靠分配给它们的资金。如果要为可能的补偿

等或有负债蓄积资金，它们就会削减用于完成原定任务

的资金。国际法委员会如要让国际组织承担这种双重义

务，就会引起实际上限制其今后行动的风险。如果进行

补偿，“充分赔偿” 的规定可能会导致有关国际组织的消

亡 (A/CN.4/637和Add.1，劳工组织对第30条条款草案的

意见和看法，第3段 )。

26. 13个组织发表的联合意见称，它们

感到关切的是，委员会似乎没有充分重视国际组织

在补偿义务方面的特殊情况。如果国际组织“有义务对

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考虑到国际

组织一般自己不产生财政资源而依靠其成员的强制或自

愿捐款，这可能导致其承担的风险过大。这可能是不现

实的……(同上，关于第30条草案联合提交的意见 )。

他虽以不同的身份签署了这份文件，但他认为国际

组织的结论是错误的。国际组织必须对其国际不法行为

的后果作出充分赔偿。若不赔偿，即是对国际法的否认。

因此，第30条草案不可修改。唯一可稍作改动的地方是，

必须向国际组织提供资金，从而可使这些组织履行依据

法律的根本理念所应承担的义务。

27. 因此，第21条草案所确立的原则绝不可背

弃。与此同时，也不可抛弃对充分赔偿原则形成至

关重要补充的第39条草案。如他之前所述，与迈克

尔爵士所拟建议似乎相反，第39条草案所确立的原

则绝非委员会的臆造。一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赋予前

者法人资格，势必要承认根据特殊性原则，可能产生

的责任，并承担由此而致的后果，这是一项符合逻辑、

正常且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组织创建者的国家必

须承担这些后果。

28. 令他本人感到欣慰的是，特别报告员在第

八次报告第84段中建议，保留第39条款草案目前的

案文，并提议增添2009年一读时经非正式表决被否

决的措辞。他并不反对把这两个想法结合在一起，因

为两者是互为补充的。一读否决这项提议的原因是，

提案方在做出提议时多少有些隐讳，反对将这两个

案文结合在一起。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案文表明完全

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29. 另一方面，迈克尔爵士在本次会议上关于

第2款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尽管各国给予国际组织

必要的资金以履行其职责，这并非出于法律的考虑。

然而，告诉所有国家何为国际法的指令是委员会的

任务。在这之后，国家可自行进行不同的表决，然而，

各国若拒绝赋予国际组织履行其责职的手段，使之无

法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伤害的后果进行充分赔偿，

则属违背法规之举，这是委员会所不应鼓励的。

30. 他认同对第44条草案未曾提及任何职能保

护而表示的遗憾。这一沉默进一步体现了他加以曾

详述的不幸漏洞。该漏洞也是条款草案第五和第六

部分—主要是一系列保留条款—所提出的一些

主要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问题显然需要直接予以

处理，而不能以这种怪异的方式进行规避。

31.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曾借机表达过对目

前审议草案的支持。从各国，特别是从国际组织收到

的评论和意见似乎较为笼统，或纯属编辑性质。他

认为这应当鼓励委员会奉行其在一读通过时所制定

的方针。

32. 对于条款草案第三部分第29条草案 (b)项，

他也支持提议，即引述国际组织提出不再重犯的相

关承诺和保证。各国依据国家责任条款第30条 (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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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担的义务，对国际组织亦不可豁免。特别报告

员拟议的条款草案最后文本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优点

即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第29条草案 (b)项最

后一句提到了“在必要情况下” 提供适当保障，这可

以使其不对国际组织造成巨大的困难。

33. 关于充分赔偿问题，第30条草案激起了各

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劳工组织，甚至联

合国秘书处的活跃反应，可谓信息量极大。主要的论

据是这会使国际组织面临过度的风险，这在本届会议

上得到了委员会某些委员的响应。这一原理也适用于

若干国家，但却并未阻碍委员会在国家责任的条款草

案中列入类似的条款。当然，国际组织并不可完全等

同于国家，但当适用国际责任的原则时，保持某些连

贯性还是有必要的。因此他明确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提

案，而且这些提案已由委员会在一读时通过。

34. 在目前会议上引起某些评论的另一个意见

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声明称，按本组织的惯例，在维

和行动情况下，不接受充分赔偿的原则，但可通过

与维和行动所在国协商达成的双边协议，给予有限

的赔偿。迈克尔爵士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

即：这可被视为一种确定某一责任上限的方式，这一

限度可依据该国的国内法确定，而不再根据该组织

的国际不法行为来判定。

35. 对于国际组织确保有效履行赔偿责任的资

金是一个关键问题，若干国际组织在就第39条草案

发表评论时，实际上要求列入一项条款，规定由各

成员国为组织提供履行其赔偿义务的必要资金。虽

然他完全可以理解，国际组织感到自身处于一个的

尴尬境地，但是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国际惯例可以

支持由成员国出资的规定。据他所知，每当一个国

际组织陷入进退维谷之地，包括陷入除了履行赔偿

义务之外的窘境时，都是依据一项原则—一项国

际组织的习惯准则—即通过各国自愿捐款来解决

的。例如，当派驻大韩民国的维和行动陷入资金危

机时—其影响至今仍在—公认的规则是各国应

通过自愿捐款来弥补亏空。因此，国际组织绝无权

利要求制定这样的条款。基于这一原因，他赞同特

别报告员报告第84段拟议的措辞，因为该措辞既部

分满足了国际组织，又没有包含让各缔约国感到过

于难以接受的义务。这一措辞拿捏得恰到好处，因

为该款随之规定，在各国全力以赴地履行其协助国

际组织的附属义务情况下，国际组织必须竭尽全力

解决这些问题。若就上述条款草案达成这样的措辞，

或许会缓解国际组织关于就某一国际不法行为造成

的伤害给予充分赔偿所表达的担心。

36. 关于条款草案第四部分有关国际组织的国

际责任的履行，大部分已经提交的评论涉及反措施，

而且较为笼统。经过最后分析，似乎没有必要重新

编撰第50至第52条草案，但他要考虑到本次会议期

间所发表的各种观点。关于第五部分一国对一国际

组织的行为的责任，他赞同特别报告员报告第107段
的提议，拟在第60条草案起始句之前，插入“依据第

57至59条规定” 的短句。至于国家因其作为国际组

织的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他也认为，只要一国恪守

组织规则行事，那么就不承担责任。他非常赞赏迈克

尔爵士关于反措施的观点，将之划分为三大类。一

般来说难以想像对一成员国采取反措施，首先正因

为有了成员国，才组成了国际组织这个法律理念体。

他完全赞同最好称之为制裁的想法，因为国际组织

的内部规则、议事规则和程序均有关于制裁的规定，

而不是什么反措施。事实上，讨论反措施时所指的

是在某一国际组织与第三国之间的关系。委员会是

否有时间依此思维重新编撰该条款草案仍有待观察。

最后，他主张将此条款送交起草委员会。

37.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仅就条款草案发表几

点评论。如各国和国际组织所呼吁的要在评注中加

入更多信息，总体来讲，似乎是有必要扩充若干条

款的评注。特别报告员应宁可使评注失之冗长，也

不可追求短小精悍，因为许多条款草案构成了国际

法的逐步发展。关于解除不法性情况的章节，他认

同特别报告员关于自卫的第20条草案应保留现行案

文不动。一般来说列入一项国际法，而不列入《联合

国宪章》为好，因为有些国家并不是联合国成员国。

至于有关反措施的第21条草案，人们必须铭记反措

施是不得以为之的下策，此论点也同样适用于第52
至56条草案。当初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列入这

些反措施时，一些委员会委员曾强烈主张予以删除，

其理由是，这些反措施虽说隶属国际法的部分内容，

但却是国际法令人遗憾的要素，因此，最好能加以

规避。显然，规避是不可取的道路，因此，委员会

正确地选择了某国提倡的审慎态度。关于危急情况

的第24条草案，他支持第71段的提议，评注应较详

实地列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联合国和美洲

国家组织的实践实例。第84段拟议的第39条草案新

措辞，更明确地规定了成员国的义务，而他基于与

梅莱斯卡努先生同样的原因，赞同新拟的该条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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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意萨尔瓦多对第44条草案的批评，这似乎是最

有问题的条款。亦如他上次曾说过的，他本人认为第

1款并未述及，在发生了违反普遍适用义务行为之后，

非受害国提出索赔的情况。如他之前所述，未在国家

责任条款中处理这一万一情况是委员会的错误，他

认为没有理由再次重犯这一错误。据特别报告员称，

从对第48条草案第5款—也许他指的是将第48条
草案第2款和第48条草案第5款一并解读—的理

解来看，第44条草案第1款显然不适用于非受害国，

但最好明确阐明这一点。因此，他促请特别报告员

在起草委员会中认真关注该问题。关于第88段，委

员们会记得，在就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展开辩论期间，

他曾提议委员会应探讨行使职能性保护问题，然而，

当时的普遍看法认为这构成了另外一个议题 39。因此，

他再次重申，这个议题应列入一套特殊的条款草案。

38. 最后，他感到高兴的是，尽管关于非受害

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条款在被纳入国家责任条

款草案时，曾被视为最具争议性的条款，但本条款草

案的第48条和第56条却均未遭到批评。令人感到欣

慰的是，各国似乎已接受上述条款，因为各国并未反

对在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中列入上述条款。

最后，他支持将该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

39. 彼得里奇先生说，令人最感鼓舞的是各国，

特别是国际组织，通过提交评论和意见对条款草案做

出了反应。希望委员会下一阶段的编纂工作也会引起

某些回应，以便可以维持对话，使最终结果可以体现

出委员会辩论期间所表达的关切并囊括所有被认为

有用的提议。他祝贺特别报告员就各国和国际组织提

出的建议和提案所发表的详尽评论。在分析了所收到

的各项答复，尤其是在第72、86、102、113和第122
段所述的剖析之后，特别报告员拟议了一些修订，他

本人对每一项修订表示支持。对关于自卫的第20条
草案进行详细的辩论，期间对所表达的每一个观点都

进行了审议。基于这一原因，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决定

放弃他关于删除该项条款的提议。特别报告员在第

72段中推出了第16条草案的新案文，兼顾到了报告

第51、55和第58段拟议的修改。这是一项是颇可接

受的条款草案。如果还需对这条条款草案加以修订，

那就得由起草委员会来进行了。报告第29至86段这

一部分拟议的唯一修正是关于第39条草案的，该条

39 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第33页至第34页，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保

护的条款草案总评注第 (3)段。

也同样在委员会内引发了详尽的辩论。在第84段中，

特别报告员拟议出一条案文，综合了发表过的所有意

见，其中包括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维护的少数派

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他还完全同意第

107段中拟议的关于第60条草案形式的修正。他曾希

望第44条草案得以修正。特别报告员虽未提出任何

提案，但起草委员会可探讨这个问题。

40. 最后，他主张将所有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

员会。既然经深入辩论之后，委员会一读通过了该

案文，那么起草委员会就应以各国和国际组织发表

的评论和提案为焦点开展工作，而且，只要有可能，

委员会应避免重新讨论五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已经

决定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杜加尔德先生的看法，与

他一样，期望特别报告员充实那些条款草案的评注，

以展现出国际法的逐步发展。 

上午11时30分散会。

第3085次会议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嗣后：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嗣后：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主席 )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

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

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哈苏纳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

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
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1. 主席提请注意会议下两周的工作方案。如果

没有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愿通过提议的工作方案。

* 续自第308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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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 ) 
(A/CN.4/636和Add.1-2 ；A/CN.4/637和
Add.1 ；A/CN.4/640以及A/CN.4/L.778)

[议程项目3]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续完 )

2.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

第八次报告 (A/CN.4/640)。

3. 诺尔特先生首先欢迎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

斯女士加入委员会，并表示对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

第八次报告第二部分无批评意见。他赞同保留第20
条草案 (自卫 )，特别是因为特别报告员表示国际组

织采取自卫行动并非只是纯假设的情况。不过，他

也赞同其他委员的意见，即应在该条款草案的评注

中强调发生此种情况的可能性有限。

4. 他对第21条草案 (反措施 )表示支持，并欢

迎报告在第67段中指出一些国际组织确实排除了对

其成员实施反措施的可能性。他认为对三种有关反

措施情况加以区分是有益的：国际组织和非成员之间

的关系；国际组织和其成员间关于成员权利的关系；

以及国际组织和其成员间关于成员国以非组织成员

身份缔结的条约的关系。然而，针对后者，委员会

不应过分区别，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国际组织

的成员，那么该国就有支持该组织的额外责任，而

且这些责任也可影响该国不是在作为国际组织成员

的情况下所缔结的条约。

5. 瑞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士在加入联合

国时，同意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5款，该条

款规定了成员国支持该组织的一般性义务。然而，肯

定在某些情况下，该规定可影响对瑞士缔结的条约的

解释或瑞士作为一个国家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

该国不可仅被看作是第三方。

6. 他还赞成第30条草案 (赔偿 )。针对第31条
草案 (组织规则的无关性 )，他欢迎报告在第77段中

强调国际组织不可因其组织的规则而免予遵守其义

务。他支持特别报告员报告第84段中关于第39条草

案 (确保有效履行赔偿义务 )的平衡的提议。特别报

告员认识到第39条草案原文的语义模糊，可能被理

解为成员国有独立义务为国际组织提供财政资源以

履行其赔偿义务，而实际上这样的义务应源自该组

织的规则。

7. 尽管如此，他不赞同佩莱先生的观点，即

成员国向国际组织提供资源以履行赔偿义务的义务

是该国赋予该组织法律人格的必然结果；例如，根

据国内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引发责任。同样，

他也不赞同迈克尔爵士的建议，即缓和拟议的第39
条草案新的第二款的措辞，将“须 (shall)” 改为“应
(should)”。此处涉及的义务是国际组织自身的国际法

律义务，与国家义务无关。

8. 最后，他赞扬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尤其是第

二部分，非常均衡、精妙和详尽。

9. 麦克雷先生首先欢迎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

斯女士加入委员会，表示很感谢特别报告员对委员们

在早些时候的辩论中所提出关切问题的回应，还感

谢特别报告员愿意起草一个将被纳入为本届会议报

告的导言部分，这将缓和某些关切问题，并促进各国、

国际组织和学术界更广泛地接受条款草案。

10. 概括来说，他认为特别报告员对各国和国

际组织的评论的回应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希望

将重点放在国际组织提出的曾给委员会造成困难的

那些问题上。在这方面，他指出尽管联合国秘书处

的大量意见是有益且增长见闻的，但可惜的是，秘

书处直到该进程几乎要结束的时候才提交这些意见。

若委员会能早就这些意见进行分析，本可从中大大

受益。

11. 针对第20条草案，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意

见，即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自卫问题。然而，也许需要

进一步探讨第21条草案 (反措施 )，尽管他并不赞同

迈克尔·伍德爵士以保障条款取代该条款草案的建议。

12. 联合国秘书处在处理反措施时强调特殊性

原则。鉴于联合国的普遍性，其采取或受到的反措施

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某个成员国采取或受到的反措施。

然而，当欧洲联盟采取或受到反措施时，这一情况

则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欧洲联盟在各个层面与非成

员国进行着互动。此外，联合国采取反措施的决定

实际上就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决定，因此，这提

高了该项决定的地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决定相比，

可能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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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也许是由于联合国的特殊地位，秘书处的

意见集中在有关某个成员国的反措施上。然而正如

迈克尔爵士和诺尔特先生所指出的，在一个组织及

其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该国作为成员国与组

织的关系和该国独立于成员身份之外时的关系。对

于联合国来说，《联合国宪章》的全面性意味着，除

了缔结总部协定这一可能的例外，很难将联合国和

成员国的关系看作是完全独立于组织 /成员关系之外

的关系。

14. 决定一国与作为成员的另一国间关系的主

要规则就是该组织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

关于反措施的规则并不适用。此外，在这种情况下

与国家的类比也不再成立：国家只是自足的单位，而

国家组织则是由其他国际法人共同组成的具有国际

法律人格的实体。

15. 所有这些因素均引发这样一些问题，即第

21条第2款和第51条—二者均涉及针对成员的反

措施—是否充分反映了成员在作为成员时和独立

于成员身份之外时所采取行动的区别，以及是否充分

明确地规定组织及其成员间的关系是由组织的规则

所决定的。必须明确的是，反措施规则并不是为了

赋予成员国或成员组织比组织规则所限定的更大的

权利。尽管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均就第21条和51条
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我们应继续关注这些条款。委员

会可能希望在评注中更深入地讨论组织规则在组织 /
成员关系中的作用。

16. 针对第30条草案 (赔偿 )，他指出，联合国

与驻扎有维和部队的国家缔结双边协议的做法引发

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根据该条款进行“充分” 赔偿的

义务程度。国际组织可能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来限

制其提供赔偿的责任。由于军事或维和行动是最有

可能发生责任的领域，因此通过此类协议来规范这

些领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且有必要在条款草案或

至少在评注中考虑此做法。

17. 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关于第39条草案的提

议，但认为其提议的两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均不能令人

满意。然而，各国已明确表示，它们反对使其对国

际组织的不法行为直接负责的规定，包括进行赔偿

的责任。对于拥有大量成员因而无法通过协商一致

的办法通过决定的组织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对于较小的组织，其行动显然是有限几个国家共

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成员国对组织行动不承担责任

的说法就不那么可信了。他并不赞同诺尔特先生关

于有限责任公司的类比。

18. 有关赔偿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明国际组织的多样性意味着对不同的组织应适用

有所差异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成员国

将承担比现有的第39条草案规定的更为繁重的义务。

尽管如此，他不会坚持这一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

意见属于少数。

19. 然而，他也考虑是否应将提议的两段的顺

序相互调转。条款草案主要是针对国际组织，因此

应在说明成员国义务之前先说明组织的义务。此外，

正如佩莱先生和诺尔特先生一样，他不赞同迈克尔

爵士将第2段中的“须采取 (shall take)” 改为“应采取

(should take)” 的建议。该规定仅要求相关国家组织

“按照其规则” 采取适当措施，他并不认为这将过分

影响大会的预算自主权。

20. 最后，他建议将所有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主持会议。

21. 诺尔特先生表示希望澄清其先前的评论。

他并未暗示国际组织像有限责任公司；他只是不赞同

佩莱先生提出的论据，即一方对其所创造的事物负

有完全的法律责任是一项逻辑后果，正如依照国内

法而存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就仅负有有限责任。 

22. 但是，他赞同麦克雷先生的意见，即在许

多情况下，较小的组织可以采取集体行动，但并不

一定作为国际组织行动。在审议有关国际组织的责

任的条款草案时，应谨记国家总是要负责任的，不

论其采取的是共同行动还是并行行动。北约某些成

员的行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成员强调，尤

其在针对第三国采取行动时，它们并非是作为一个

国际组织，而是作为一个国家集团而采取行动。

23. 丰巴先生首先对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

女士表示欢迎，并赞扬特别报告员对其第八次报告

第二部分的介绍，表示希望回顾其关于正审议问题

的原则立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且完全主体，因

此必须充分承担其国际责任，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

的衍生主体，尽管其也同等重要。表面看来，应该

这样考虑有关国际责任的问题。尽管国际组织的整

个法律制度是由特殊性原则所决定的，但处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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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方法不应基于特殊性，而应基于特殊性的程

度。问题在于在法律上解释特殊性原则的可能后果，

以及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衍生性和功能性。

24. 针对排除不法性的情况，他认为整体分析

框架应该是相同的。主要困难在于正确地评估编纂

工作和逐渐发展进程的作用。缺乏或缺少实践不应

成为未能在必要时从合理的发展进程角度考虑问题

的主要原因；因此，委员会不应害怕处理重要且敏感

的问题，例如自卫、反措施或赔偿。他认为，尽管

各国和国际组织表示了保留和担忧—其中一些是

合理的—但仍应保留委员会于2009年一读通过的

第二部分第五章所列的排除不法性的情况 40。

25. 针对前一天辩论中发表的一些意见，他建

议起草委员会不妨考虑迈克尔爵士关于处理反措施

的提议。彼得里奇先生关于特别报告员应在条款草

案的评注中详细说明逐渐发展的进程的建议也是值

得关注的。他赞同将所有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6.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对第八次报告的第二部

分发表了评论，指出国际组织有权进行自卫的观点是

有争议的。他深切怀疑是否应将自卫的概念从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所负责任的第21条 41转嫁至关于国

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中，因为不能像对待联合国

成员国那样对待国际组织。此外，如果联合国维和

部队受到武装团伙或反政府武装的袭击，其自卫的

权利将来自与行动部署的国家所缔结的总部协议 (必
须符合国际法 )，而非《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因

此，他支持现行的第20条草案，因为其代表了委员

会内部激烈辩论后达成的折衷的解决方案。

27. 总体说来，特别报告员就委员们针对第24
条草案—关于危急情况是国际组织排除不法性的基

础—所提出的大量意见和建议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例

如，在其报告第71段中，他纳入奥地利的观点，提议在

评注中提及实践做法，这些做法表明国际组织认为行动/
军事危急情况原则首先是基于习惯法的一项规则。将这

种说法纳入评注之中将会使危急情况的概念更为清晰，

尽管—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它更多地涉及决定

武装冲突中行为的基本规则，而非排除不法性的情况。

40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A节。
41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28. 针对第30条草案(赔偿)，有观点认为国际组

织并不为自己创造财政资源，这可能影响其就自身国际

不法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作出充分赔偿的能力。特别报

告员正确地反驳了这一观点，强调在实践中，国际组

织常常以灵活的方式实现充分赔偿的原则。因此，值

得考虑麦克雷先生的建议，即委员会应考虑在条约草

案的案文或评注中加入一项内容—在与国际组织所

在的国家签订的总部协议中规定赔偿上限的可能方案。

29. 与会者提出了旨在加强第39条草案规定的

若干建议，强调了成员国为国际组织提供充足的财

政资源以进行赔偿的义务。现行案文被认为是不明

确的，因此，令人欣慰的是，为了加强该条款的规定，

特别报告员决定重新使用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拟议的措辞 (载于评注第 (4)段 )，即相关国际组织有

责任依照其规则，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保其成员

向其提供有效履行其义务的手段。正如特别报告员

在报告第84段中建议的，在第39条草案中加入此说

法将会加强旨在确保有效落实组织赔偿义务的规定。

30. 各国已普遍认可第60条草案，该草案是关于

寻求免予遵守其国际义务的成员国的责任。此外，报告

第107段明确指出，一国不必为符合其组织规则的行为

负责任。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为了避免第60条
草案和第57至第59条草案间发生重复，应在第60条草

案的开头插入“在遵守第57至59条的前提下” 这句话。

31. 第65条草案十分重要，该条涉及任何以国

际组织或国家名义行事的人在国际法中的个人责任

问题。他赞同针对该条款的建议，即有必要在评注

中澄清个人责任包括民事和刑事责任。

32. 他赞同将第66条草案作为保障条款，因此

也欢迎特别报告员希望消除在报告第121段提到的联

合国秘书处的担忧的意愿，为此，特别报告员明确

指出，评注第 (3)段并不是为了将联合国排除在草案

的适用范围之外。

33. 他赞同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34.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表示，正如一读时

一样，委员会内就一些条款草案产生了意见分歧。丰

巴先生、麦克雷先生、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和迈克尔爵士赞同保留有关自卫的规定，而佩莱先

生、佩雷拉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则反对。正如佩

雷拉先生所指出的，秘书处对第20条草案的辩护是

基于错误的原因，但显然其赞同继续保留自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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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委员会可能考虑的一个方案是将第20条草案改

为“不妨碍” 条款。

35. 针对一名发言者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

策” 的反措施问题，他指出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诺尔特先生和佩莱先生已

经为保留第21条和第50至第56条草案做了辩护。佩

雷拉先生和麦克雷先生持怀疑态度，而迈克尔爵士

则提议删除这些条款，或引入有关“国际组织为应对

组织成员违反因其成员身份而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

法规则而采取的反措施问题” 的“不妨碍” 条款。该提

议尽管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其实质内容与第21条草

案第2 (a)款的现行案文并无大不同，该条款规定针

对成员的反措施不可“不符合组织规则”。根据现行

案文，组织及其成员间关系的反措施是否可以接受，

基本是由组织规则所决定的。与迈克尔爵士的提议不

同的是，该条款并未按照反措施是否与违反因成员身

份而对成员有约束力的规定义务有关来区分国际组

织对其成员采取的反措施；该条款反映了这样一个观

点，即组织规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区分。

其指出，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和联合国及其会员国

的关系中，采取反措施的可能性可能根据引起反措

施的违法行为而有所不同。如果引入“不妨碍” 条款，

或调整第2款以强调国际组织的规则，那么也许应该

涵盖组织对其成员采取的所有反措施。如果一个组

织的规则确实规定，只能在违反因成员身份而具约

束力的规定的情况下采取反措施，那么就应根据第1
款来处理此种情况。

36. 他建议起草委员会考虑迈克尔爵士有关“不
妨碍” 条款的建议和佩莱先生关于国际组织只应在

“其职能框架范围内” 采取反措施的建议。据推测后

一项建议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观念，即国际组织在

采取反措施时不可逾越其职能范围。

37. 迈克尔爵士对有关危急情况的条款草案持

批判立场 (似乎他的观点并未得到其他国家或发言人

的支持 )，他认为如果保留该条款，那么国际组织将

处于与国家相似的地位。委员会的意愿是限制国际组

织以危急情况为理由的可能。他也不赞同迈克尔爵

士另一观点，即相关行动应是国际组织保障其重要利

益不受严重且迫切威胁的唯一手段的要求构成一项

非常严格的考验。尽管佩雷拉先生表达了对第24条
草案现行案文的一些疑问，并希望看到其得以充实，

但他也赞同应限制国际组织依赖于危急情况的能力。

38. 讨论中谈到的第二套规则涉及赔偿。梅莱

斯卡努先生、诺尔特先生和佩莱先生为充分赔偿原则

做了辩护。在这方面，一些发言者想知道大会1998
年6月26日关于维和行动引发的对联合国的求偿诉

求的第52/247号决议是否涵盖国际法下的求偿诉求。

评注中可包含这一开放性问题。麦克雷先生和维斯

努穆尔蒂先生提到了双边协定的影响。然而，他感

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何这类协定的影响可以波及第

30条草案的措辞，因为各国和国际组织显然能够修

改条款草案中制定的规则。也许可在评注中加入关

于这一问题的一般性声明。委员会的意图并不是为

了制定国家或国际组织无法修改的强制性规则。

39. 他在第八次报告第84段中提出的有关修改

第39条草案的建议获得了广泛—但并非一致—

的支持。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生、麦克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和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同意在该条款中加入新的一段：

“责任国际组织应根据其规则采取一切适当

措施，确保其成员向该组织提供切实履行本章

规定义务的手段。”

迈克尔爵士希望将“须 (shall)” 换为“应 (should)”，而佩

莱先生尽管没有作出任何用语方面的建议，但希望加

强成员的义务。他从辩论中获得的总体印象是，拟议

的条约草案案文是可以接受的，只需由起草委员会进

行一些完善调整，而起草委员会亦可考虑麦克雷先生

关于将两段的顺序对调的提议。此外，麦克雷先生强

调了特殊性因素，并根据国际组织成员的规模对其进

行了区分。他想知道这一点是否与第39条草案相关，

还是应该在第61条草案的评注中解决这一问题。

40. 针对第44条草案 (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 )，
他很高兴听到前外交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杜加尔德

先生的建议，即职能保护基本上是国际机构为使其

一代理人不受一国侵害而给予的保护，委员会应将

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进行研究。这不会是一个简

单的话题，因为国家也可提供职能保护。

41. 杜加尔德先生希望第44条草案明确指出国

籍要求不适用于与违反人权行为有关的求偿要求。根

据第48条草案第5款，非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提出的求

偿要求已适用这一点，该条款仅提及第44条草案第2
款，而并未提及第44条草案第1款。与国家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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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这是一种改善，前者并未做出这样的区分。

萨尔瓦多表示，第44条草案的西班牙语案文在这方面

模糊不清，因此起草委员会应从这个角度审查该案文。

4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第60条草案 (寻
求避免遵守义务的成员国的责任 )，因为尽管在两国

之间可能出现相同的情况，在国家责任的条款中却

没有相应的条款。尽管在国家关系中的确有可能出

现类似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却远不相同，原因是在

第60条草案所述的情形下，国家可能会利用其所属

国际组织的单独法律人格。它可以用成员国的身份

直接影响组织，而该组织却不太可能具有和该成员

国相同的义务。

43. 尽管第60条草案的措辞深受各国认可，但

肯定还有改进的空间。在其第八次报告第106段中，

他列出了起草委员会应审议的各项国家建议。起草

委员会也应研究迈克尔爵士关于将条约草案第1款中

的“促使 (prompting)” 改为“导致 (causing)” 的提议。

44. 他感谢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对保留第65和66
条草案及编写评注给予的支持。总的来说，委员会

成员似乎赞同进一步加强评注部分。因此，他将欢

迎任何补充建议，尤其是关于如何将国家责任的条

款中所确立的某些原则适用于国际组织的案文。

45. 最后，他建议向起草委员会提交所有尚未

提交的条款草案。

卡姆托先生重新主持会议。

46.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成员希望将第19至
第66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上午11时5分散会。

第3086次会议

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

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42 

(A/CN.4/638，F节和A/CN.4/64643)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44

1. 主席请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介绍其第

二次报告。

2.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介绍了他关于国

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并称

该报告本应在上届会议审议，但因提交报告时间延

误而未被审议，报告涉及该议题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即豁免的范围。三份报告，即初次报告 45、第二次报

告以及将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提交的针对豁免程

序问题的第三次报告 (A/CN.4/646)，涵盖了该议题准

备工作阶段需要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

3. 自2008年审议初次报告以来几乎已经过去

三年时间，因此第二次报告概要介绍了对该议题的审

议过程，并概述了初次报告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

最后一段是第二次报告的概要。为使委员会委员充

分了解情况，他自行将第三次报告概要以非正式方

式向各委员分发，以供其参考。委员会委员因此可

对关键问题和特别报告员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获得

全面了解。

42 在其第五十九届会议 (2007年 )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

题纳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罗曼 · 科洛德金先生为特别报告

员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76段 )。在

其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 )上，委员会讨论了特别报告员的初

次报告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并审议了秘书处的备忘录 (A/CN.4/596和Corr.1 (油印

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委员会在2009
和2010年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未能就该专题展开

讨论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九章 )。
43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44 转载于《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

CN.4/631号文件。
45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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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次报告汲取了大量秘书处备忘录的内

容 46。在多数情况下，对备忘录中法律文件和法院裁

决的引用会被提及，但非全文转载。自第二次报告

起草以来，又发布了另外一些法院裁决，出现了与

该议题相关的新的法律意见。例如，在萨曼塔尔诉

尤素福等人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不仅对

其本身很有意义，而且更大程度上对美国政府就此

案所采取的立场也意义重大。英国一家法院最近就

戈尔巴乔夫案做出了一项裁决。国际法学会《年鉴》

刊登了关于在国际犯罪案中国家及代表国家行事的

个人的管辖豁免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该决议在学

会2009年那不勒斯会议上获得通过，47遗憾的是，在

撰写第二次报告之时，该《年鉴》尚未出版。就该报

告中所审议的问题而言，这些文件和决议本身对报

告所审议的问题来说都十分有益。 

5. 他将仅摘选出其报告中最重要的观点。报告

分析了根据现行法豁免的范围。正如国际法院在逮

捕证案和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的裁决所反

映的那样，他的出发点是实在国际法中豁免的概念。

6. 该报告的前提基于这一理念，即国家官员个

人或职能上免受外国刑事管辖是无需证明的一般国

际法规则，而对这一豁免的例外情况则需进行证明。

7. 报告还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职能豁免本质上

属于国家豁免，涵盖所有以官方身份从事的官员行

为。这些行为包括所有违法行为 (不论其严重程度 )、
越权行为及非公开行为。官员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

为较之属于官方职责的行为，其类别更为广泛。鉴

于所有这些行为都属于官方行为，因而被同时归属于

官员行为和国家行为。他认为，这种出于豁免目的的

行为归属与出于国家责任目的的行为归属并无二致。

在职官员或前官员的职能豁免只在当事方以官方身

份从事活动时—因此也只有当其在职时—才对

其提供保护。因此，职能豁免是受限的。

8. “三要人” 所享有的—以及某些其他高级国

家官员可能享有的—属人豁免既涵盖以官方身份

46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47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3卷 (2010)，2009年，那不

勒斯会议，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三委员会，“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rson and the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in inter-
national law”，第3页起；以及题为“The immunity from juris-
diction of the State and of persons who act o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case of international crimes”的决议，第226页 (可查阅网站

www.idi-iil.org，决议 )。

从事的行为，也涵盖以私人身份从事的行为。它只在

这些人员在职时，对其在在职期间及就职之前所从

事的行为提供保护。一旦离职，与一项职能相关的豁

免即告终止；一旦此人变为前官员，他或她所享有的

职能豁免仅保护其在职期间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为。

因此，属人豁免是绝对的。

9. 报告分析了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哪些行为为豁

免所禁止这一问题，换言之，哪些行为构成对豁免权

的侵犯。报告建议，对所有这类行为进行定义的标

准，应与逮捕证案和刑事司法互助的若干问题案的判

决中所确定的标准相同。在后一判决中，法院认为，

“评估是否对国家元首豁免权构成侵犯的决定性因素

在于是否有令后者服从于主管当局的限制行为” (第
170段 )。

10. 如果对法院作出的标准予以采纳，豁免权

显然不排除针对外国官员的所有刑事诉讼手段，与之

相反，将仅排除对当事人强加法律义务的手段，换

言之，如果发生不履行的情况，将附有惩罚或限制

措施的手段。例如，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特定个

人启动初步调查或提起刑事诉讼不能被视作对豁免

权的侵犯，条件是根据适用的国家法律，未对当事

人强加义务。

11. 由于这一原因，如果一国有充分依据相信，

根据其刑法，某一外国官员从事了应受到处罚的行

为，该国可以着手收集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换言之，

该国可以通过对外国官员没有约束力或限制的手段，

收集证人证词、文件和物证。在此阶段之后，才有

可能作出比较肯定或不太肯定的判断，涉案人是否

(以及多大程度上 )参与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以及

其行为是否应被认定为官方行为，等等。如果有足够

的证据认为该外国官员参与了犯罪，则视情节而定，

由行使管辖的国家来决定选择其他不会侵犯其豁免

权的手段。例如，可以将案件详情通报给有关国家，

并建议其放弃该官员的豁免权；可以提出针对本案的

司法互助请求，或可向该国转交初步调查期间或初始

刑事诉讼中收集的证据，并建议对嫌疑人采取行动。

如果被指控的罪行属于一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

事法庭的管辖范围，采用这一方法就有可能将证据

交给适当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最后，收集证据之后，

一方面要避免采用任何豁免权所禁止的手段，另一

方面，一旦该国官员离职，可以启动针对他或她的

刑事诉讼 (如果享有属人豁免权的当事人是在任职之

前或在任职期间以私人身份从事了该犯罪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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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豁免的领土范围，报告所持观点是，

豁免权并不单单适用于官员在国外停留期间。他认

为，将法律责任强加于某一外国官员的刑事诉讼手

段，不论其是否在某一特定国家领土之内，均对其

豁免权构成了侵犯。一旦启用这种手段，即违背了

不能对外国官员动用此类手段的义务，不仅仅是指

所涉人员在国外期间。

13. 谈到可能存在豁免的例外问题，一般观点

认为“三要人” 的属人豁免是绝对的，不受任何例外

情况影响。

14. 对例外的讨论通常围绕属事豁免权的例外，

但思想激进人士认为，根据国际法，如果某一官员

犯下国际法项下的罪行或是有国际犯罪行为，则可

以说职能豁免就不复存在。

15. 报告分析了有关豁免例外的若干理论，这

些理论曾出现在法律文件或国家法院判决之中。这

些理论试图将放弃豁免置于援用强行法规范、普遍

刑事管辖权、或确定豁免例外的一项紧急国际习惯

法规则等基础之上。

16. 自他完成第二份报告以来，令人遗憾的是，

显然报告并未涵盖所有关于例外的理论。例如，报

告对下述论点未加分析，即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有权

拒绝承认豁免权，以此作为对官员国籍所属国所犯

的一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反措施。2011年《莱顿国际

法杂志》登载了安德烈亚 · 加蒂尼的一篇文章，对这

一基本理论有所论述 48。

17. 他认为，报告中论述的有关豁免例外或豁

免缺失的基本理论，都不足以令人信服，也不能被

视为成文国际法规则。

18. 对此，应该指出，赞成豁免缺失的论点常

常得到范围广泛的国家法院判决的支持。报告简要

提到了琼斯诉联合王国案和米歇尔等人诉联合王国

案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的类似

思路的报告 49。经仔细研究，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

48 A. Gattini, “The dispute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before the ICJ: is the time ripe for a change of the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24卷，第1号 (2011年3
月 )，第173至第200页。

49 “琼斯诉联合王国案 (诉请书编号：34356/06)，米歇尔等

人诉联合王国案 (诉请书编号：40528/06)：Redress，Amnesty 
International和 Interights and Justice的书面评论”，2010年1月
14日和25日的信件 (www.redress.org)。

有这些案例都对豁免权产生不利影响。还可援引其

他案例。在支持豁免可有例外这一原则时，有时会

援引2003年由西班牙最高法院受理的危地马拉种族

灭绝案或美国一地区法院于1995年审理的逊卡克斯

诉格拉马乔案。如果他讲错了，请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予以纠正，但在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的

裁决中，似乎就管辖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并

未对豁免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也许其中原因之一是危

地马拉政府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格拉马乔案的裁决

明确指出，危地马拉过去或现任政府均未将其前官

员的行为定为官方授权。此外还认定，该位危地马

拉前任官员没有豁免权，因为不能认为该官员被指

控的行为是在官方身份范围以内实施的。

19. 总体说来，并非所有此类性质的司法裁决

都直接以所涉行为是以官方身份实施为理由给予被

指控犯有国际罪行的前官员以豁免。然而，有一些

关于此类判决的著名实例，例如德国和法国当局于

2005年和2008年在请求对美国前官员，尤其是前任

国防部长唐纳德 · 拉姆斯菲尔德展开刑事诉讼程序时

作出的决定 (在德国由联邦检查官办公室作出，在法

国由公共检查官办公室和司法部作出 )和2008年贝勒

哈斯等人诉亚隆案美国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作出的

判决。有评论员强森—摩根 · 福斯特 50指出，基于若

干原因，贝勒哈斯案的判决意义非同寻常。首先，一

名前军事情报领导人被批准享有豁免权，贝勒哈斯

等人诉亚隆案对人们日渐接受的以下主张提供了进

一步支持，即根据习惯国际法，属事豁免权涵盖每

一位履职的国家官员从事的行为。第二，该判决的

最终结论是 (尽管基于《外国主权豁免法》，而非国家

官员豁免习惯法的法律文本 )，对一项强行法规范的

违反未必去除豁免权 51。由于疏忽，为豁免不应有例

外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的这些著名的判决，未能在

第二份报告中提及，这是他在谈到这一观点时提请

大家注意这些判决的原因。

20. 报告对下述情形进行了单独分析：当一国

未曾同意在其领土内从事导致犯罪的行为、未曾批

准犯有被控罪行的外国官员入境其领土时，国家针

对在其领土范围内犯有的被控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豁免缺失。

50 J. Morgan Foster,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elhas v. Ya’Alon: Introductory note”，《国

际法律资料》，第47 (2008)卷，第141至第143页。
51 同上，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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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另一方面，他认为，针对武装部队成员的

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对其在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领土范

围内发生武装冲突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豁免，属特殊

案例，不在本题目审议范围之内。

22. 一般而言，在讨论豁免范围时，国际罪行

发生之后的职能豁免规则例外的确是一个关键的、

极富争议的问题。对此，有必要指出，他曾提到的、

在场一些委员曾参与起草的国际法学会2009年决议

中有条款这样规定，“除根据国际法的属人豁免之外，

其他任何管辖豁免皆不适用于国际犯罪” 52(第三条第

1款 )。如果他没有记错，该条款是由加亚先生拟议的。

23. 另一方面，国际法学会《年鉴》中所记载的

准备工作未对该条款的立足依据做出充分解释。此

外，决议的序言部分援引了国际法中现行法和拟议

法的条款规定，因此，他刚刚所提条款的依据可在

决议草案有关实在国际法的部分中找到。

24. 人们普遍认为，尽管涉及国际罪行的豁免

例外并非实在国际法的组成内容，但因国际法的逐

步发展而不得不为人们所接受。报告就国际法的这

种发展应达到何种程度进行了分析。他还不十分确

信这种发展是否就是进步的标志；一个相关的案例

是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其

起因是引入普遍管辖权以及限制外国官员豁免权的 
举动。

25. 作为一项普遍规则，不经其国籍所属国同

意，而对外国官员在本国—而非其管辖国—所犯

的罪行提起诉讼将会徒劳无功，或者以缺席判决而告

终。没有外国官员国籍所属国的合作，难以对被控

罪行进行取证。这一事实再加之缺席判决的可能性，

令人难以希望这种司法类别的普及。对另一国的国

家官员以官方身份从事的活动提起刑事诉讼或会导

致有选择的、受政治驱动的司法传播。

26.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就这一主题编纂国际

法。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一个国际法

问题。委员会可促成各国法院统一适用与官员豁免

相关的国际法律标准，不必再试图为国家官员豁免

或豁免缺失寻找有时是相当暧昧含糊的理由。

27. 他希望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就这一主题向委

员会提交第三次报告 (A/CN.4/646)以供审议，从而完

52  国际法学会，《年鉴》(见上文脚注47)，第227页。

成有关该主题初步阶段的工作。从广义上讲，报告

将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如豁免的有效性以及拒绝

豁免。报告还将分析豁免的有效性或拒绝豁免与官

员所属国籍国应承担的潜在责任之间的联系。为此，

他希望向委员会提供一份第三次报告的概要，而且

不排除日后会有一些细微修改。

28. 以下为第三次报告的内容概述：

(a) 原则上说，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这一问题，在司法诉讼伊始甚或更早，即审前阶

段当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打算启动被相关人员享有的

豁免排除在外的刑事诉讼时，就应加以考虑。

(b) 如未能在诉讼伊始对豁免问题进行审查，

或被视为国家对豁免规则所规定义务的侵犯。这也

同样适用于审前阶段，即当考虑启动被豁免所排除

的刑事诉讼时。

(c) 对豁免的依赖是允许的，换言之，只有当

有关国家而非官员提出此类豁免要求，豁免才可产

生法律效力。

(d) 为使某一国家能够代表其官员提出豁免要

求，该国必须要知晓刑事诉讼已经启动或可能启动。

因此，一国如计划启用这种针对某一外国官员的手

段，必须知会有关国家。

(e) 当外国官员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

部长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必须自动提出该人

士豁免问题，然后确定要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

唯一适当的行动是要求外国放弃豁免，结果是外国

不必在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当局面前援引本国官员的

豁免权。

(f) 当某一外国官员享有职能豁免时，需由相关

国家援引豁免。如果该国希望通过援引豁免保护其

官员免受外国刑事起诉，则必须通知行使管辖权的

国家：第一，所涉人员为其官员；第二，因其行为是

以官方身份所为，所以他 /她享有豁免权。如未能做

出此类通知，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没有义务提出或审

议豁免权的问题，从而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g) 当外国官员享有属人豁免权，但不属于上

述“三要人” 时，援用豁免权是其所属国家为其官员

应承担的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该国希望通过援引

豁免权保护其官员免受外国刑事起诉，则必须通知

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告知此人为其官员，因其肩负



40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涉及外交关系和其他与确保该国主权利益攸关的高

级职能，从而享有属人豁免权。

(h) 不论其官员身负何种职务，一国不必将豁

免权一事直接通知国外法院使其审议此事。该国可

通过外交渠道通知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援引其官员

所享有的豁免权，这即足以作为令法院审议豁免权

问题的基础。一国不承担直接知会外国法院的职责，

其依据是主权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i) 除上文 (f)和 (g)项所提及的需要通报的情况

之外，援用其官员豁免权的国家不必为其要求提供证

据。虽然行使管辖权的国家 (或有关法院 )没有责任

盲目接受外国就其官员豁免权提出的任何声明，但

却不能对此声明置之不理，除非案例情况明确无误

地证明其不能成立。对所涉人员以官员身份从事的

行为进行判定，或对高级官员为确保国家主权而肩

负职责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是外国而非行使管辖权

的国家的特权。

(j) 放弃官员豁免的权利由他 /她所代表的外国

掌控，不由官员本人掌握。

(k) 当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放弃另

外两名国家高层代表之一的豁免时，行使管辖权的

国家可认为他 /她表达了所涉国的意愿，除非收到后

者与此相反的通知。

(l) 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豁免的放

弃必须明示。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所涉国家要求某一

外国启动针对该官员的刑事诉讼程序。任何此类要

求完全等同于、也意味着对豁免的放弃，与所要求

的措施含意相同。

(m) 对于并非“三要人” 成员之一、但享有属人

豁免权的国家官员；或享有职能豁免权的国家官员、

又或者享有职能豁免权的前国家官员来说，其豁免

放弃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进行。当以暗示手段进

行时，可采取官员所属国采取不援引豁免权的方式。

(n) 当豁免被明示放弃时，即不能再被合法援

引。有些情况下，明示放弃豁免仅适用于某些特定

措施。

(o) 当以不援用某一国家官员的职能豁免权、

或不援用非“三要人” 官员的属人豁免权这种形式暗

示放弃豁免时，在刑事诉讼程序后期似乎仍可援用

豁免权 (特别当案件提交法院后 )。然而，未在一审

法庭援用豁免权的国家是否在上诉阶段这样做，令

人感到怀疑。无论如何，在该官员豁免权被援用之前，

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采取的针对该官员的程序性措施，

不应被视为非法。

(p) 一国放弃其官员的豁免权，为外国行使针

对该官员的刑事管辖权扫清了道路。这同样适用该

人士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为。

(q) 即使某一外国已放弃了其官员的豁免权，

却不能免除其对该人士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为而应

承担的国际责任。

(r) 若一国为其官员援引豁免权的理由是其行

为是官方的，则该国承认相关行为属于国家行为。就

此为有权援引其国际责任的任何行为者援引国际责

任奠定了基础。

29. 杜加尔德先生说，虽然特别报告员在其第

二次报告中提出大量国家实践的证据，但是他没有

提及2009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对玛塔尔等

人诉迪西特案所作的裁决。如果他负责同一案件，

他本人也会这样做。迪西特先生是以色列安全机构

的前负责人，对轰炸加沙地带的一住宅区负有责任。

目标被击中，造成14名无辜人员死亡，另有50多人

受伤。上诉法院认为，该爆炸案是“[迪西特先生 ]履
行公务期间” 的行为，不属《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

(FSIA)所辖范围，但是美国普通法的所涉范围。因此，

一名连部长都不是的前外国官员得到豁免。

30. 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提到这个案件是因为他

想为委员会的辩论注入一些事实。特别报告员审查了

法律，但未能审查有关案件的实况，这些实况并非一

些交通事故或小偷小摸行为，其中大多数是极为严重

的罪行，包括酷刑、种族灭绝、战争罪、反人类罪

以及其他由希特勒、艾希曼、伊迪 · 阿明 · 达达或波

尔布特的富有继承者们所犯下的罪行。因此，这是

他希望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一个批评意见。首先，

很明显，这些严重而可怕的犯罪行为所针对的主要是

无辜平民，是国家官员违反强行法规范所犯下的行

为。其次，面对这些情况，领土国拒绝起诉有关官员，

因为该国支持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特别报告员在其

第二次报告第76段中写到，尝试行使普遍刑事管辖

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

家的现任或前任官员实施的。这是无稽之谈，因为

众所周知，目前大部分此类案件是针对以色列官员

于2008年和2009年在加沙所犯罪行而提出的，对此，

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拒绝起诉。没有理由认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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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展中世界的酷刑实施者，诸如卡扎菲和穆加贝之

流，可以仅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就得以享有豁免权。

他憎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第三，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刑事法院也不是一项选择，因为这些无赖国家并

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不可能能

指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这些情况提交法院，因为，

以在加沙犯下的罪行为例，以色列官员受到美国否

决权的保护。

31.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问责制和有罪不罚是

否应当占上风，委员会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正如美国

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所写的一样，立法并非“行
使逻辑或辩证法” 53，而是行使选择 54。因此，委员会必

须在问责制和有罪不罚之间做出抉择。无论选择哪

种，它都将会进行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因为它不能

躲在编纂这一无花果叶后面，以之为借口保留旧法，

后者在国际刑事法院、人权运动以及目前的问责要

求之前就已经存在。

32. 委员会并非第一次审查这一困难的主题。

在1950年，委员会就在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判

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55(《纽伦堡原则》)时拒绝

了豁免权。在起草1954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56和1996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57

第7条时委员会再次拒绝了豁免权的问题。最后，在

1999年，其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工作

组强调，不应忽视由于皮诺切特案而带来的有关豁

免问题的发展 58。因此，他对特别报告员提议抹杀历

史和偏离委员会一贯采取的立场颇感气馁。

33. 正如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根塔尔法官

2000年4月11日就逮捕证案所作的联合独立意见第

75段中所说：

在天平的一侧，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利益，即

应防止和制止对其成员犯下严重罪行者的有罪不罚现

象；在天平的另一侧，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群体的利益，

应允许他们在国家间一级自由行事，不受无谓的干扰。

因此，在国际社会都十分重视的这两套职能之间必须保

53 F. Frankfurt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ading of stat-
utes”，Columbia Law Review，第47卷，第4号 (1947年5月 )，
第527至第546页，详见第529页。

54 同上，第532页。
55 《1950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374页。
56 《1954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151至第152页。
57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8至第29页。
58 《199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第185

页 (附录第11至第13段 )。 

持平衡。作为这两项关切的反映，有效的管辖权和豁免

法的内容在不断发生演变。天平两侧的份量并非永恒不

变的。此外，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

拒绝对最令人厌恶的罪行给予豁免，责任和问责的归属

变得更加坚定，主张管辖权的可能性不断扩大，而以豁

免权为盾牌越来越受限制。

34. 关于拒绝对严重罪行给予豁免是规则还是

例外的辩论，他不想卷入其中。必须明确区分这两

种论点：第一种是将豁免扩大到外交部长和国家其他

官员，第二种是如果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犯有严重

的国际罪行，则不予豁免。在前一种情况下，关键

的问题是，是否出现了新规则，因为在逮捕证案之前，

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外交部长和其他部长不享受豁

免权。他并不确信国际法院对该案的裁决是正确的。

法院根本没有提供有关国家实践的证据，来支持其

关于应给予外交部长豁免的观点。此外，国际法学

会在2001年的温哥华届会上指出，不应给予这种豁

免 59。1991年委员会在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工作中得

出了同样的结论 60，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承

认，许多法学作者对该项判决持批评意见。范·登·韦
恩加尔特法官对此案件也表达了强烈反对意见 61。在

这一点上，有必要提及的是，国际法院里没有多少

国际刑事法学专家，这就意味着更有理由听取专家

的意见。

35.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国家官员是否在本

国法院受到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或者说，是否对涉及

违反强行法规范的严重犯罪案件有豁免例外的规定。

36. 有两种可能的论述意见，每一种都有支持

来源。第一种赞成豁免，是由特别报告员提议的。首

先，如商业行为案那样，认为除非有非常明确的例外，

否则豁免权是绝对的；其次，这种豁免适用于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可能的话，也适用于其他

官员；第三，豁免包括属事豁免，或称职能豁免，以

及属人豁免，或称人身豁免；第四，正如特别报告员

所强调的一样，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对所犯罪行的

有罪不罚，因为刑事管辖豁免和个人责任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第一个实质上是程序问题，而第二个是

实体法问题。管辖豁免或可阻碍起诉，但是不能免

除该人的刑事责任，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因为在实

59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9卷 (2000-2001)，温哥华会

议 (2001)，第743页。
60 《199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4页 (条款

草案第3条的评注第 (7)段 )。
61 《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42至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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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人人都知道那个人永远不会被起诉，因为他永

远不会在本国法庭受到审判，而且也不能在国际刑

事法庭上受到审判；第五，任何一项豁免的例外都是

无效的，也就是说，豁免权适用于十恶不赦以致不

能被视为公务的行为、违反强行法规范的行为和接

受普遍管辖的行为。

37. 另一反对豁免权的论述意见认为，首先，

正如关于商业行为的国际法的发展所显示的一样，豁

免权不是绝对的。豁免权是根据整个国际社会的价

值观不断发展的；其次，虽然它的确适用于严重的国

际犯罪案例，但它肯定不适用于外交部长；第三，问

责制拥护者一般赞同属人豁免继续适用于在职的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因为国家实践和司法裁决对这

一主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

二次报告第67和第77段中所明确指出的—其中他

明智地依据有关文献和某些司法裁决—这一立场

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如果强行法压倒豁免权，则必

须一概压倒职能豁免和属人豁免。即使问责制的倡

导者普遍反对，他也赞成此观点；第四，论述意见认

为，关于豁免权是程序性的从而不能消除刑事责任

的论点没有实质内容。无论它被称为程序性的或其

他任何东西，豁免权的后果都是它免除了刑事责任，

因为在实践中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论坛会对这类人

进行审判，他们就自由了。当然，那一被特别报告

员认可的理论受到了国际法院的支持，但是这一观

点几乎没有理论依据，违背了1996年的《危害人类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委员会在该草案的评注里 
指出：

就有关司法诉讼中的起诉或惩罚而言没有任何程

序性豁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豁免或辩护理由的一个基本

必然结果。不许个人援引其官方地位逃避刑事责任，却

允许他援引同样的理由逃避这一责任的后果是自相矛

盾的。62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院和委员会之间的意见存有明

显差异；第五，逻辑、实践、司法裁决和文献都支持

一项看法，即对严重国际罪行存在豁免例外。因此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第80段中所说的是错误

的，他说例外情况支持者提出数个论据来支持这一

观点是因为每个论据都站不住脚，而实际上那些论

点都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有两条支持例外的论据。

一个是严重罪行超越了国家职能范围—实施酷刑

62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9页 (条款

草案第7条的评注第 (6)段 )。

和灭绝种族罪不是国家或其官员的职能。虽然这一论

据的确得到了司法意见的一些支持，但是他认为这

并不太有说服力，因为就像斯泰恩勋爵对皮诺切特

案所做的评论一样，“当希特勒下令采取 ‘最终解决方

案’ 时，他的行为一定会被视为作为国家元首行使职

能的官方行为”63。赞成豁免例外的主要论据基于一项

原则，即强行法规范的等级高于并压倒豁免权。特别

报告员列举了其他论据，所有这些论据都源自于强行

法。例如，他主张，属于普遍管辖权的罪行不可豁

免，或属于起诉或引渡原则的罪行不予豁免，或严

重罪行不予豁免。但是，所有这些论点实际上都证实，

豁免和强行法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后者必须优先。

38. 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否支持

那些例外的存在。没有人会说那些渊源对该主题的意

见是绝对明确的。有些条约拒绝豁免。比如为成立特

设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而制定的那些条约，1948年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68年《战争罪及危

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和1973年《禁止并惩

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都是如此。没有合乎逻辑

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国际条约—其中一些适用

于国际法院，而其他条约则适用于所有法院—中

主张的原则不应扩展到国家的管辖。据他所知，没

有条约对于国际罪行规定豁免。任何反恐或反腐败公

约都没有提及豁免权，也肯定不能因为没有提到豁免

问题而推断应该有豁免权。这一描述在立法方面并

不明确。一些国家，例如布基纳法索、刚果、尼日尔、

巴拿马、菲律宾、南非、乌拉圭或许还有新西兰都

明确排除国家法庭上的豁免权，而其他国家，如荷兰，

毫不意外地赞同豁免权。在其第二次报告第74段中，

特别报告员曾提到比利时的案例，比利时在2003年
修订了普遍管辖权法案，特别报告员认为该国是在

逮捕证案的裁决后作出该项决定的，但众所周知的

是比利时并非要遵守原则，该国变更立法是因为美

国采取了勒索手段，威胁说如果比利时不变更立法，

就要从比利时撤走北约总部。至于判例法，特别报告

员在其第二次报告第69至第70段列举了许多案例，

其中既未主张也未考虑豁免。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能从

那些案例的裁决中得出了什么推论，但显然不是豁

免权已然得到承认。在某些案例中，法官们持有不

同意见：在皮诺切特三号案中，大多数法官一直反对

63 英女王诉博街都市领薪治安法官案 (第1-3号 )(皮诺切

特 · 乌加尔特单方诉讼 )，英格兰，上议院，1998年11月25
日及1999年1月15日和3月24日，《国际法报告》，第119卷
(2002)，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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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权，而在逮捕证案中，大多数法官又赞同豁免权，

仅极少数人表示反对。这是国际法院错误裁决之一，

它对于人权和问责问题的意义就好像1966年西南非

洲案的咨询意见对于非歧视性问题的意义。在欧洲

人权法院审理的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中，17名法

官中有8名—其中一名是卡弗利施先生—持反对

意见，认为强行法优先于豁免权。德国最近在国际

法院对意大利最高法院就费里尼诉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案的裁决提出抗辩，在联合王国，在琼斯诉沙特

阿拉伯王国内政部案中，上诉法庭作出了与上议院

不同的裁决。

39. 虽然民间社会通过推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和1997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对国际法发

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是仍有一种拒绝考虑民间社会

意见的趋势。出于这一原因，不能忽视非政府组织

及其关于法律发展的立场。非常谨慎的非政府组织，

如国际法协会或国际法学会在那不勒斯会议上用了

一周多的时间讨论这个议题。较为激进的非政府组

织，如大赦国际或人权观察都反对豁免原则。特别报

告员对普遍管辖权不屑一顾，但必须承认，尽管普

遍管辖权，或其威胁—在美国被称为“法律战” —
并不一定能把人带上法庭，但却是公布暴行和限制

罪犯旅行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齐皮 · 利夫尼的旅行计

划即因此受到了限制 64。

40. 权威们本身就有不同意见。特别报告员在

其第二次报告第78段中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

在赞成豁免例外问题上没有令人满意的论据而且这

些论据不足以让人信服，且不可取。事实是，正如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第90段所承认的：“各国

在这方面的实践也大相径庭”。因此，委员会面临一

项抉择。它可以按照无赖国家、独裁者和施暴者的

期望赞成豁免权和由此产生的有罪不罚，或是按照

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及其自身历史选择问责。冒着不

受欢迎的危险，他希望指出两种对立的文化在豁免

权态度上的针锋相对：一种是国家官员文化，换言之，

带着国家利益的眼镜看待法律问题的文化；另一种是

64 2009年12月，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 (联合王国 )对以色

列反对党领袖、被控在加沙犯有战争罪行的齐皮 · 利夫尼出

具了逮捕证。在所控战争罪期间，齐皮 · 利夫尼是以色列的

外交部长。根据媒体报道，逮捕证后被迅速收回，后来证实

她不在联合王国领土之上 (Ian Black, “Tzipi Livni arrest warrant 
prompts Israeli government travel ‘ban’”，2009年12月15日， 

《卫报》)。

执业律师、法律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文化，他们没

有被国家利益所蒙蔽。这也许是费洛伊德式的失语，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第80段中抱怨道，“律师

和非政府组织继续提出在涉及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罪

行的案件中属事豁免权的例外问题。”。他但愿自己说

错了，但是特别报告员似乎的确把自己放在了国家

官员的阵营里，而非法律学者的阵营，而委员会的

委员们首先是法律学者而非国家官员。美国现实主

义法学派认为，在行使自己的选择制定法律时，法

官应该知道没有言明的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他

本人公开赞成问责制，反对豁免权。换言之，由于

法律的不确定性，委员会可以忠实于其历史并倾向

于问责制，或赞同国家利益。

41. 特别报告员曾建议委员会可以考虑起草一

份排除豁免的任择议定书。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那种

议定书会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国家会签署，而且就

像《罗马规约》一样，任何无赖国家无疑都不会签署。

因此，这并非一个严肃的选项。委员会必须做出选择。

当国家官员违背强行法犯下国际罪行时，希望委员

会能从根本上决定对豁免权加以限制。显然，这一决

定不会在本届会议上采纳，而他和科洛德金先生也

都不会出席下一届会议。因此，委员会应该彰显智慧，

任命一名新的特别报告员。如果任命一位活动家就

错了—这不太可能，因为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是委

员会里唯一的活动家—但是把此一专题交给国家

官员同样是错误的。

42. 特别报告员提到提交其下一份报告的问题，

但提交下一份报告的先决条件是委员会采纳目前正

在审议的报告。特别报告员还未提交任何条款草案，

因此他想了解是否要求委员们对特别报告员所阐述

的原则表示赞同或是反对。当然，此事应由主席决定，

但在尚未采纳目前报告的情况下，他本人不明白委

员会如何可以考虑下一份报告。仅代表其本人同时

希望代表部分同事，他表示不能接受目前这份报告。

4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委员会的委员们显

然不是作为现任或前任国家官员、或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来担任委员的。感性地谈论这个专题是不明智的，

专注于加沙的案例也毫无帮助。此外，委员会不是

立法机构；其作用也只是拟定文本。另一些人会对其

进行研究并决定是否将其变为法律。至于其过往惯

例，除了过去的选择未必束缚其行为之外，当处理

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际罪行时，它所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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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都是法院的国际管辖权，其结果就是这些例子

并不相关。

44. 杜加尔德先生承认他的态度是“感性的”，
并说他原就打算持感性态度，因为这是个感性的专

题。每个人都受自身的历史所限，而他的历史是不幸

的，因为他生长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如果一名律

师批评政权，他的同僚们即会称其为感性，并劝他

开始讨论法律。这就是正在审查的专题的问题所在。

这是个感性的问题，因为讨论事关非常严重的罪行，

是非常卑鄙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其关键问题是后者是

否应该仅仅因为他们是国家官员而被允许逃脱起诉。

至于委员会的历史，在1950和1954年那些拥有希望

的日子里，人们期望会成立国际刑事法院。但是到

了1996年，当委员会通过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时，就不再抱这种期望了，至此阶段，委

员会显然始终在谈论国家和国际管辖权问题。

45. 梅莱斯卡努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的第二份报

告表示祝贺。这份报告起草得很好，清晰明了。它

详细分析了就此议题的法学理论、国家实践和国家

与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这一专题远非易事，也不

是纯技术性的，因为它显然在政治和感情上以及对

目前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影响，已经提交到国家法

院和国际司法机构的大量案件就印证了这一点。

46. 在这种背景下，委员会首先得确定采取什

么态度去通过草案，首要的一点就是尽快开始制定条

款草案的工作。在这方面，第二份报告是极为有用的，

特别是第94段概述了一些论据，如果委员会大多数

委员予以采纳，则将成为起草工作的基础。

47. 第一个论据是“总体而言，国家官员享有外

国管辖豁免权与国家本身享有外国管辖豁免权一样，

是一项一般规则，而在具体案件中不存在豁免是这一

规则的例外” (第94 (a)段 )。此外，特别报告员强调

说，“官员享有的外国行使管辖豁免是国际法……的

一项规则，豁免……是刑事责任的一个障碍，但在原

则上并不排除刑事责任” (第17段 )。他还说：“虽然

理论界有一种不同观点，但得到相当普遍承认的一点

是，外国管辖豁免是惯例，即一般规则，正常情况下，

在特定情况下不实行这一规则属于例外情况” (第18
段 )。特别报告员还解释了豁免的理由包括“一些……

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 [以及 ]必
须确保国家关系的稳定和国家活动的独立执行” (第
17段 )。

48. 在稳定国际关系和行使国家特权方面，豁

免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已经

明确地被编纂到外交法中。外交和领事官员以及特

别使团豁免的原则已纳入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1963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1969年
的《特别使团公约》，这一事实证明这是国际公法的

习惯规则，已经非常清楚地被编纂到外交法中。然而，

外交法规则不应该变成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官员的

一般规则。这是报告中的第一个错误。特别报告员利

用专门属于外交法的、关于外交和领事官员豁免的特

殊规则来制定国际公法对国家官员责任的一般规则。

49. 近年来，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事务的原则

内容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发展，已到了谈论干涉权

利甚至干涉义务的地步。此外，纽伦堡法庭、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后，发展起

来一种理论，即国际罪行，例如种族灭绝、反人类罪、

战争罪和侵略罪都属于国际司法事项。

50. 关于报告第94段 (a)小段的论据，更清楚

的做法是不讨论关于国家官员豁免的习惯规则，而

讨论委员会要尽力为其定义内容的原则。这种办法

的优点在于，委员会得以审查特别报告员在同一段

(n)和 (o)小段中所提到的“豁免的例外问题”，对此梅

莱斯卡努先生并不赞成。存在有关豁免的习惯规则，

且这个规则没有例外，或必须在法庭上予以证明的

观点似乎走得太远，而且很有争议。对某些涉及最

严重的国际罪行、违反国际公法强行法规范的罪行、

以私人身份的行为或某些其他行为的案例中，属人

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原则不受限制这种观点无法令人

接受。国家元首、总理或外交部长对其任前、任中

和任后的行为享有绝对豁免权的想法似乎走得太远，

并不能因需要保持和谐的国家间关系而被证实。

51. 第94段 (j)小段所述论据，“即便管辖所涉

及的行为是官员超越其职能范围实施的，属人豁免

也不受影响；并且，官员在国外、包括在行使管辖的

国家境内停留的性质，不影响属人管辖”，也是非常

有争议的，因为它的依据既不是经过编纂的规定也

不是习惯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谈论的是礼宾

或国际礼仪规则，但不是法律规则。此外，当犯下了

极其严重的罪行时，这种行为不应该被视为属于国

家元首的职能范围，正如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对布

特斯案的裁决所明确阐述的一样，也同斯泰恩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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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尼柯尔斯勋爵在皮诺切特一号案以及赫顿勋爵和

菲利普斯勋爵在皮诺切特三号案中所持的观点一致。

52. 第二次报告的第二个主要错误—也是他

所坚决反对的错误—在于其第94段 (c)和 (d)小段

中建议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规则应适用于

国家官员的豁免。为了责任的目的判定国家官员行

为归属的条款必然范围非常广泛，并包括越权行为，

以便援引国家责任，因为讨论的责任是针对不法行

为的责任而不是因个人过失所产生的责任。如果没

有这样的规定，国家责任的确立将被削弱或不起作

用，因为实施不法行为的并非国家本身这一抽象实

体，而是国家官员。为国家官员豁免采用同样的方法

令人质疑，因为它并不基于国际惯例，并且国家官

员的责任可能是极受限制的。重要的是不能把两个

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方面，以援引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之目的来确定官员行为归属，另一方

面，国家官员的豁免。报告第25、26和第27段所提

供的论据倾向于把国家官员的行为归属于国家本身，

其依据的事例不能适用于豁免权。

53. 第94段的 (k)和 (l)小段里的坚定措辞也有

问题，像“所有在职官员都就其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

为享有豁免权” ((k)小段 )这种说法只有经过委员会

内部讨论之后才能制定，而不能作为其讨论的前提。

另一方面，他赞同 (m)和 (p)小段所提供的论据，该

论据似乎合情合理并以外交和领事法的实践为依据，

或可为编纂和逐步发展提供基础。

54. 最后，他提请大家注意豁免和引渡或起诉

条款之间的联系。他和特别报告员一样对引渡或起

诉义务存有疑虑。在2006年的初次报告中，加利茨

基先生把豁免列入对国际法下的犯罪行为的“起诉制

度效力面临的许多 [……]障碍” 之一 65。虽然关于国家

官员的豁免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说他“手头没有掌握关

于国家间广泛实践、包括司法实践或其法律确信的

证据，可以用来确认就依据“引渡或起诉” 规则对外

国官员行使国家刑事管辖权而言，存在着外国官员

豁免权的例外” (第二次报告第79段 )，他个人认为，

加利茨基先生的关切还是合理的。就这两个专题的

工作而言，委员会可考虑在关于豁免问题的条款草

案中纳入一条不妨碍条款，处理引渡或起诉规则的

适用规则。

65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
号文件，第14段。

55. 最后，他同意杜加尔德先生的意见，认为

当委员会尚未对目前正在审议的第二次报告做出结

论时就考虑审查第三份报告是不明智的。

上午11时45分散会。

第3087次会议

2011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

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 )66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 (A/
CN.4/631)。

2. 雅各布松女士说，对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表达意见之前，她谨欢迎委员会的新成员，来自西

班牙的孔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西班牙提名一位女士作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开创了其他国家应遵循的先例；委员会的组成应反映

出法律界不缺乏合格的、经验丰富的女性国际法律

工作者。

66 转载于《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
CN.4/63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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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一个重要专

题，大会第六委员会一致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应对其

审议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表达

的意见是明确和前后一致的。此外，报告经过了很

好的研究，提供了有关判例法的宝贵最新情况。

4. 从特别报告员对其报告逻辑的激情捍卫和委

员会关于本专题的活跃辩论可以看出，豁免是一个

敏感的问题。事实上，法律及其应用都不是没有价

值观的，所以没有法律工作者可以声称不带任何观

念或情感倾向地适用法律。因此，某个法律立场即使

被认为是不带情感的，她也不同意该立场就可以声称

具有更充足的论据。虽然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可能如

他所坚称的那样是纯理性的，但也只是从他所陈述

的假设推论出来的。因此，比起要评估从假设推导

出来的结论是否纯为理性，评估这一假设更为重要，

而委员会必须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假设。

5. 特别报告员的出发点是国家主权原则及其影

响，而影响之一就是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特别报告员基本上认为豁免是绝对的。虽然国家主

权明显处于国际法的核心，但过去几十年看待这一

原则的方式已经发生演变。因而，问题在于其影响

是否也发生了演变，如果有演变，则演变到什么程度。

6. 她同意豁免是程序性的这一观点，然而其后

果却并非程序性的。因此，委员会必须审议这些后果，

因为仅仅逻辑性地提出豁免的程序性而回避问题，则

不仅天真，而且也不负责任。

7. 关于特别报告员称国家主权原则派生的豁免

与国家责任之间一定有联系，她不完全相信总是如

此。梅莱斯卡努先生在上次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一问

题。她想举两个例子说明特别报告员的论据是有疑

问的并可能受到质疑。

8. 第一个例子来自国际法院2007年2月26日
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 )所作的判决，其

中法院明确裁定，尽管在确定国家责任之前并未确定

个人责任，一国可能违反国际义务 (判决书第180段 )。
法院驳回被告的辩辞，即作为先决条件，国家责任

应以个人责任为前提。法院做出结论认为，“本《公

约》下可以引发关于种族灭绝罪及其同谋罪的国家责

任，即使没有个人被认定犯罪或犯有相关罪行” (第
182段 )。

9. 法院在该判决中的措辞涉及了委员会的两方

面工作。首先，它表明，对国家官员提起刑事诉讼

与确定国家责任之间不一定存在程序上的联系。事

实上，法院认为反之亦然。例如，曾作为一国代表

行事的战争罪犯越来越多地被绳之以法，但却没有

一个认定国家责任的并行程序。与委员会工作有关

的第二个方面是法院在判决中用语的毫不含糊，法

院声明，“任何其他解释都可能意味着，在一些极容

易设想的情况下，将无法诉诸《[防止及惩治灭绝种

族罪 ]公约》” (同上 )。

10. 如果能够证明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没

有程序联系，则出现的问题是，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与国家责任之间的联系是否如特别报告

员主张的那样确定。她并不这么认为。

11. 特别报告员论据成问题的第二个事例在于

他认为官员供职的国家可以放弃豁免，从而让另一

国法院可以对有关官员就统治权或与国家主权相关

的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如果豁免与国家责任之间

存在必然联系，则风险在于官员供职的国家放弃豁

免可以被该国作为一种手段，以牺牲官员来摆脱本

国的责任。

12. 疑问在于如何处理豁免与国家责任之间关

系，是作为一个涉及规范等级的问题，还是将之作

为一项规则或原则的例外，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特别报告员以集中讨论豁免例外的方式对此问题做

出了回答，并且在这样做时撇开了规范等级问题及

其与本专题的相关性。一些人—尽管不是特别报

告员—声称，国家责任由实质性规则管辖，而豁

免由程序性规则管辖，因此规范等级不能适用于这

个问题。无论是否有人同意这一意见—她并不赞

同—规范等级是一个必须加以处理和分析的问题，

不可简单地不予理会。

13. 关于特别报告员为什么在口头介绍中说战

争罪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豁免问题不在他

报告的范围内，这一点原因不详。从委员会关于本

专题的工作中排除这一内容是最令人遗憾的，因为

关于起诉或引渡的最实质性义务恰恰就存在于国际

人道主义法领域，而以豁免为由免除起诉或引渡义

务的问题也在这一领域得到了广泛分析。在涉嫌战

争罪案件中的起诉或引渡义务直接关系到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检控豁免。一名涉嫌战争罪并身处外国

领土的军官并不一定在该国免受起诉，尤其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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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没有对他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因此，委员会不应

从审议中排除这种案件。

14. 虽然委员会已同意不触及外交或领事豁免

问题，因为这些形式的豁免有现行国际公约管辖，但

可能出现与司法管辖豁免重叠而有必要审议的情况。

例如，据新闻报道，联合王国取消了利比亚领导人

穆阿迈尔 · 卡扎菲及其家庭成员的“外交豁免”。这就

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设卡扎菲先生在联合王国以战争

罪和危害人类罪被捕，是否可因他是以国家元首的

身份行事，而联合王国取消的只是外交豁免，而认

为他有权享有司法管辖豁免？

15. 如果委员会接受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则豁

免专题的问题之一在于其适用于广泛的行为。在委

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审议本专题期间，雅各布松女士

曾表示，委员会应处理在外国领土上实施的行为，

如外国特工进行的绑架、谋杀以及非法情报收集或

间谍活动，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是由未经认可为外交

代表的国家官员在外国实施的，从而排除了使用不

受欢迎的人的处理办法。秘书处的备忘录 67 在第155
至第165段简要论述了这一问题，值得委员会进一步 
讨论。

1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中引述资料来源

的方式时有混乱。例如，第70段 (a)小段中的最后一

条脚注的用意是支持关于在法国起诉卢旺达总统礼

宾主任罗斯 · 卡布耶的案件已经终止这一断言，却

将读者转引至第12段中的脚注，然而当读者抵达该

处时却发现特别报告员指出的仅仅是：“据新闻报道，

现已放弃该案件”。为证明这一事实所提供的互联网

链接所指向的并非一篇特定文章，而是卢旺达报纸

《新时代》的首页 68。这种索引方式令读者难以查验来

源，削弱了报告的可信性。

17. 她认为第10段的第一条脚注也存在问题，

其中提及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

的特设技术专家组报告。脚注给人的印象是该报告

反映了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两者的官方立场，但是

专家组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其工作成果不对两组织

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所以实情显然并非如此。鉴

67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68 当报告经编辑纳入《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

分 )时，该索引已变得更为具体：Kennedy Ndahiro, “Judicial 
restrictions on Rose Kabuye lifted”, The New Times, 2009年9月
26日。

于该报告一直备受争议，援引专家的“建议” —如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第91段所载结论中所做

的那样—具有误导性，给人的印象是欧洲联盟和

非洲联盟认可了该报告。

18. 委员会目前最重要的一步是决定打算如何

继续本专题的工作。它收到了秘书处的一份全面的

备忘录、特别报告员的两份深入研究报告 69 以及大会

2010年12月6日第65/26号决议关于优先审议本专题

的指示。特别报告员没有建议委员会如何开展工作，

只是在第93段建议委员会可考虑起草一个关于限制

或排除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任择议定书

或示范条款。在她看来，委员会应更确切地决定它

打算如何发展本专题，而且为此设立一个工作组可

能有益。虽然她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说法，即委员会

应从现行法的角度审议本专题，但审议工作不得止

步于它的另一任务之前，即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19.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想确认

自己听懂了雅各布松女士对他在报告和介绍性发言

中就国家责任和豁免之间必然联系所说的话的描述。

不知她是否理解他说的是，国家责任和豁免之间的

联系在于：当一国给予豁免以保护其代表不承担刑事

责任时，它本身对其代表所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20. 雅各布松女士说，她的理解是，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中称国家责任和豁免之间必然一直有联系。

她在发言中提供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可能存在着没有这

类联系的情况，因此委员会应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21.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想说的

是，在主张属事管辖豁免时，如同在援引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时一样，也应适用同样的标准，即

官员行为归于国家。这是梅莱斯卡努先生曾在上次

会议上质疑的一点。

22. 他在第二次报告中指出，如果使用同样的

归属标准，国家或国家官员援引或放弃豁免都不解除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这非常不同于雅各布

松女士在评论他报告时所陈述的立场。基本上来说，

如果在国家责任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两

方面使用同样的标准，那么就可以同时援引国家责

任和国家官员的刑事责任。反过来，可能会出现的

69 初次报告转载于《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01号文件；第二次报告转载于《2010年……年鉴》，第

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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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是，虽然提出了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并得到

认可，但就是—或正是—由于适用同样的归属

标准，所以犯罪受害人或有权这样做的其他行为者

仍可援引国家对不法行为的责任。他曾向委员会委

员们分发过他的第三次报告 (A/CN.4/646)，该报告的

最后两段即具体处理了这一特定问题。

23. 雅各布松女士说，豁免和国家责任是否应

以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敏感的

问题。如何加以解决，将影响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

如果它决定对所有国家官员给予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她不完全确信这类联系一直存在，而梅莱斯卡努先生

似乎也持这种看法。在提到一国以放弃豁免作为政治

工具而开脱责任的事例时，她只是试图强调，这种

放弃行为可能被用作法律上的理由或者出于政治操

纵的目的。为此原因，应仔细审议特别报告员的观点，

然后委员会才能在此基础上拟订任何条款草案。

24.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

的第二次报告作了很好的研究，他的大部分建议是

务实的和以当前国际司法判例及实践为基础的。虽

然某些委员无法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某些建议，认为

他没有考虑到国际法的最近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

贬低特别报告员处理这一困难、复杂而重要的专题

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25. 为了推动本专题的工作，委员会应根据三

个重要因素决定下一步举措。首先，因为目前的五

年期接近尾声，委员会不得不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

议期间处理其他更紧急的事项，所以可用于本专题

的时间很少。第二，自委员会开始审议本专题以来，

一些委员之间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许多似乎不可调和

的分歧。第三，第六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对本专题

至今进展甚微表示关注，并且认为在本届会议上应

优先审议本专题。因此，他赞同雅各布松女士的建

议，即成立一个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 
工作组。

26. 拟议的工作组可在届会的第一期会议期间

召开会议，唯一的目标是确定委员会可考虑并将包

含在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的一系列问题。在届会

的第二期会议上，工作组可制定有关这些问题的一

般原则，并提交给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拟议的原

则应当简短，只提及该专题的核心内容，如对国家

官员行使外国刑事管辖权的理由、属事管辖豁免和

属人管辖豁免的范围和内容，并且尤其是特定犯罪

对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影响。工作组还

可以确认哪些国际法罪行不得援引豁免。

27. 显然，工作组应以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可能也应当参考他的初次报告、

他第三次报告的摘要以及国际法院的一些著名裁决，

如逮捕证案的判决以及关于刑事司法互助的若干问

题案的判决。工作组也应考虑这些裁决中的法官赞

成和反对意见。

28. 此外，工作组不妨考虑国家法院的裁决，

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3月联合王国上议院关

于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豁免权上诉案 (皮
诺切特三号案 )的判决，包括出庭的七名法官的若干

意见；以及2000年11月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对布特

斯案的判决。还可以在学术文献中找到关于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专题的重要文献，其中一个是国际法学会关

于《国际法中的人的基本权利和管辖豁免》的研究报

告 70。因此，有足够的背景材料可以使委员会在本专

题上取得进展并遵从大会关于给其高度重视的指示。

然后，委员会可以期望在第六十四届会议通过一个

草案文本，并且可定下目标，在下一个五年期完成

本专题的工作。

2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载有委员会应在

本届会议上处理的大部分要点。然而其中第一点，

关于豁免的理由，是主要由初次报告论述的。关于

该报告第102和第103段 71 所载的特别报告员结论，

应指出的是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具有各种

相互补充和相互关联的理由，如各国主权平等、不

干涉各国内政以及在各自活动中须确保国际关系稳

定和各国独立等国际法原则。虽然管辖豁免往往构

成刑事责任归属的障碍，但并非总是如此。委员会

的结论应明确指出，管辖豁免决不是旨在便利官员

们严重违反国际法而不受惩罚。应主要解决国家官

员的属事管辖豁免和属人管辖豁免。除了在拟议的

工作组中可处理的一些细节外，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和结论显然为委员会今后审议本专题提供了恰当的 
基础。

30. 属事管辖豁免应只适用于官员的公务行为，

而不应涵盖他们上任前的任何行为。至于属人管辖豁

70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3 (2010)卷，那不勒斯会议

(2009年 )，第3段起 (可查阅 www.idi-iil.org ，决议 )。
7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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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则应限于国家高级官员以及有关人士任职期间

实施的行为，不论行为是以个人或公职身份行使的。

有关官员不再任职后，这种属人豁免就终止了。

31. 享受这类属人豁免的官员名单应尽可能短。

根据国际习惯法，应仅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

交部长这“三要人”，但可能还包括临时执行这些职

责的人，如王储或副外长。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1969
年《特别使团公约》，属人豁免也包括外交官、领事

和特别使团成员等官员。然而，鉴于官员们在国际

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应有限制地适用属人管辖

豁免。

32. 本专题目前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各种形式

的管辖豁免有可能保护严重罪犯，尤其是杜加尔德

先生指出的那些根据国际法应惩处的罪犯。属事管

辖豁免似乎问题较少。近年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

没有人可以声称高级官员的职责之一是犯罪。在这

方面，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到了上议院上诉委员

会各成员在皮诺切特三号案中的意见。他本人也希

望援引上诉委员会主席布朗－威尔金森勋爵的结论： 

如果根据指控，皮诺切特参议员在1988年12月8
日之后安排和授权实施酷刑，则他不是以具有属事管辖

豁免权的任何身份实施的，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智利已同意取缔这种行为，并且智利已经与《禁止酷刑

公约》其他各方商定，所有签字国应拥有管辖权审理官

方酷刑 (按照《公约》的定义 )，即使此类酷刑是在智利犯

下的。72

随后，内政大臣授权就1988年12月8日之后所犯的

酷刑和阴谋罪引渡皮诺切特将军。

33. 特别报告员还提到其他法院为属事管辖豁

免规定例外的判决，如2000年11月阿姆斯特丹上诉

法院对犯有多起刺杀罪的独裁者德西雷 · 德拉诺 · 布
特斯的布特斯案的判决；法院指出：“这种非常严重的

刑事罪行不能视为国家元首公职的一部分”。73

34. 工作组其实不妨审议哪些罪行不得在任何

情况下被视为公务行为，包括国际法定为罪行的行

为。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关于该法院管辖范围下犯罪的定义，如种族灭

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诚然，委员会在本专

72 《国际法报告》，第119卷 (2002)，第157页。
73 《荷兰国际法年鉴》，第32卷 (2001)，第277页，第4.2段。

题上必须考虑的情况类型不同，但《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所载定义的优势在于已经得到了共识。还有

一个务实的原因：为了批准《规约》，若干国家已经被

迫修改了本国刑事立法。

35. 更难的是为犯罪时享有属人管辖豁免的官

员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并且他对特别报告员在这方

面的立场有一些意见要说。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关

于高级官员上任前就享有这类豁免的观点。不宜以

这样绝对的措辞表明这类豁免应始终被视为绝对的；

《规约》不认为对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是这样的。

36. 的确，在实践中很难找到在国际犯罪方面

不给予属人管辖豁免的例子。特别报告员援引的唯

一事例是布里吉特 · 斯特恩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到贝

尔格莱德某法院在2000年因北约在南斯拉夫的行径

而判处14位西方国家领导人20年徒刑，其中包括比

尔 · 克林顿、托尼 · 布莱尔和雅克 · 希拉克；作者甚

至认为这个例子表明，取消前政府官员的豁免可能

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74

37. 虽然一致认为不能对严重的国际罪行给予

属事管辖豁免，但是能否对所有类别的罪行赋予属人

管辖豁免则没有达成共识。委员会可以接手这一问

题，以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协调公认的国际法规则

与制止有罪不罚现象的需要。也许，一个有用的工作

基础可能是国际法学会在2009年那不勒斯会议上通

过《关于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在国际罪行中的

管辖豁免的决议》第三条第1款：“根据国际法，在国

际罪行方面，适用的管辖豁免只有属人豁免，没有

其他豁免。” 75 这一意见不像特别报告员称属人豁免一

贯是绝对的那样专断，并且因为在那不勒斯会议上

经过与会者的明确多数通过，所以可能更容易接受。

38. 最后，他赞扬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努力；尽管

委员们之间有意见分歧，但报告将成为委员会本专题

未来工作的一个有益基础。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强烈赞同关于成立工作组的建议，在特别报告员的积

极参与下起草一份简短的报告，阐述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理由以及属事管辖豁免和属人管辖豁

74 B. Stern，“Vers une limitation de l’‘irresponsabilité souveraine’ 
des États et des chefs d’État en cas de crim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载于M. G. Cohen (编)，Promoting Justice, Human Righs and Con-
flict Resolu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Liber Amicorum Lucius 
Caflisch，2007年，莱顿，马丁努斯 · 奈霍夫出版社，第513至
第549页，特别是第526页。

75  国际法学会，《年鉴》(见上文脚注47)，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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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特征，并说明某些犯罪是否会影响这类形式的豁

免。本报告应包括在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

并作为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审议本专题的出发点。

39. 佩莱先生说，很难在一个引起了这样大量

争论的重要专题上保持简短。所提出的原则问题有

相当大的影响，不应被忽视。就这些原则问题和特

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摘要中概述的程序性方法达成

一致意见之前，专题很难取得进展。

40. 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文献收集来看，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是一份很好的报告，尽管他

同意雅各布松女士关于脚注的保留意见。另一个事例

是第79段中的脚注，提到秘书处关于大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专题摘要 76，其反映的

不是大会第六委员会的意见，而仅是若干代表团的意

见。虽然第二次报告对所讨论材料的分析看来是严格

的，但实际上相当偏颇。他对报告形式的唯一批评是，

众多脚注所含的重要信息本可放入报告正文。

41. 报告写得这样好，却以错误的前提为依据，

实在很遗憾。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备受质疑的结论，使

报告看来像一个特别诉求，而不是一份初次报告应当

对事实的公正反映。实际上，所谓的第二次报告其

实是2008年第六十届会议审议过的初次报告的续编。

当时，他和其他若干委员对初次报告没有区分“普通”

罪行的豁免问题和“严重” 罪行的豁免问题表示惊讶。

特别报告员曾答复说，将在第二次报告中处理这些

问题—确实得到了处理，但却远不能令人信服。

42. 虽然他不完全赞同杜加尔德先生，但后者

在上次会议上明确和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问题。他不会

像维克多 · 雨果走得那样远地去说这是“白天和黑夜

之间的博斗”；不过，他看到了共存的关于委员会作

用乃至国际法本身作用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特

别报告员的方法—特别诉求—是基于主权绝对

的概念，排除了国家领导人享有属人管辖豁免时任

何关于绝对豁免的例外的可能性。

43. 他清楚地知道，特别报告员认识到需要区

分属事管辖豁免与属人管辖豁免；另外，总体上，对

特别报告员关于属事管辖豁免的分析或第二次报告

第94 (a)至 (m)段的大多数结论，他没有意见。然而，

目前争论的核心是报告表达的超威斯特法里亚概念。

如雅各布松女士指出的，这把委员会拉回到只有国

76 A/CN.4/588号文件，第161页。

家才是国际法主体的时代，其任何作为都不会引发责

任。与委员会其他一些委员不同，他赞同特别报告

员称国家领导人豁免是国家豁免的结果。然而，正

如国家主权不是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的一个绝对原则，

国家领导人不能以其代表国家为借口，逃脱其任何可

能行为的后果。这种代表权没有赋予他们一切权利，

正如主权没有给予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利。如委员会

的一名委员所贴切指出的，这样的立场在2011年站

不住脚了。

44. 杜加尔德先生在上次会议上说，他不想卷

入一个关于什么构成给予豁免的规则和例外的辩论，

但他同意梅莱斯卡努先生认为这一问题是辩论的核

心。他坚信，不应像特别报告员那样处理这一问题。

特别报告员假定的基本原则是国家领导人或至少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绝对豁免，但他

自己，像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一样，想知道谁还

有可能会享有这样的绝对豁免，因为特别报告员没

有解答这一问题。

45. 刑事管辖豁免缺失的情况仅仅是一种例外，

特别报告员没有在实在法中找到任何实例。然而，这

种简单的假设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无异于否认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法的所有进展，尤其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国际社会理念以及意识—

尽管还很有限，但已认识到在国际社会个别成员的

利益之上有更高的利益。这些更高的利益体现在一

般国际法的强行法概念中。

46. 国际社会的这些利益仍然是有限和简单的，

但确实存在，并且对委员会处理本专题的方针至关

重要：从这一国际公共秩序可以得出，对于少数非常

严重的罪行，重要的原则不是国家及其代表的豁免，

而是两者的责任，并且对这些罪行的实施者无论是

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都可无豁免地加以审判。

47. 谈到雅各布松女士和特别报告员之间先前

关于个人与国家责任之间联系的意见交换，他说，他

不同意雅各布松女士和梅莱斯卡努先生的观点，而

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

家与其领导人之间的责任确有可能脱节，但是几乎

在所有情况下领导人都因其职能而负有责任，即使

他们曾经越权。也可以认为，国家的责任来自于其

代表的行动。

48. 然而，委员会现在考虑的只是严重违反一

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义务的严重罪行。如他在讨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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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草案 77，尤其是其第40条
和41条时所经常说的，这一特定类别的国际不法行

为所产生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

家会变成透明的。此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

可以调查领导人包括国家元首的个人责任，让他们

不能躲在国家的面纱后面免除这种责任。

49. 对这种情况，正如纽伦堡法庭在判决中指

出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而不是抽象的实体

犯下的” 78；因此，也负有责任的国家成为透明的，并

且它的人格不能妨碍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许多国

际条约已经申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些出自委员会的

工作，比如《纽伦堡法庭宪章和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

法原则》79和杜加尔德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提到的其他

原则。

50. 同样重要的是不可将实质规则与管辖权限

规则混为一谈，如杜加尔德先生提及的阿德萨尼诉

联合王国案中持有异意见的法官似乎做的那样。换

言之，与在该案中持异见的法官不同，他不会主张

申诉方被指控违反的强行法规范—包括禁止使用

酷刑—优先于关于管辖权限的规则；正如在刚果境

内的武装活动案中，申诉方声称被告应对一项违反

强行法规范的行为负责，国际法院本可以此为理由

行使管辖权但实际上却没有。进行那样的推理会混

淆实质规则与管辖权限规则，因此他不认可雅各布

松女士在那方面的意见。

51. 话虽如此，他的结论将与那些持异见的法

官相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豁免。结果是一

样的，但推理非常不同，并且恕其直言，这一推理更

加确切。更广泛地说，毋庸赘言，不会因为有人被控

犯下种族灭绝罪或侵略罪，国际法院就将有审判个

人的权限，因为国际法院无权就个人责任进行审判。

这种情况—法院无审理权限的事实—不是有关

个人的豁免而致，而是法院的管辖权限规则的后果。

另一方面，如果一国家或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审判国际

社会寻求处罚的某些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则该人没

有要求豁免的理由，只因为这种豁免并不存在。同样，

77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78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1948年，纽伦堡，第二十二卷，第466页。

79 《1950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374页。

这里采用了不同的推理，其依据是有关法院的管辖

权限，但结论却是一样的。

52. 一旦关于责任、亦即关于豁免缺失的基本

原则得到确立，就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这一责任

什么时候对国际社会起作用？其次，这种责任是否存

在着以刑事管辖豁免形式出现的例外情况？如果有，

在什么法院？

53.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统一和团结十分罕见

的国际社会这类地方，绝对责任的案例很少，并且

很可能会涉及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侵略、酷

刑和战争罪—尽管只有在系统和大规模实施时才

会有绝对责任。需要对强行法规范谨慎一些，以免

其受到轻视。

54. 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明确无误的

不：对那些罕见的绝对责任的案件—国家变得透明

并且代其行事的个人没有豁免可能—不存在例外，

除非法院缺乏管辖权被视为构成一个例外。然而，这

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55. 因此，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是一个自

辩诉求的很好例子，但因为其基本前提错误或不完

整，所以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年布莱兹 · 帕斯

卡尔曾谈到“以河为界的奇怪司法” 80，与之呼应，对

于该方面一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发展视而不见，仅专

注于埋首故纸堆的权威们，是一种奇怪的科学。

56. 他不打算逐一审议特别报告员的论据，因

为杜加尔德先生已经表明它们是可反驳的。诚然，如

果严格从实在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情况，不是所有

的论据都指着这个方向。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中的

不幸判决无疑加强了赞成绝对豁免的意见。他常常质

疑这个裁决，认为它是1923年以来法院最令人遗憾

的裁决之一，原因并非其推理站不住脚，而是因为法

院本可以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即有关比利时法

院管辖权的理由—得出同样的、他所赞成的结论。

就这样，对上议院在皮诺切特案和法国最高法院在

卡扎菲案中所取得的令人称颂的发展，国际法院选

择了加以掣肘。

57. 虽然委员会必须密切注意国际法院的判例

法，但它没有义务赞同其冗长的推理，包括错误；第

80 B. Pascal，Pensées, lettres et opuscules divers, 1864年，

巴黎，Napoléon Chaix et Cie出版社，第三章，第83页 (可查

阅网站http://gallica.bn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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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为这两个机构之间没有等级关系；第二，因为

它们不执行相同的职能。法院的裁决基于的是实在法

和现行法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在他所提到的案件中该

法是否已经存在 )，而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是逐渐发展

国际法。委员会已掌握足够的材料，可在正确的方

向上重拳出击，换言之，可巩固被国际法院在2002
年逮捕证案判决中所笨拙打断的趋势。

58. 主要是出于这些原因，尽管他尊重特别报

告员，但他的良知使他赞同杜加尔德先生、雅各布

松女士、梅莱斯卡努先生和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的意见，并敦促委员会在审议特别报告员所要指明

的大方向之前，不要进一步审议本专题。他同意雅

各布松女士和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的意见，即应

由一个工作组来处理这一问题，他希望该工作组由

特别报告员或一位受其信任的委员主持。他还希望

工作组为委员会的工作指明一个方向，更有可能实

现许多委员与人权组织及其积极分子的理想，将国

际法明智地重新聚焦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59. 彼得里奇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官

员的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基于各国实践、国际

和国家法院判例法以及相关学说做了大量研究，为

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0. 特别报告员根据自身研究所提出的某些意

见和结论，尤其是有关豁免例外的那些，必然会引

起反响和意见交换，从而进一步推动委员会关于这

一敏感而重要专题的讨论。在第二次报告第90至第

93段和第94段 (n)和 (o)小段中，特别报告员可能表

达的只是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拟议一项委员会应通

过的立场。事实上，好几位以前的发言者曾使用过

大致相同的资料，如国家实践、判例和学说，但得

出了与特别报告员相当不同的结论。

61. 《联合国宪章》授权委员会逐渐发展和编纂

国际法—换言之，起草多边法律文书以提交给各

国。这是委员会审议当前专题的目标。编纂的本质是

将现行习惯法变成条约草案。在国家实践和法律意

见中存在的习惯规则，是任何编纂工作的一个必要条

件。逐渐发展应与编纂携手并进，并且应超越现行

习惯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应当是肆意

或无限制的。它必须是相关的，并且参照国际法的

发展趋势、发展中的人类价值观和国际社会的现实。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可以比现行国际习惯法先行一步，

但必须是谨慎的一步，满足为国际社会和单独国家

调整一些相关新问题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加强它们

之间的合作、共存和共同利益。

62. 在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工作合并了国际

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对本专题的审议也是如此。

因此，委员会不仅应看到关于国家官员豁免规则的

现行习惯法，而且也应看到国际社会的需要和期望、

法律科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趋势以及人类社会的需求。

尽管本专题的编纂与现行的国家实践有联系，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应该具有前瞻性并且预测未来可能出现

的问题。总而言之，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似乎过

于紧密地与编纂时机业已成熟的现行法联系在一起，

而没有妥善考虑到逐渐发展的可能性。

63. 应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是委员会在本专题工作上面临的主要困境。一方面，

国家官员不受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

管辖豁免原则已经在国际法中得到了牢固确立。特

别报告员在其初次报告 81 和第二次报告的第一部分中

讨论了这一原则。另一方面，国家实践的最新趋势、

判例法、各国际法庭法官的不同意见和法律著述注

重于国际法罪行不得有罪不罚的重要原则。这一概

念植根于纽伦堡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刑

事法院和若干特设国际法庭的裁决。其必然结果是

主张对最严重的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

64. 无可否认的是，国际法承认国家官员的豁

免。这一既定原则源于各国之间的合作需要，并且

与外交豁免一样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也不可否认，

当代世界期望并确实需要确保国际法项下的罪行实

施者不致逍遥法外。有可能在这两类需求之间架起桥

梁，允许对违反强行法的豁免有所例外。委员会必须

考虑它在构架这座桥梁时应该走多远。这将是可能

设立的本专题任何工作组的主要责任。由于特别报

告员的第二次报告有一半篇幅都用来专门论述豁免

例外，所以他显然认为，在犯有国际法罪行的情况下，

如何处理国家官员的外国管辖豁免问题是委员会审

议的关键问题。他本人不同意特别报告员有关只可

允许一种例外的看法。

65. 他对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官员越权行为的

意见有保留。国家官员有越权行为，就不再是根据

国家指示或公职行事。一个官员的属事管辖豁免是

国家豁免的延续。由于越权行为不是在公务职能下

8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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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行为，并且未经国家授权，因此属事管辖豁

免不应扩展到越权行为。

66. 他对第二次报告的第35至第37段也有一些

保留意见。他自己的研究结论是，属人管辖豁免是

国家主权的体现，因此应限于代表主权国家的国家

官员。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之外，没

有高级官员享有属人管辖豁免。报告第35和第36段
分别提到的“高级官员” 和“可能的其他在职者” 享有

属事管辖豁免，使他们履行职责不受阻碍。

67. 此外，豁免只在公务行为方面具有逻辑上

的必然性，不应适用于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为。简言

之，属人管辖豁免的历史渊源是十九世纪，甚至更早，

不应扩展到其他已经享有属事管辖豁免的国家官员。

68. 至于第二次报告论述的关于豁免规则例外

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特别报告员在第54段中说，“我
们在此处理的是基于习惯国际法的豁免例外”。这一

限制意义重大。特别报告员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

的是，可以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确定豁免的不适用或

例外情况”。这一认定的意义甚至更大。虽然习惯法

中确有一些明确规定的豁免例外，但也同样是确立

在双边或多边条约之上的。委员会的任务正是制订

一份关于国家官员豁免的多边条约草案，为豁免确

定例外情形，并构成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它必须纳

入强行法规则所涵盖的对罪行不得有罪不罚的原则，

以反映当代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需求。

69. 在第二次报告第56段中，特别报告员依据

国际和国家法院判例法、国际法学会的法律著述和非

政府组织的立场，为豁免例外提出了数种可能的理

由。在其后的段落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些理由并得

出结论说，“认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存在

例外的各种理由均不能令人充分信服” (第94 (n)段 )。
然而，在特别报告员所接受的关于例外的唯一事例

之外，委员会应寻找更多的例外情况，并且应努力

找到令人信服的、有支持作用的论据。鉴于其报告

第57至第59段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在结论中措辞谨

慎是正确的。他并不完全排除国家官员豁免例外的

其他可能性。在报告的几个地方，他例举了不同的、

相互矛盾的看法，其中包括在逮捕证案中持不同意

见的法官的观点。他谈到了支持豁免例外的“广泛”

意见，但指出“尚不完全清楚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为何”

可能是这种例外的理由 (第61段 )。然而，他的结论

是明确的：在习惯国际法中无法找到关于豁免例外的

规则。他没有提及逐渐发展国际法。

70. 委员会没有足够时间详细研究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证据充分的所有论据。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

次报告的第61段中辩称，不明白为何最严重的罪行

可能会不再归于国家并失去其公务性质，从而构成

不豁免的理由。答案很简单，这是由于罪行特别严

重：这种罪行不会失去其公务性质，仍然是国家行为，

但由于其违反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严重性，所以其

实施者不应受益于豁免。在豁免规则和强行法规则

之间的任何冲突中，后者应优先都是合理的。有大

量的文献支持这一立场。

71. 特别报告员在第64段中认为，有关豁免的

规范是程序性的，并不影响对违反强行法行为的定

罪。虽然的确如此，但没有什么东西妨碍引入豁免

例外，以维护不得有罪不罚的原则。报告第68和第

69段所载的结论也令人难以接受。关于惩罚战争罪

犯的国际法准则已经在《纽伦堡宪章》、《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宪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起诉应

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规约》中得到确立，

对法律意见有着重大影响。轴心国没有主张豁免权

的事实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没有这样做的立场。

72. 在第二次报告第72段中，特别报告员反对

一项观点，即在一外国可对相关罪行行使普遍刑事管

辖的案件中，一官员的属事管辖豁免不可实施。另

一方面，他认为，“初看起来”，对严重国际罪行行使

普遍管辖权的可能性反映在许多国家的立法规定中。

对于存在国际管辖权的严重罪行案件，显然有理由

主张也存在着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例外。一个国家

未曾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事实，不应使

该国官员有可能就严重罪行要求外国管辖豁免，这

类严重罪行指的是如果该国为《规约》缔约国，则将

由国际刑事法院追究责任的罪行。

73. 豁免，无论是外交豁免或国家官员豁免，

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巨大资产。另一方面，当代

国际社会需要确保最严重的国际法罪行不逍遥法外。

在编纂和逐渐发展正在审议的专题时，委员会必须

努力求得适当的平衡。虽然习惯法中没有确立关于

豁免例外的规则，但他认为，委员会在起草关于国

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未来文书时，应将逐

渐发展国际法铭记于心。逐渐发展的程度将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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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内部的进一步讨论和各国对其在第六委员会

上所作报告的反应。

74. 虽然委员会不应削弱宝贵的豁免概念，但

它应确保那些违反强行法的罪犯不致逍遥法外，因

为此类罪行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并摧毁了社区和

国家整体。处罚这些个人，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75. 由于委员会必须首先进行实质性辩论，以

观其在逐渐发展本专题方面能走多远，所以现阶段

不应制定任何条款草案。因此，建立一个特别工作

组是个好主意。 

76. 加亚先生表示，尽管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援引了丰富

的判例和法律著作，但观点却令人沮丧地片面。尤其

是断言存在着外国官员属事管辖豁免的一般原则以

及因为实践分歧或不足而不可能有这一原则的例外。

77. 必须以特别报告员在上次会议上提交的第

三次报告大纲为背景，审议他关于公务豁免与国际罪

行管辖权之间关系的观点。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中希望表明，公务豁免只有经过官员自己的国家提

出才会产生作用。因此，如果官员本国没有提出豁免，

关于罪行的司法判决就不能算是限制豁免实践的一

个重要因素。这种方法往往限制了一些惩罚外国官

员所犯国际罪行的判决的相关性。虽然讨论特别报

告员的这一假设很可能为时过早，但应当考虑到这

一问题。

78. 关于制止国际罪行的条约所提供的证据表

明，特别报告员关于现行法立场的描述并不完全正

确。虽然条约可能减损关于公务豁免、属事管辖豁

免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但也证明了当国家官员被控

的违法行为构成国际罪行时，这类规则并不适用。

79. 大多数有关制止国际罪行的条约没有就豁

免做出规定。这一沉默不能被视为默示承认豁免适

用。如逮捕证案的判决所表明的，存在着一个隐含的

例外，可使少数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可能在任职期间免

于刑事管辖。如果对公务豁免做出类似的例外安排，

成千上万的人将无限期地被免予起诉，而许多有关

制止国际罪行的条约将变得毫无意义。

80. 例如，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

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制止第1条中

界定的罪行，并在一定条件下严厉惩罚这些罪行和

行使管辖权。他想知道可否将《公约》阐释为缔约国

就一项罪行—诸如在飞机上安置炸弹—行使管

辖权的义务可因被控罪犯的职能豁免而受限制？《公

约》会否因此豁免起诉外国官员？如果事实证明被指

控罪犯是某国特工人员，另一国是否应当由于该人的

豁免而不予起诉？将该《公约》与其他类似条约一样

理解为要求起诉，不论被指控罪犯是否为国家官员，

是不是更合理？关于制止国际罪行的条约对豁免问

题的沉默，应笼统解释为意味着没有例外。

81.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

公约》似乎没有以有关国家是否为该公约缔约国而加

以区别。《公约》和相类似的条约建议说，各缔约国

均有权惩治犯罪行为，不管其是否为国家官员。换言

之，在发生国际犯罪时，不能援引职能豁免权。鉴

于关于制止国际犯罪的条约为数不少，这一观点份

量很重。

82. 报告第77段引述的逮捕证案判决第59段，

似乎与上述观点相冲突，该段认为：依据关于预防和

处罚某些严重犯罪的各国际公约行使管辖权，不影

响国际习惯法上的豁免权，并且在外国法院仍然可

提出这些豁免权抗辩，即使这些法院根据这些公约

行使管辖权。然而，国际法院并没有提到，根据国

际习惯法，属事管辖豁免也涵盖国际罪行。鉴于许

多关于制止国际罪行的公约的大多数缔约国的态度，

似乎极不可能让国际习惯法确立一项一般规则，使

得属事豁免不顾被控罪犯的行为而生效。

83. 瓦钱尼先生对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份明确

和富有挑战性的报告表示祝贺，作为现行法的陈述，

报告总体上具有说服力。他基本同意第94段所载的

法律主张—首先，国家官员的豁免是一般规则，而

特定案件中的豁免缺失是一般规则的一项例外 (第94 
(a)段 )。

84. 其次，称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属

事豁免，也是正确的：只要他们是以“公务身份” 做

出的行为，他们就有豁免权。有时很难在公务行为

与其他行为之间做出区分，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使

这种区分无效。可以参照国家责任法、《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和其他国际文书来确定一项行为是不是

公务行为；也可以从有类似区别问题的国内制度中获

得指南。事实上，在本项目的后期，特别报告员不

妨考虑给出更为明确的说明，指出什么是与豁免有

关的公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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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第三，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将属事豁免与属

人豁免之间的区别视为法律的重要组成因素。属人

豁免不仅适用于以公务身份从事的非法行为，而且

也扩展到官员任期之前或期间以私人身份实施的非

法行为。然而，这种全面或绝对的豁免只限于相对

较少的国家官员群体，可以说仅是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和外交部长。在属人豁免方面，特别报告员所

称的“三要人 (troika)” 或“三种人 (threesome)” 作为现

行法律的一部分，似乎是正确的，尽管希金斯法官、

科艾曼斯法官和比尔根塔尔法官在逮捕证案判决的

联合不同意见中表达了保留意见。在这一点上，他

认为不应轻易漠视逮捕证案中的大多数意见。

86. 第四，并且也许最有争议的是，特别报告

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指出，“认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存在例外的各种理由均不能令人充分信

服” (第94 (n)段 )。然而，特别报告员在第54至第

93段中仔细审查了关于豁免一般规则所存例外的不

同情况。可能的例外包括非法行为不可为公务行为

的观点、同一行为不应同时归于个人和国家的看法、

强行法、禁止豁免的新习惯规则的出现、普遍管辖

权的概念以及引渡或起诉的观点。特别报告员就豁

免问题评估并摒弃了这些观点，但根据他本人对法

律的理解，应对强行法的例外进行更为细致的处理。

特别报告员虽然审查了关于这一观点的司法实践，但

没有确定为什么—例如—禁止酷刑的强行法规

范不能优先于国家官员的程序豁免。特别报告员在

第65段中提到了霍夫曼勋爵关于2006年上议院就琼

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案所做判决的评论，但

这些评论似乎只是断言而没有分析为什么强行法规

范不应优先。如果我们从强行法规则是强制性的这

一简单前提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到的结论是，在外

国法庭上应当确认违反强行法规则的行为，即使是

针对享有程序豁免的个人。在这方面，值得听取欧

洲人权法院所审理的阿德萨尼案中的少数派意见 (在
其第二次报告的第63段中有所提及 )。

87. 特别报告员的做法是，只要与本项目的性

质有关，委员会就需要返回到第一个原则。这可以基

本上视为编纂工作，旨在制订目前存在的关于国家豁

免的法律。司法判决和学术著述指向了不同的方向，

各国可能会感谢在国家官员豁免方面拿出国际法允

许什么和要求什么的指导意见。鉴于外国国家官员

在另一管辖权下的法庭受审的案件不可避免地引人

注目，就更是如此。

88. 但是也可以从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角度来看

待本项目。从这个角度，如果特别报告员重新调整

项目，以便更为充分地考虑到在该领域法律中日益

有说服力的各种政策因素，那么他将对特别报告员

表示支持。关于国家豁免的法律已经在良好政策推定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传统上认为，国家官员的豁

免推动了各国之间的积极关系，因此在国际关系中

促进秩序、安全和稳定。已经根据礼让和互惠互利是

重要因素的主张而确立了法律，因此，如果X国外长

在Y国受到刑事指控，那么X国会等很久才发起“以
牙还牙” 的起诉吗？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是另一个

人眼中的恐怖分子的想法，不应鼓励国家面对邪恶

无所作为，而是应当突出说明一国就可能具有主观

成分的政策问题起诉另一国领导人带着固有的风险。

89. 赞成现行法律安排的还有其他两个政策论

据。一个是基于领土概念。通常总说域外立法是成

问题的，并且可以说是违背国际法规则的：从这个角

度来看，可以说一个国家不应手伸太长，试图对未

在其领土上实施犯罪的国家官员定罪。具有域外因

素的起诉可能是糟糕的政策，不仅是因为这反映了

一国企图将主权延伸到其他国家，而且也因为在收

集和评估证据指控被告方面可能遭遇困难。

90. 其他政策性论据更有明显的政治性：有理

由相信，在国家官员没有豁免的世界上，基于政治

动机的审判将会过于频繁地发生；审判可能成为寻求

解决基本上是政治纠纷的主要方式。如果所有的相

关者都接受域外司法治度，这将是件好事；但是鉴于

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政治分歧，任何关于这类国家法

庭审判外国被控罪犯的制度是否能够得到接受，是

值得怀疑的。此外，任何可以让国内法院无视外国

官员豁免的制度将会导致这样的指责，即强国有权

审判弱国的官员，而反之却不行—这是一个评估

有关豁免规则可行性时不应忽视的指责。 

91. 另一方面，赞成在某些情况下取消对国家

官员的豁免，也有很强的政策性原因。例如，伴随着

对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日益重视，坚称国家官员仅因

身为国家官员就可在国家一级逃避滔天罪行的检控，

看来是不会得到广泛赞同的。对于已经公认为国际

罪行的严重罪行，尤其如此。此外，越来越明显的是，

国际刑事法院将不享有原先预期的充分管辖范围。尽

管乐观主义者可能仍然希望该法院能对来自不同管

辖权地区的人进行审判，但是鉴于众所周知的政治

和外交现实，这一前景仍不确定。因此，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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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找到替代手段，法办那些犯有某些严重罪行的国

家官员：这样，国际制度才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和减少

有罪不罚的可能。

92. 他的最后想法是，各种政策论据是微妙平

衡的，应鼓励特别报告员更充分地发展它们，以便

作出建议，即本项目是否应寻求渐进式地编纂法律，

抑或在对国际法的显著逐渐发展持开放态度的情况

下，应该尽量以更详细的方式对法律的前景进行描

述。后一方法可能会遭遇各国的抵制，但没有理由

予以轻视。特别报告员编写下一次报告时也不妨考

虑委员会中的某些趋势，尤其是有关人权的趋势。

93. 最后，他指出，特别报告员出色的第二次

报告给了委员会很多可供思考的东西。

94. 麦克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

报告，报告延续了他在初次报告中所展现的高超的

学术和分析水平，并指出他也赞赏杜加尔德先生对

报告的强烈批驳。杜加尔德先生提出了与特别报告

员的立场截然相反的观点；两者之间即为辩论界定了

良好框架。

95. 虽然他本人同意第二次报告的大部分内容，

但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有争论；其中核心问题是，对

于严重的国际罪行应否有豁免例外。特别报告员辩称，

不应当有豁免例外，或者至少尚未出现这类案件。然

而，他为确定应否有这些例外设置了一个非常高的标

准：例外必须“以国际习惯法为依据” (报告第54段 )。
随后，他检视了实践和法律意见后认为没有这一依据。

已经有些案件被送至国内和国际法庭，但基本未能胜

诉；特别报告员将学者们的意见视为拟议法，并且从

政策的角度不相信豁免例外是一个好主意。

96. 杜加尔德先生的方法则完全相反—不是

依据委员会传统上视为任何行动必要条件的习惯国

际法规则，而是认为委员会应就一项基本原则问题

采取立场：是有罪不罚还是追究责任？在杜加尔德先

生看来，委员会不应以静态的方式看这一问题；鉴于

国际社会已不再固守成规，它应在这方面顺应潮流，

争取把重点放在问责上，反对有罪不罚。

97. 这样，辩论的就是政策问题，但他不能确

定的是，回答这一基本政策问题时，可否认为一种

方法在法律上是正确的而另一种是错误的？试图就

法律是什么达成共识，也不能解决问题，尽管加亚

先生刚才就此说了一些关于国际习惯法的非常有趣

的观点。

98. 如果像特别报告员推理的那样，认为只有

运用传统分析模式，诸如国家实践、各国际法庭的

判决，找到习惯国际法的规则，才能视例外为存在，

则他的立场就更言之成理了。如特别报告员指出的，

支持豁免例外主张的裁决极少，并且逮捕证案摒弃了

这一主张。没有常规的国家实践支持豁免例外，也

没有足以形成法律意见的东西。换言之，如果接受

特别报告员的前提，那么他的结论即能轻易得出；特

别报告员对证据的分析肯定是彻底的，尽管他自己

目前不至于像瓦钱尼先生刚才说的那样，认为从现

行法来看，特别报告员是正确的。

99. 然而，还有看待这一事项的另一种方式：

杜加尔德先生的替代方式。有豁免权的个人在国内

法院被起诉严重国际罪行的案件很多，而这种起诉

是存在例外的观点的反映。有法官对不存例外的观

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也有支持例外观点的学术文献。

在加拿大，已经提出法案，使国内法院能够审理受

害者起诉那些尽管享有豁免但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

外国国家官员。总之，这个问题并不明确。

100. 出于这个原因，他无法理解特别报告员在

第94段 (n)和 (o)小段中的结论的含义—似乎说委

员会不应同意存在豁免例外。

101. 他个人认为，是否存在承认例外的国际法

规则，部分上只是一个角度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出

发点似乎使其结论成为必然，但是他优先考虑了某

些关于存在习惯国际法的证据，而将其他证据撇开

不谈。说问题在于委员会是遵循习惯国际法还是逐

渐发展国际法，是错误的。加亚先生刚刚就分析是

否完整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佩莱先生刚才所指出的，

委员会正在处理国际法的不同观念，整个问题不应

被视为一个豁免的例外问题，而是严重国际罪行绝

对责任规则的例外问题。

102. 然而，即使委员会肯定了不存在习惯国际

法规范的观点，也不应妨碍它接受关于应存在例外的

概念：它可以像彼得里奇先生所强烈主张的那样，逐

渐发展国际法。不过，他不能肯定委员会在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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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习惯国际法上不存在豁免例外依据的论点。

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更充分地考虑。

103. 但是，特别报告员所说的“不足以让人信

服” 的关于豁免例外的政策性观点或理由呢？有两个

模式来审议外国法院就严重国际罪行起诉个人的问

题。一个是杜加尔德先生所说的，犯下滔天罪行的

坏人享有豁免，不会在国际法庭或境内的本国法庭

上受审。因此，一个司法系统运作正常、具备所有

程序保障的外国法院应当能够追究他们的责任，并

且不会受豁免权申诉的阻碍。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

力的景象。

104. 然而，还有另一种模式：即可以对重要人

物—尽管他们享有豁免—提起有政治动机的起

诉，没有任何程序性或实质性的保障。这当然引起

严重关切，尤其如果导致明显不公、阻碍外交活动

或危害了豁免机制所争取保护的内容。

105. 那么，面对相互冲突的关于确定豁免例外

后果的观点，委员会该怎么做呢？特别报告员曾表

示，他将提交第三次报告，但不会提出条款草案建

议。委员会将必须在某个时刻决定它希望如何向前

迈进—是编写条款草案还是提交新的报告。有人

建议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处理此事，但他不确信

本届会议上可以做出关于今后工作方向的决定；这基

本上是下一个五年期的事项。不过，他想对今后工

作的大方向说一些看法。

106. 首先，不应放弃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如果

可以解决根本问题，这将是委员会编写条款草案的

一个理想专题。

107. 其次，他认为委员会不应当接受特别报告

员关于不应有豁免例外的立场。需要对问题做更多

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倾向于将他视为“法律” 的论点

与他称为以逻辑或权宜之计的论点相比照。但他的

法律论点往往只是出于一个不同的政策角度。他问，

就个人行为归于国家而言，为什么构成严重国际罪

行的行为应不同于其他行为？为什么行为的严重性

使豁免所依据的各国平等原则无效？他将构成严重

国际罪行的行为不是国家行为的说法视为一个支持

豁免例外的“人为但不完全有法律根据的尝试”。从

本质上讲，这样的论点只是一个援引法律概念的政

策论点。各国平等怎么能作为理由保护犯有严重国

际罪行的国家官员？为什么豁免的政策理由要求犯

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不受起诉？如瓦钱尼先生所

指出的，基本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惩治严重国际犯

罪的国际司法管辖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正在反复

思索外国起诉的问题。

108. 无论如何，委员会应当做得更多，而不是

简单地得出不可能存在豁免例外这样的结论。如果委

员会采纳了没有例外的观点，则会被认为违反了其自

身在其他议题上的方针。需要对豁免例外的问题进行

进一步分析，也许通过特别报告员继任者的进一步

报告，又或者通过下一个五年期设立的工作组来做。

下午1时散会。

第3088次会议

2011年5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

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82(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 (A/CN.4/631)。

2. 卡弗利施先生说，大家已经提出许多意见，

他因此只想讲五点。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82 转载于《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
CN.4/63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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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取得很大进展，因此，今

天的个人拥有可在国际一级伸张的权利，但他们也

承担着国际义务。这些义务适用于所有个人，即使

是那些为国家服务、代表或声称代表国家行事的人。

这样的人可能为某类行为在国际一级承担刑事责任

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不为个人所犯的非法

行为承担责任。不能说只要国家承担责任，代理人

就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因此可以躲在刑事豁免的盾

牌之后。反过来也不行：如果一名官员对其在国际一

级的行为负有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他声称代表的

国家没有责任。换言之，国家的国际责任并不替代

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不排

除国家的国际责任。因此，当国家官员犯下特别严

重罪行时，这两类责任并不相互排斥：两种责任—

国家的和个人的—是重叠的。

3. 其次，关于管辖权的规则不应与关于豁免的

规则相混淆。在特定情况下的豁免缺乏，并不意味

着个人可以随便被起诉：必须满足国内法与国际法关

于管辖权的条件。否则，开庭审理此案的法院就没

有管辖权，并且国际罪行案件中的豁免问题就不会

出现—即使出现了普遍管辖权。根据国际法学会

2005年8月26日通过的《关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

罪和战争罪的普遍刑事管辖权问题的决议》第3条 (b)
款 83 的推理，行使这一管辖权“要求被指控的罪犯身

在起诉国的境内” 84。显然，这一条件使得被控国际罪

行的国家官员的豁免免致多重、失控或滥用的起诉。

4. 第三，过去20年来目睹了国际刑事管辖权的

出现。国际社会一直非常致力于这一主张，值得一

问的是：如果有着随时可以提出豁免抗辩的风险，是

否真会这样？ 

5. 他的第四点涉及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在辩论

中提到的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作为一名参与该案

的法官，他说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欧洲人

权公约》第3条禁止酷刑的规定具有强行法规范的性

质。因此，《公约》第6条保障的国内法院投诉权也具

有这一性质，因为所涉的是一项有关违反强行法规

则的控诉，其依据是保障法院投诉权的第6条。显然，

法院本来是可以排除有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刑事豁

免的，除非案件涉及民事索赔，而不是刑事指控。多

数法官当时辩称，在国际法上，豁免例外只对刑事案

83 国际法学会，《年鉴》[英 ]，第71 (2005)卷，克拉科夫

会议 (2005年 )，第二部分，第十七委员会，第297页。
84 同上，第299页。

有效，对“只” 涉及民事索赔的案件则无效。在他看来，

这一多数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实践中从未有过这样

的区分。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争议在于委员会的假设，

即假设是一起违反了禁止酷刑规定的犯罪行为，他

确信欧洲法院是会毫不犹豫地排除该官员的豁免的。

因此，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没有为豁免延续的论

据提供证明，事实上正好相反。

6. 杜加尔德先生曾表示，委员会必须在一个不

再被完全接受的解决方案和一个尚未被完全接受的

解决方案之间做出抉择。在他看来，这个阶段已或多

或少地达到了，并且在当代国际法中，一个辩称自己

代表国家行事但违背了人类最基本戒律的官员再也

不能躲在豁免的后面。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法律还

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委员会都将责无旁贷地在这

个方向上发展它。话虽如此，尽管他不完全赞成特别

报告员的意见，但承认他的工作质量很高，并同意

报告是有启发性的、有意义、材料充分而且结构适宜。 

7.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报告载有许多

内容，人们可能同意或不同意。尤其是特别报告员有

关例外问题的结论。他同意第90段的结论，即：在

出现国家豁免一般习惯规则的例外方面没有统一的

主导趋势，而且也不可能认定这种趋势。他也同意

第91和第92段指出的，应就拟议法是否希望习惯原

则出现例外进行审查，其中还应单独加上强行法优先

的问题。起草这方面条款的工作，完全在委员会的

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任务之内。关于第93段中

考虑拟定一个条约机制的建议，因为《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第27条第1款取消了高级官员的豁免，因

此这种工作可能是多余的。

8. 实质上，他将自己的发言集中在本领域工作

准备处理的三个一般原则问题上：国家豁免的理由、

“私人行为” 和“公务行为” 之间的区别、以及严重国

际罪行的国家豁免例外的理由。审议国家豁免问题

时，必须牢记的基本因素是：所涉及的是国家在法律

上和实际上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虽然实际上可

能难以区别国家的利益与其特定领导人、政治团体

或政府的利益，但从法律角度看，个体官员的利益

是有别于国家利益的，尽管路易十四有句名言“朕即

国家”。如大家所普遍承认的，在处理细致入微的国

家豁免问题时，这种区别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9. 国家豁免的核心理由是保护国家利益。通过

确保高级官员可不用担心其他国家提起的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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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般旅行或以其他方式履行公务，政府的实际职

能得到了保护。此外，禁止一国审判另一国的责任，

是出于国家平等的基本原则。这一禁止的理由无疑

紧密关系到国家有权享有公正的司法或仲裁程序来

判定其法律权利和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

在国际判例中，尚未出现有关司法廉正或一方有“权”

获得公正审判的明确学说。鉴于国际法院、欧洲人

权法院、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国际投资争

端解决中心或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各个规约都不存在

这一程序性权利，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国

际法院曾有机会在1963年12月2日北喀麦隆案的判

决中对各方提到维护司法廉正的责任。因此，国家

豁免保护的是两种实质性利益：一国政府的职能与一

国在关于其国际责任的公正司法程序中所拥有的合

法利益。在这方面，虽然特别报告员在第36和第37
段承认属人管辖豁免在职能方面的理由，他没有为

属事管辖豁免提供同样明确的理由。相反，他在第

22至第34段中主要阐述的是这类豁免的范围，并对

“公务” 和“私人” 行为之间的区别给予了大量关注。

必须认识到，判例在确定这类豁免的理由方面也没

有提供多少帮助。实在法中存有这一尚未延伸至“私
人” 行为的原则还仅仅是假设。在这方面，国际法院

在2002年逮捕证案的判决中就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

管辖豁免所做的对比，具有很大意义。 

10. 一个可能的、不是这类规范性的，而是法

律上的理由是责任归属。根据这一方法，国际责任在

性质上被视为排他的：它或者可以从刑事责任角度归

于个人，或者可以从国家责任角度归于一国，但不能

同时归于两者。例如，报告第33段脚注援引安东尼

奥·卡塞塞的话说：“原因是该行为在法律上归于国家，

因此其所导致的任何法律责任也只能由国家承担” 85。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比如一名国家元首根据一项相

当于—即使是变相的—官方的有关酷刑的政策

实施了酷刑，将不会为该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结果是，

“我只是遵从指令” 的辩词—这当然不构成对酷刑

的实质性辩护—实际上成为一个程序性辩护。从

法律和规范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推理都是可质疑的。

在法律上，似乎普遍认为个人和国家层面的责任不仅

二元并存，而且重叠，覆盖同样行为，正如奥利维

85 A. Cassese, “When may senior State officials be tried for 
international crimes? Some comments on the Congo v. Belgium 
cas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No. 4 
(2002)，第853至第875页，特别是第863页。

尔·德·弗鲁维尔在克劳福德2010年的《国际责任法》86

一书中所指出的。因此，在共同承担行为的违法性时，

似乎明显存在着责任的并行和重叠。从规范的角度

看，二元概念有明显的优势，可避免个人将行为归

于国家而逃避自己刑事责任的不理想结果。 

11. 然而，从国家豁免法中取消关于归属的

原则，显然背离了 (诚然不一致的 )判例，后者一直

在该理念上极力挣扎。设想不需要证明某一行为可

归于国家就援引国家豁免，似乎有悖常理。他建议

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处理，以便说明其如何能够实

现。在这样做之前，他想指出，他前面所说的话意

在表明，尚有待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属事管辖豁免 
理由。 

12. 他将争取证明，一名前官员就一起同时是

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援引属事管辖豁免，

为什么在实际上与国家的合法权益相违背。因为国

家豁免的存在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故而

可认为可将整个责任归属问题从有关非法行为的属

事管辖国家豁免法则中清理出去。 

13. 一般来说，有权援引国家豁免的国家官员

的特定行为是“公务” 行为还是“私人” 行为的问题，

在判例法中很突出。这不仅是为豁免例外存在所提

出论据之一的基础，而且也被认作一个关于归属的

初步问题。在这方面，第二次报告的第24段特别贴切：

“与此同时，特别报告员不认为有任何客观理由须在

为责任目的进行行为归属与为豁免目的进行行为归

属之间进行区分”。这一说法尽管绝对，但也许能用

来进一步探讨有无进行这类区分的理由。这一问题基

本上是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的一个形而上学的重叠。

从诉讼的角度确定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助于更

好地审议问题。 

14. 委员会目前的工作与国家责任问题无关。

当一国法院寻求起诉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国家官员

时，是在寻求判决官员的个人责任。原则上，一国

法院关于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判决不对该个人国家

的国际责任这一单独问题产生法律影响。当然，如

国际法院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的案情实质判决第209、210和第214至第224段中所

86 见 D. Momtaz, G. Cahin and O. de Frouville, “Attribution 
of conduct to the State”, 载于 J. Crawford, A. Pellet and S. Olleson 
所编的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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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的，法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裁决可能在确定该

国责任的单独立案中构成具有说服力的依据。然而，

作为程序上的问题，个人刑事诉讼在法律上不对国

家形成妨碍。 

15. 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的案情实质判决第223和第227段中，国际法院在如

何对待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例方面强调

了程序上的区别。个人和国家之间在举证责任、举

证标准和举证方法上差异显著，并且直接影响前南

刑庭判例对国际法院的证据价值，例如关于种族灭

绝国际不法行为特定意图的要求。因此，该案体现

出在诉讼上个人和国家责任之间的区别。

16. 如委员会在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最终案文 87第2条 (a)项中所指出的，归属是

国家责任的必要条件。因此，私人行为引发国家责

任。然而，归属问题实质上对个人刑事责任无关紧要。

当考虑如下情形，即当一名国家官员被一国家法院

指控犯有严重国际罪行，并与针对该国的并行或后

续诉讼相关时，即会有很大的不同。简而言之，一

个新的实质性问题—即归属问题—原本未曾出

现在前一诉讼中，但是却将出现在后一诉讼中。因

此可认为当在关于个人而非国家责任的刑事诉讼中

提出国家豁免时，国家责任和国家豁免之间存在着

客观的区别。 

17. 矛盾的是，国家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援引国

家豁免，更有可能在另外的关于国家本身责任的诉讼

中损害国家。原因是行为归属问题对国家责任很重

要，而对个人责任却不重要，所以国家法院关于归

属的事实和法律认定可能随后被用于指控国家。这是

一个官员利益与本国利益 (必须仔细加以辨别 )直接

冲突的情况。证明行为归于国家对个人有利，从而

使他得以受益于国家豁免；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需

要证明他的行动不能归于国家，从而避免国家为这

些人承担国际责任。

18. 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国家不是个人，而

是 (按约翰 ·奥斯汀的定义 ) “独立的政治社会” 88、或

87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88 J.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Lecture VI”, London, John Murray, 1832，第198页起。

者是 (按詹姆斯·克洛福德的话 )独立的“领土单位” 89。

一个人可能统治一国几十年，但可在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里被赶下台，并受到继任政府的刑事检控。因此，

必须承认存在着令人信服的关于国家属事管辖豁免

的规范性理由。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保护各国避

免由它国法院判决其责任而受到损害。不过，他希望

前面的意见表明，关于国家官员所犯严重国际罪行

个人责任的诉讼不适用这条理由。这一推理最终可

能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委员会不妨更密切地审议它。 

19. 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区别也关系到

确定严重国际罪行国家豁免例外的理由。第二次报告

第57段指出，“国际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不能被视为

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为，因此，属事豁免不能阻止外

国对此类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这种观点相当普遍”。
不过，这是值得更仔细研究的。

20. 关于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豁免例外的

主要论据是，无论个人地位如何，最严重的国际罪

行都应当受到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最严重的国际

罪行” 可以便利地指定为—根据谢里夫 · 巴西乌尼

的意见 90—强行法或危害全人类的罪行：种族灭绝、

酷刑、侵略、海盗、奴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等。

如第二次报告第56段解释的，这不仅因为强行法被

援引为豁免例外存在的主要根据之一，而且还因为

它是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基础。

21. 然而，应根据豁免的类型来考虑豁免例外

的理由。这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于属人管

辖豁免，可以争辩说应当有例外，理由是这些规范

的重要性超出了国家高级官员在从事活动时不必担

心另一国刑事诉讼的需要。尤其是有关强行法规范高

于国家豁免等程序性习惯规范的辩论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国家实践的缺乏可能不是由于对现状的普遍

满意，而是担心违反现行的法律。

22. 另一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承认属人管

辖豁免的绝对权利。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可以说这

涉及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如报告第15段指出，现有

国家实践完全或几乎完全提起了对前政府官员的刑

89 J. R. Crawford, “The criteria for statehood in international 
law”，《英国国际法年鉴》(1976-1977)，第48卷，第1条，第

93至第182页，特别是 第111页。
90 C. Bassiouni, “International crimes: Jus cogens and 

obligatio erga omne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59, 
No. 4 (Autumn 1996)，第63至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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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此外，根据第37段，没有证据表明各国或

判例大力支持改变关于属人管辖豁免的现有共识。第

64段回顾了强行法只高于实质性规范，而非程序性

规范的说法。顺便说一下，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其

第二次报告第67段的意见，即：关于强行法规范决

定性作用的辩论同时影响国家豁免的属事管辖和属

人管辖形式。 

23. 关于政策问题，可以辩称，国家因突然失

去三名高级官员之一而遭受的损害可能是巨大的，并

且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重要谈判期间

遇到刑事诉讼的一名外长，或者某个稳定性取决于

个人领导作用的内战后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比如，与敌国的争端解决谈判被打断或政府垮台引

起内战的前景必须被认作国家的切身利益。关于属

人管辖豁免，他不一定要采纳流行的正统套话，而

不详细研究减损这类豁免的彼此冲突的理由。可能存

在着细节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协调这些规范性

和实际性的冲突。例如，在国家不会因之遭受严重和

不可挽回损害的情况下，有可能对属人管辖豁免规

定部分例外，使国家官员为严重国际罪行受到起诉。

24. 最后，他想说具体的两点。第一点是，无

论对属人管辖豁免或其缺失可能作出什么样的改变，

都应在一般的属人管辖豁免与传唤的属人管辖豁免

之间确保一致。如果一位高官广泛地享有前一豁免，

那么他应该也享有后一豁免。在检察官诉布拉什基

奇案中，关于向国家元首发送传票的问题，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认定，高级官员仅是一

国的代理人，其公务行为只能归于国家，他们不能

为非私人的、代表国家采取的行为受到制裁或处罚

[裁决第38段 ]。换言之，国家官员不能承担不归于

个人、但归于其所代表国家的不法行为的后果。正

如第二次报告第51段在脚注中所指出的，该上诉分

庭称，该法庭行使司法权威时遵循类似于国家法院

的规则。这一立场同时根植于高级官员的一般属人

管辖豁免和其他国家官员的属事管辖豁免。所谓“三
要人” 属人管辖豁免背后的宗旨是，既尊重主权平等

原则—平等者之间无统治权的原则，也承认“三要

人” 豁免上的任何漏洞都可能会导致官员本国事实上

的屈尊降位，妨碍高级官员履行职责。 

25. 同样的关切也存在于发出传票要求提供证

据或提供口头证词的情况中。如果一个高级官员可能

被迫出示文件，这些文件大概会是主权国家正当掌

握的国家文件。关于口头证词，国家主权的一个基

本原则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必须能够

自由地与下属沟通，以有效地协调政府事务。尤其是，

三要人的成员必须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沟通，以办

理外交事务。虽然本国司法部门—作为平级的政

府部门—也许可以传唤行政部门的官员，但这一

权力不能掌握在外国司法人员手中。此外，传唤权

的先决条件是拥有以藐视法庭罪而强制传唤的权力。

就后一权力是前一权力的后果来说，前者侵犯了属人

管辖豁免。正如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41段所

指出的，对外国官员不能提起会对其强加义务、妨

碍行使公务的刑事诉讼。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豁

免适用于在职期间采取的行动，但在享有豁免的官

员离任时并未终止。如果官员可以预料下台时将被

传唤作证，无疑会干扰他任职期间从事国务的能力。

这就无需解释为什么属事管辖豁免同样保护国家其

他官员不受制于外国法院的传唤权了。正如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48段指出的，在关于刑事司法互助的

若干问题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享有属事管辖豁免

的官员也必须免于被传唤为国家官员在职责范围内

所做的行为作证。传唤权隐含了制裁权，并且在任

何案件中，适用于其他刑事诉讼的属事管辖豁免在

逻辑上也必须适用于传唤和藐视法庭罪诉讼。

26. 最后，属人管辖豁免似乎可适用于三要人

以外的高级官员。这种特权必须扩展到其他以相当

于外交部长的方式旅行和开展外交活动的高级官员。

例如，国防部部长当然应该归于这一类别，因为正如

博街法院在沙乌尔·穆法兹将军案的判决中所指出的，

事实上许多国家有海外驻兵，并且在许多联合国使团

中军事问题占有突出地位，因而需要一名部长到访。

此外，如第二次报告第15段最后一条脚注所引述的，

法国检察官一直认为，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 · 拉姆

斯菲尔德享有豁免，原因是其职能与外交部长的职

能重叠。这类豁免的确切范围值得委员会继续研究。

虽然它不能扩展到每一个出国旅行的低级官员，但

必须能够覆盖那些基本业务是旅行处理本国国际事

务的人。

2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对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

告的质量表示赞赏，尽管如特别报告员本人所指出

的，报告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判例法上存在着一些

疏漏。他期待着特别报告员关于程序问题—本专

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三次报告。委员会从

而将获得特别报告员关于本专题的观点的完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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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他还感谢秘书处出色的2008年备忘录 91。特

别报告员的初次报告 92和这份备忘录都是宝贵的信息

来源。也许有可能以增编的方式对备忘录进行更新。

29. 他不同意辩论中对第二次报告提出的大部

分批评。委员会委员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

但是以摩尼教的语言去谈论善和恶、问责制或有罪

不罚，几乎无助于辩论。此外，将支持豁免与支持

有罪不罚等同起来、或暗示说支持现行法就是在某

种程度上生活在过去，是不公平的。正如杜加尔德

先生所指出的，委员会委员们是法律工作者，而不

是某种事业的活动家。

30. 他同意前一天麦克雷先生和瓦钱尼先生提

出的大部分深思熟虑的意见。他们，连同彼得里奇

先生和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一起，都表示同意

报告中的许多内容，但是接着阐述了某些具体论点。

无庸赘述，这一专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不

妨进一步分析委员会过去与本专题相关的工作以及

关于豁免例外的其他研究，侧重于各国实践及其法

院的判决。这种研究应明确区分现行法和拟议法建

议—瓦钱尼先生在上次会议上将这一区分强调得

非常好。倡导组织、私营机构和著述者的意见当然

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审视其内容。

31.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审议的本专题是国际

法中带有某些一厢情愿想法的领域之一。对于这样

想的人来说，无论法院判决实际上如何，少数法官

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佩莱先生

关于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中少数法官推理的意见。

对一些人来说，下级法院在琼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

内政部案中曾经是对的，尽管被上议院否决了。

32. 如果委员会像杜加尔德先生呼吁的那样选

择拟议法的途径，鉴于豁免对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

性—如麦克雷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和

瓦钱尼先生所指出的，要想工作有价值，则必须侧

重于问题的实践内容。对习惯豁免采取任何例外，都

会助长“法律战”，带来潜在的滥用问题和严重破坏

国际关系的可能性。 

33. 委员会必须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所做的

那样，仔细和批判性地审查现有的材料。对判例法

91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92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中的法官意见不应断章取义。例如，皮诺切特案对

于任何有关国际法的一般主张都没有权威性。它涉

及的是一项具体条约，即智利、英国和西班牙都是缔

约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解释和应用，并且将《公约》的

效果转到了一个前国家元首的豁免权问题上。

34. 委员会必须牢记一些重要的区别和细分。

首先，民事司法管辖豁免提出的问题与刑事司法管

辖豁免根本不同。这一区别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

人为的，事实上是专题固有的。委员会关注的只是

刑事管辖豁免。其次，需要清楚区分国际刑事法庭

豁免和国家刑事管辖豁免。还是那句话，委员会关

注的只是后者，而前者通常由条约或安全理事会决

议所管辖。第三，提及“国际罪行”、“国际法上的罪行”、
“国际法上的严重罪行” 或违反强行法的罪行，除非

措辞有定义，否则没有特别的帮助。

35. 关于特别报告员工作和秘书处备忘录引发

的三个要点问题，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首先，委

员会不应忽视关于特别使团的法律，无论是协约法、

还是—尤其是—这一领域的习惯国际法。这方面

存在一些有意义的国内法院判决。在国家官员豁免方

面，关于特别使团的法律具有极大的实际重要意义，

因其旨在至少保护在外国履行公务的高级访问者。 

36. 第二，各国及法院之间似乎普遍—虽然

不是一致—同意三要人的属人管辖豁免。有些人一

直强烈批评关于逮捕证案的判决，但在实践中它被认

为反映了目前的法律状态。他就此提请注意，1969
年《特别使团公约》第21条第2款提到了国际法赋予

三要人及“其他高级人员” 豁免权。主要问题是如何

确定三要人之外还有哪类人享有属人管辖豁免。为

此需要考虑豁免的理由。在他看来—并且也是一

些判决所证实的：如果国家向他国派遣由自己选择的

人来代表，豁免应至少延伸到代表国家出境旅行是其

核心和重要职责的政府成员。在当今世界上，除非能

自由旅行的人超出三要人的范围，否则一国是不能在

国际上由其选择的人来代表的。比如说，他刚想到

了国际贸易部长、国防部长以及有关领域的副部长。

37. 他的第三点意见涉及属事管辖豁免 (职能豁

免 )的范围，这似乎是本专题最棘手的问题。哪些官

员和前官员有这样的豁免？其范围是什么？这包括

那些曾经享有属人管辖豁免但离职之后的人，以及

那些曾享有属事管辖豁免的人。职能豁免不包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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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作为和不作为。它涵盖他们以公职身份采取的、

归于国家的行为，不管在本国法上是否越权或合法。

在上次会议上，加亚先生提到一个例子：有关国家显

然未就其官员的行动提出豁免权。但据推测，这是

因为该国不希望承认这些行为是归于自己的。这个

事例说明了国家责任与豁免之间在归属问题上的密

切联系。

38. 在结束之前，他希望澄清前些时候辩论中

提及的有关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奇怪报道，事关利

比亚领导人及其家人豁免的问题。按照联合王国的

移民法，享有豁免的人通常在入境时免于出入境检

查。然而，根据1978年《国家豁免法》，这一豁免可

以取消。2011年2月26日，联合王国决定取消曾经

赋予卡扎菲先生及其家人的出入境检查豁免。显然，

这与刑事管辖豁免没关系。

39. 关于委员会今后在本专题上的工作，他同意

麦克雷先生的意见，即设立一个工作组还为时过早。

需要时间进行反思。本届会议上设立一个工作组，只

会重复和僵化在辩论期间表达的不同观点。重要的是，

避免做出先声夺人的决定，让下一个五年期新组成的

委员会去做更合适。正确的途径应当是看各国根据特

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当前的辩论而在秋季的第六委员会

上就本专题发表的意见。无庸赘述，委员会将很关注

别人怎么说，不管是非政府组织、实际工作者或者学者。

由于委员会报告员的努力和秘书处出色的工作，委员

会的报告将充分反映辩论情况。或许应当找到一些办

法，把委员会工作的简要记录放在网站上，以供讨论。

40.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

报告表示赞赏，该报告侧重于若干具体问题，包括豁

免规则例外的重要问题。他赞成几天前杜加尔德先

生表达的观点，即委员会委员是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必须决定每一专题的最好审议方式，以期有所结果。

因此，重要的是铭记：委员会决定向联合国会员国提

交的成果，无论是条款草案还是其他形式，都必须对

使用者有实际意义，并且真正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这句话适用于正在审议的专题。委员会应对第二次

报告论述的所有选择办法敞开大门，并进行深入的

辩论，以期取得共识。

41. 报告中载有关于本专题各方面的国家实践、

司法判决和法律意见的大量信息，包括属事管辖豁

免和属人管辖豁免的范围、豁免与普遍管辖权之间

的关系、豁免与引渡或起诉原则之间的关系，以及

豁免规则的例外—这一点占用了特别报告员报告

的很大篇幅，因此从一开始就把委员会的注意力引

向某些观点。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对委员会委员们表

达的不同立场持开放的心态。

42. 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94段认

真总结的许多论点，并且希望就所讨论的一些问题

发表几点意见。

43. 首先，他同意外国国家官员在公务行为方

面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这一一般规则，并且如第94 (a)
段指出的，具体案件中不存在豁免是这一规则的例

外。他还同意第94 (b)段的结论，即国家官员在公务

行为方面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事管辖豁免，因为

这些行为归于他们所服务的国家。该豁免源自国家

主权；国家有权对另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援引或撤消豁

免权。辩论中讨论的主权原则已经有所演进并将继

续演进。事实上，它受影响于国家实践以及注重保

护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需要的新价值观和原则。委员

会必须在辩论中考虑到这一发展。

44.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已在初

次报告中讨论过的属事管辖豁免和属人管辖豁免的

问题，但本报告的主要篇幅侧重于最终影响豁免范

围的豁免例外问题。在这方面，他注意到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第18段指出，在前国家官员因任期内公务

行为而面临或将面临外国刑事管辖案件时，需要证

明的是豁免缺失，而不是豁免存在。特别报告员就

此得出意见说，豁免是一般习惯国际法的现行规则，

而例外的存在必须得到证明。这种方法是审议豁免

规则例外基本内容的一个良好出发点。

45. 特别报告员认真审查了国家实践、司法判

决和法律意见，以确定豁免规则例外是否有国际习

惯法上的基础，然后在第94 (n)和 (o)段得出结论说，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存在例外的各种理由

均不能令人充分信服，并且他不接受豁免例外是国

际法一个新兴规范的说法。在他看来，特别报告员

的结论有点过于绝对。审查国家实践、判例法和法

律意见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但委员会应当牢记，它

的集体责任是要超越这些结论。尤其是在属事管辖

豁免和属人管辖豁免的范围和程度方面，要克服概

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在国家主权所衍生的豁

免与防止有罪不罚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

46. 委员会同意行使公务的国家官员享有外国

刑事管辖的属事管辖豁免。这一豁免延伸到国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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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任期间的公务行为，也延伸到前任官员在职期

间采取的行为，但并不延伸到官员上台之前的行为。

然而，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94 (f)段表达的

观点，即属事管辖豁免延伸到官员的越权行为和非

法行为。应当认识到，因为豁免来自于官员所供职

的国家的主权，所以一旦官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

豁免必然停止存在。他还对特别报告员在第94 (e)段
的说法有疑问，即如果官员履行的商业性质行为归

于国家，则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如果特别报告

员可以澄清“商业性质行为” 的含义，将是有帮助的。

47. 他完全同意属人管辖豁免适用于级别最高

的官员，包括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但认为不应该

也适用于其他高级官员。特别报告员的看法是，属

人管辖豁免是绝对的，并且扩展到以公职和私人身

份实施的不法行为，包括上任前实施的。从个人角度

来说，他曾强调必须在国家主权衍生的豁免原则与

防止有罪不罚之间取得平衡。为此，委员会应探讨

属人管辖豁免受到一定限制的可能性。这一限制反

映了当今世界正义和问责制的需要。应从法律和政

治的角度审查可行性，作为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一部

分，制订关于这些可能限制的规范，从而规定属人

管辖豁免不应扩大到违反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罪行，

包括高级官员以公职或私人身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然而，当务之急是

属人管辖豁免应在高级官员离职后才不复存在。在

这方面，委员会应始终牢记在国际关系中保持稳定

的重要性。鉴于所涉问题的性质非常敏感，委员会

必须非常谨慎地开展工作。

48. 设立工作组的建议很有意义，但目前时机

不对。委员会设立工作组之前，应在全体会议上进

行更多的讨论，以能够为工作组的工作提供指导。

49.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对特别报告

员各个报告的连贯一致和充分彻底进行了肯定，但

不一定同意它们的观点。辩论突出反映了委员会委

员们对本专题的敏感和不同做法。鉴于它所提出的

重要问题，包括国家主权及其范围、豁免的程序性

和 /或实质性、豁免的绝对性或有限性、“公务行为”

概念的定义、适用豁免的国家高级官员的指定、国

际责任与有罪不罚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豁免和有

罪不罚之间的区别，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50. 专题的重要性不仅来自于所涉的国际法基

本问题，而且也来自于需要加以考虑的其他两方面：

一方面，它对各国意义极大；另一方面，它使得人们

得以对委员会的两项任务，即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

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总之，委员会应具有双重视角，

并应同时考虑到现行法和拟议法。

51. 鉴于第六委员会和许多国家对本专题的兴

趣，她同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认为设立工作

组可能有益，以制订一个审议问题的方法，也可作

为新组成的委员会今后工作的依据。虽然委员会任

务繁重，但应以适当步伐推进本五年期必须完成的本

专题审议工作。考虑到专题的重要性，审议不应拖延。

此外，成立工作组不会有损于将在2011年秋季当选

的新委员会的独立性；相反，审议本专题时如果重点

更明确，新的委员会只会从中受益。

52. 如果对本专题采取一个好的方法，不可能

不考虑豁免和有罪不罚概念之间存在的事实上—

或有时其他性质上—的关系。出于两个重要原因，

这个问题必须构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首

先，因为这一关系的分析会对比国际法两个必不可

少因素，即：作为国际关系框架中保护国家职能 (从
而维护国家主权 )的一个手段而维护豁免机制的需要

与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需要；其次，因为豁

免和有罪不罚这两个概念必然涉及国家和个人的国

际责任问题，这是审议豁免问题时不能抛开的，否则

在实践中将导致无法推断国家高级官员的刑事责任，

无论临时与否、绝对与否。

53. 因此，分析本专题的方式不应当导致承认

有罪不罚；这不仅因为原则上的原因，而且也因为当

代国际法有着明确和不断增长的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的趋势，是保护国际社会基本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在

国际层面，这一发展首先导致了国际刑事法庭现象

的加剧，但是这没有理由不同样影响国际刑事管辖

权的行使。

54. 委员会必须谨慎，以确保其阐述本专题不

至于加重—即使是间接地—有罪不罚现象。它

需要在处理豁免与处理有罪不罚之间取得平衡。虽

然不能允许豁免成为一种变相的有罪不罚，但是豁

免机制在当代国际法中发挥着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

委员会不能忽视这一现实。然而，维护国家或其公

务员或高级官员的豁免，只能从职能的角度来理解，

而这必然引起认可豁免的宗旨问题。当不仅确定这

种豁免形式的主观范围 (根据国家利益，哪些高级官

员享有？ )，而且界定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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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都时机成熟，这一看职能的方法必须提供重

要的分析元素。豁免的职能性也可能影响如何确定

豁免的范围及其可能例外。

55. 总之，虽然豁免是职能性的，但是承认它

显然只是为了保护被豁免者的特定职能，从而保护

国家的特定职能。对属事管辖豁免的这种推理，很

容易会推导出这样的结果：一名高级官员实施的一项

可能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尤其是这一行为是国际性

的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很难适用职能性豁免，因

为这种豁免被认为是专用于维护国家职能的，尽管

有关行为可以在责任上归于国家。

56. 其次，必须牢记国家具有一个不能放弃的

基本职能：必须维持国际关系。国家的这一职能也必

须通过豁免、包括刑事管辖豁免来保护。因此，行

使这一职能或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的官员—即使犯

下某些罪行—显然必须得到保护，免于面临任何

强制措施。这解释了属人管辖责任的定义—显然

比属事管辖责任的范围更广。为了保护国家代表的

特定职能，需要限制性地解释豁免的主观内容。因此，

撇开外交人员—包括特别使团成员—以及领事

官员的豁免，可以受益于这类豁免的人数必须尽可

能少，并且基本上必须限于三要人：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和外交部长。

57. 第三，如果豁免是职能性的，则必须限于

受益人行使受保护的职能的期间。这既适用于属事

管辖豁免，也适用于属人管辖豁免；鉴于这两种情况

下所保护职能的多样性，有必要确定如何适用时限。

58. 需要专门谈一谈责任与豁免之间的关系问

题。为确定“公务行为” 的概念，特别报告员已经谈

到了这一点。在特别报告员看来，官员以这种身份做

出的任何行为 (包括越权行为 )都归于国家，因而构

成“公务行为”，并由豁免所涵盖。在这方面，她不

认为可能反对将国家官员的越权行为在责任上归于

国家。做出相反的断言将与国际法目前的趋势背道

而驰。但另一方面，就豁免来说，将这种越权行为

视为国家行为 (因而是“公务行为” )的说法更值得商

榷。如果豁免在原则上是保护一项职能，那么除了

非常特殊情况下的属人管辖豁免，唯一能够被视为

公务行为的是履行某一特定职能的行为，而不是—

例如—国家官员在该职能的背景下，采取的任何违

反了保护国际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59. 在作出这一断言时，她不认为国家的国

际责任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之间没有关

系。事实上，她更进了一步，认为豁免与个人刑事

责任—包括国际性的刑事责任—之间也有关系。

然而，这种关系发挥作用的目的非常具体，是调节或

限制 (即使是暂时的 )国家或国际机构行使职权，以

确立享有豁免者的刑事责任。言虽如此，这种关系根

本不能影响国家的国际责任定义。正如判例表明的、

并由诸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认可的，国家

责任独立于自然人可能以同样行为招致的刑事责任。

60. 总之，虽然可以将某些行为归咎于国家官

员，但这只是在国家的国际责任层面上具有相关性，

在豁免的层面上则不具有相关性，因为豁免的效果

正是限制可能衍生于一项单独责任—即专属个人

的刑事责任—的影响。

61. 最后，她谈到豁免范围，而这很可能是她

的立场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偏差最远的一个问题。特

别报告员对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豁免都选择了

绝对的看法，得出结论认为：除了条约可能已经确立

的那些，无法从学说、判例或实践中推断出有可能

制定豁免规则的例外。

62. 在她看来，正是由于豁免具有职能属性，

它的绝对性便不能按属人豁免或属事豁免的同样意

义来理解。对第一种情况，她可以更容易地接受豁

免的绝对性 (条件是限于公职期间 )；对于属事管辖豁

免的情况，必然涉及想从中受益的官员所施行为的

类型，相对性的因素似乎不可避免。

63. 此外，在国际实践中已经注意到对刑事管

辖豁免规则采取例外的趋势。这些事例大多出现在国

际刑事管辖方面，但有些可能出现在国内司法管辖方

面。无论如何，应将豁免一般规则的例外视为拟议法。

64. 诺尔特先生说，他将首先谈谈杜加尔德先

生和其他委员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杜加尔德先生

对报告的批评很大，对其基本依据进行了指责，并

且敦促委员会委员们认识到他们作为立法者的作用，

不要躲在编纂的“遮羞布” 后面。 

65. 在他的国家，官员们过去曾犯下骇人听闻

的国际罪行。他这一代德国人将纽伦堡审判视作对

国际法发展的决定性贡献，并对国际刑事法院表示

积极支持。他深受当今国际罪行的触动，并希望能

有助于确保其不逍遥法外。他相信消除有罪不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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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共同的目标，因此委员会应避免把这个辩论定

型为仿佛一方是有同情心和面向未来的；而另一方是

冷酷的、向后看的，是国家、主权和国际法过时观

念的辩护士。

66. 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应当如何适用豁

免原则，以及如何才能使其适合当前并正在发展的

国际法律体系。说国际法的一般趋势是承认最严重

的罪行不应逍遥法外并因此应大大限制国家官员的

豁免，甚至如杜加尔德先生所主张的干脆取消，未

免太简单了。瓦钱尼先生正确地指出，不当地限制

豁免可能会导致国际关系中的严重摩擦。世界已不

再是1999年的样子了，当时的设想是，对国际犯罪

的起诉将只限于被废黜的独裁者或被推翻的种族灭

绝犯罪者。今天，起诉的努力也涉及到更模棱两可

的案件，例如参与维和行动的发达国家军队可能犯

下的战争罪或内战中的其他不明情况。他不反对将

这种情况隶属于国际刑事管辖，但他怀疑国际社会

在国家刑事诉讼中是否有足够信心接受这类案件应

由其处理。如果不认为国家的司法管辖是公正和可

靠的，这可能导致局势紧张，而限制豁免将适得其反。

因此，委员会必须认识到今天的现实，不得以谈论

崇高的道德原则来涂抹现实。它必须在不同的关注

之间取得平衡。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体现在法律中，

但需要重新评估。这将使委员会能够确定采取什么

途径研究本专题的不同内容。

67.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涉及许多重要问

题，并且许多方面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如果委员会

决定开展编纂工作，并采用传统方法，例如采用它

在审议对条约的保留时所用的传统方法，他会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一般方法。然而，他发现加亚先生提出

的现行法分析有长处，并且这种分析与特别报告员

提倡的非常广的职能性主权范围相抵触，尽管他自

己不完全理解这一分析如何适用于国际习惯法的当

前状态。言及于此，他没有被杜加尔德先生和其他人

的话所说服，即：如果委员会遵循特别报告员的方法，

它就会偏离其自身的实践；他也不认为委员会和国际

法院之间在国家官员豁免问题上有冲突。另一方面，

特别报告员应当更清楚地区分国家本身的豁免与其

官员的豁免，并且区分佩莱先生提出的实质性规则

与司法管辖权规则。仅说强行法规则高于豁免规则，

这还不够。真正的问题首先是豁免规则能走多远。我

们不必成为“超级威斯特伐利亚人” 才能够发现它们

走得比佩莱先生推测的更远。另一方面，它们在范

围上也没有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那样广。

68. 委员会目前正处于艰难的境地，并且可以

设想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特别报告员所拥护的、可称

为编纂的方法。这使委员会有可能被批评为阻止习

惯国际法上的重要发展。第二种是杜加尔德先生捍

卫的、公开呼吁一个逐渐发展的方式。这种方法的危

险是在以下两者之间制造裂痕：一方是感到有理由能

够依赖现行法的各国，而另一方是某些可能认为委

员会的立场鼓励它们比以往更限制性地解释豁免规

则的国内法庭。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国内起诉，并且使

国际法失去法律渊源的权威。第三种方法是佩莱先

生建议的、可被称作现行法幌子下的逐渐发展方式。

虽然精明，但也存在问题。佩莱先生的现行法并不

是委员会通常所称的现行法。委员会通常审议所有

的国家实践和其他实践，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个抽象

的原则地去假定一条现行法规则。然而，如果委员

会决定改变立场，将很可能难以维持共识，而这是

其工作所享有权威的基础。

69. 无论委员会决定采纳什么方法，都非常难

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应该引起深思，因为争

执的问题不仅在于就国家官员豁免议题找到最好的

办法，而且还需要解决一个对委员会及其立场都至

关重要的问题。当委员会尝试分析问题的不同内容，

并决定有多大余地以传统方法解释时，这一至关重

要的问题有可能将其卷入一个不愉快的纠纷。加亚

先生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建议。委员会应当仅在现

行法的坚实基础上争取逐渐发展某些方面的法律。在

这方面，委员会不是法兰克福 93或美国现实主义学派

所理解意义上的立法者，因为它没有国家立法机构

或国家法官不容质疑的权威。当然，法律及其解释

涉及到选择问题，包括政治性的选择，但这样的选

择是有限的。法律不断发展，但没有理由以道德上

的需求另辟捷径。

70. 如果委员会委员们试图在目前阶段解决所

有的初步问题，并且将细节留给下一个五年期的委

员会委员们，未免专横。更有益的是提请各国注意

现阶段的辩论，使它们能够帮助委员会决定采取什

么方法：传统的编纂、逐渐发展或现行法幌子下的逐

93 F. Frankfurt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ading of stat-
utes”，Columbia Law Review，第47卷，第4号 (1947年5月 )，
第527至第546页，详见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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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他像麦克雷先生一样，认为目前阶段不应

当设立工作组。 

71. 佩莱先生说，诺尔特先生很好地提出了问

题，实际上有必要在现行法和拟议法之间取得适当

的平衡。但是，不能说它们的区别像白天和黑夜一样：

也有黎明和黄昏。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正在目睹一

个旧规范—豁免和有罪不罚规范—的昼夜交替，

赞成一个也许更体面的、限制豁免的新法律。虽然

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立法，但也不能不考虑到国际法

的发展问题，不能让自己干等进一步的发展。他很

清楚地知道，2012年将开始一个新的五年期和有一

个新的委员会，但他相信委员会应向大会提供一个

真正的选择方案。辩论表明需要平衡。如果委员会

将自身局限于特别报告员报告中关于本专题的介绍，

这一平衡就不能得到保证。

72. 彼得里奇先生说，委员会的形象及其想传

达的信息是一个争议问题。委员会的目标不是给各

国留下一个可开发的“空间”。委员会必须重申它坚

持正义，重申犯有严重违反国际法罪行的罪犯不得

逃脱惩罚：这应该是它传达的信息。

73. 杜加尔德先生提出一项程序问题，认为委

员会不可能在剩下的45分钟内彻底解决这样一个重

要专题，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允许继续审议。

74. 主席回顾说，如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将在

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继续审议本专题。

75. 哈苏纳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在委员

会引起了一场有启发的辩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

敏感、复杂和有争议的，尤其是豁免概念和普遍管

辖权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尚不存在普遍认可

的定义。本专题还涉及越来越多的政治性审判、关

于主权的法律和外交因素、国际犯罪与人权，以及

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法的一般方针。

76. 在处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时，特别报告

员选择了一个传统、保守的方法。他得出的结论是，

基本上存在着国家官员的豁免，它是免于刑事诉讼的

屏障，但这一规则没有既定的例外，即使是严重侵犯

人权的案件亦如此。不过，他明智地为各种替代办法

敞开了大门，考虑到了委员会中赞成对豁免采取更

限制性定义和对例外规定更广范围的委员们的意见。

77. 他个人认为，委员会必须牢记两类因素：一

方面，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各国主权平等

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确保国际关系的稳定；另一方

面，要求防止公然侵犯人权、打击有罪不罚和预防

国际犯罪。换言之，必须协调国家的正当关切与国

际社会的切身利益。

78. 这样做的唯一途径是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

一种依据国际法的传统渊源，如习惯法，再结合国

际法当代发展的方法；这两个进程毕竟密切相关。

79. 无论选择什么办法，豁免专题将继续提出

许多理论问题。委员会已详细研究了这些问题，但也

提出了同样值得考虑的实际问题。他将主要讨论三

个事例。首先，谁有权力放弃豁免的问题，非常重要。

流亡政府能够放弃事实上政府的豁免吗？如果一个

国家试图起诉事实上政府的官员，它承不承认法律

上的流亡政府，有关系吗？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取消

国家官员的豁免，并允许在国内起诉吗？

80. 第二，谁决定某一行为是以公职还是以个

人身份采取的？官员本国还是所在国法院？

81. 第三，如果豁免扩及到国家法院的所有强

制性行动，如何处理国内法院的引渡程序？由于引

渡在一些国家是强制性的，现有豁免权不会排除这

些程序吗？

82. 委员会需要审查所有这些问题。有些委员

建议为此成立一个工作组。这将使委员会开展深入

的辩论，但它也需要特别报告员参与整个工作。这

将是非常务实的。在他看来，在本届会议剩余的有

限时间内，委员会应继续在全体会议上辩论，并且

之后应当向大会提交一个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的辩

论摘要，以寻求各会员国对委员会报告所提出问题

的意见和反应。新组成的一届委员会可以投入必要

的时间，更深入地审议本专题。

83. 有人说，辩论中反映出委员会委员们之间

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概念方法。这种文化、法律及职

业的多样性，正是委员会最重要的资产。

84. 加利茨基先生说，荒唐的是，特别报告员

从他第二次报告主要依据的、对国家实践和判例的广

泛分析中，推导出一个片面、危险、很不乐观的结论。

85. 除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范围问

题，委员会应决定是否应为豁免规则确定例外。只有

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才能就国家官员豁免各方面所适

用的习惯国际法编纂工作的适当性和程度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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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在全体会议上的辩论中出现了意见分歧。

无论如何，委员会必须支持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

告第56段所写的“豁免例外之所以有必要存在，首先

是因为需要保护人权，使其不受最严重和大规模的

侵犯，并且需要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86. 特别报告员关于制订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限制或放弃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或示范条款

的意见值得考虑。特别报告员认为现阶段制定条款

草案不明智，他完全理解。这是有点为时过早，因

为最好是首先由委员会在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即：

传统规则是否仍然高于实践，因为这个问题对该规

则的例外来说越来越重要。他完全赞成关于成立工

作组探讨这一立场的建议。

87. 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出了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机制与国际刑法的其

他两个重要概念，即普遍管辖权与引渡或起诉义务

之间的联系问题。他特别赞赏特别报告员第56和第

79段中的观点，这对于委员会继续关于引渡或起诉

专题的工作无疑将非常有益。

88. 佩雷拉先生说，他同意诺尔特先生和迈克

尔爵士上午早些时候所提意见的主要内容。关于应否

允许豁免规则例外的基本问题，首先有必要确定什么

罪行会使这种例外合理。它们应当完全是国际法上的

主要罪行吗？如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的行为？或者

使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所用的措辞，也应

该包括其他的“受到国际关注的罪行” 吗？第二个重

要问题是，如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列举的好几

种意见所主张的，关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是否由于“等级更高” 而高于主权豁免原则？

报告中所反映的意见多样性是相当可观的，而他感

谢卡弗利施先生上午早些时候对多数人意见的说明。

第三，上次会议上，加亚先生就国际执法条约，如《关

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提出

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职能豁免将排除域外管辖权的

行使吗？或者即使国家官员享有这类豁免，这些文

书会要求起诉吗？正如加亚先生指出，所有基于“引
渡或起诉” 原则的执法条约，在豁免问题上都是沉默

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文书的基本理念，即不向严

重国际罪犯提供避风港的理念来解释这种沉默。另

一方面，完全有理由质询可否如此广泛地解释沉默。

这些问题很复杂，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它

们要求委员会采取严谨的分析和平衡的方法。

89. 委员会因此面临协调两种需要的挑战：一是

维护国家主权—这仍然处于国际法的核心 (虽然该

原则目前正在发生变化 )、各国主权平等和国际关系

稳定的需要；二是让国家官员对其可能犯下的任何严

重国际罪行承担责任，以保护人权核心价值的需要。

90. 他还回顾说，委员会辩论特别报告员初次

报告期间，伊恩 · 布朗利爵士谨慎地强调说，扩大对

豁免规则的例外，有可能导致豁免机制的消失。

91. 委员会也必须意识到，出于政治动机或“报
复” 性的起诉，可能对国际关系稳定具有负面影响。

在这方面，他提到在特别报告员初次报告的辩论期

间委员会一名委员提出的意见，即国家间关系的稳

定和豁免规则不仅保护国家的主权利益，也保护人

权所保障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彼此相争的利益和

原则不一定要看作是对立的选择。

92. 鉴于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他

支持关于成立工作组的建议，但同意麦克雷先生的

意见，最好等到下一个五年期去做，因为这将使委

员会有机会考虑到各国在第六委员会上表达的意见。

93. 丰巴先生说，他将做一个简短的、有点政

治性的发言。

94. 许多发言者正确地提到特别报告员第二次

报告的高质量以及其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提出的问题。

出现的基本问题如下：在主权、国家代表权、责任和

豁免诸概念的整体逻辑性的合理解释与阐述方面，什

么是、将会是或应当是国际法的现状？从现行法或

拟议法的角度，可以或应当推断出什么结果？在这

方面，大家已经提出了一些他可以全部或部分接受

的、有意义的想法和建议，这些想法和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都值得更深入地审议。关于将采取的实际做法，

应当审查拟议的选择方案。他确信，无论在本届或

下届会议上，委员会都将能够就这一重要和敏感专

题的工作找到方式，取得具体、有效和明智的进步。

95.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打算在

本届会议上介绍他的第三次报告。关于设立工作组

问题，他认为，这最好等到标志着新五年期开始的

下一届会议。届时委员会将进行重组，并将就本专

题任命一位新的特别报告员，而各国在第六委员会

上表达的意见将丰富辩论的内容。

96.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他说特别

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尽管质量高，但似乎意图给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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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信息。特别报告员选择了一个立场，试图

加以科学的证明，但却失之于过于系统，以至排除

了任何有可能与之对立或转移其中心的内容。从学术

观点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极好的方法，但也许与委

员会的工作方法不太合拍。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因

为他本人在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五次报告 94中曾经斗

胆做过类似的尝试，假定存在着一个人权的“硬核”。

97. 这种方法看不到细微差别，对例外熟视无

睹。在目前情况下，它导致特别报告员提交了这样一

份报告：除了第94 (p)段所载的唯一假设，只是总结

了特别报告员所辩护的“理论”。产生的印象是，特

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说，在国际法中存在着一个完全

或绝对豁免的规则，没有例外，并且在实在法中得

到了承认。

98. 在他看来，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

它基于的是一个一开始就错的假设，即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规则是牢固确立的习惯法，不需

要证实，而且该规则仍然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石。现

实上，特别报告员所做的是建议该规范是一个来自国

家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合乎逻辑的规则，并因此—

如报告第18段所言—是“正常情况”。

99. 即使为了论证而假设这是真的，仍然有理

由认为特别报告员忽略了把这一规范放在当代国际

法的背景下，而在该背景下，主权原则是与其他基

本原则相左的。

100. 因此，在研究本专题的技术性问题之前，

委员会必须根据国际法的发展做出法律政策上的选择。

101. 保护国际社会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尤其

是人权—的要求，改变了当代国际法。例如，正是

出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判例中产生的人道主义

基本考虑，国际法院在1970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的判决中确认存在着普遍义务。在条约法中，尤其

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1969年
《维也纳公约》” )第五十三条中，出现的强行法规则

的类别，是这一发展的一部分。在现行国际法背景

下考虑的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引出

了以下两者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豁免作为各国主权

平等基本原则衍生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原则；另一方面

是不得有罪不罚的道德需求，这种需求来自记忆—

援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序言的措辞— “难

94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1
号文件。

以想象的暴行残害了无数……生命，使全人类的良知

深受震动”。在法律层面，这一道德需求引发了一类

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的义务，其机制见委员会关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95第40条及其以下各

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如杜加尔德先生提及

的，有114个缔约国 )序言的倒数第二段所称的“整个

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构成了该类对整个国

际社会所负义务的违反行为。

102. 这一描述清楚地表明，在法律政策方面，

正在审议的本专题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稳定国家关

系的要求与打击“最严重罪行” 有罪不罚现象的迫切

性之间，有必要取得平衡。如果目前阶段表达一项观

点，认为存在着一个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

规范，则必须得出结论说，这一规范有悖于另一规范，

即需要各国及其官员尊重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义务

的规范。这不是一个规则与规则例外的问题，因为

该规则既不是豁免也不是责任。无论是纳入到各国

主权平等的原则 (这从逻辑上是可以想象的 )，还是

将其视为习惯国际法的一个规则，豁免规则都是一

个客观规范，同样是基于对整个国际社会应负的义

务，但这些义务有其自身特点，也包括了强制性规范，

即强行法，而豁免则不属于这种情况。

103. 因此，对本专题的审议在于确定何种情况

下豁免优先，而何种其他情况下为违反对整个国际

社会所负义务的罪行承担责任必须优先。 

104. 在本专题框架内要审议的技术问题，特别

报告员已经处理了其中的大部分，尽管他本人对有时

的处理方式有一些保留，但他表示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大多数分析和评论的内容，尤其是报告第22至第30
段关于国家责任的归属标准与使用该标准确定国家

官员是否享有属事管辖豁免的内容，以及第57、58、
62和63段的内容。有些委员辩称，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的性质决定了这些规范—包括管辖权规范—

的法律体制，他对此表示赞同。 

105.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94段“摘要”

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是他难以理解、或者部分地或

完全不同意以下内容：第94 (d)小段称“将官员的行

为归为公务行为不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和行为的实

质内容”，“决定性因素” 显然在于官员是否以这种身

95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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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行事；(f)小段称属事管辖豁免扩及官员的“非法行

为”；(g)小段给人印象是属事管辖豁免涵盖所有行为，

不管是否可能是国家官员在职期间行使的；(n)小段

中特别报告员提出了有争议的说法，“认为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存在例外的各种理由均不能令

人充分信服”；(o)小段称“不能确定地断言已经存在

确立这一规范的趋势”。得出这一结论的唯一原因是

特别报告员仅提及了对其有所支持的论据。特别报告

员首先假设了一个理论，对其似乎想不惜一切代价地

加以证明，包括尽量贬低任何可能与之相反的论据。

这令人对第二次报告感到不舒服。

106. 委员会应该重新详细审议五个问题。首先，

豁免规范的基础：它是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固有的一个

合乎逻辑的规范，还是习惯国际法的一个规范？如

果是一个习惯性规范，则需要更清楚地界定其范围。

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中称—差不多可以说是“宣
布” —外交部长享有“完全豁免”，但从这个角度来

看，这不令人完全信服。特别报告员也可以比过去

更仔细地审查这方面针对法院的批评。

107. 其次，应审议国家责任与放弃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之间的关系：想法是：国家责

任，尤其是关于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应负的义务的

国家责任，导致对国家代表—违反行为的最终实

施者—豁免权的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屏

障消失了，而犯罪者只能听天由命了，换言之，要

承担其刑事责任。当然，这两类责任是不同的，但

它们共享相同的事实依据：最初引发个人刑事责任或

国家的国际责任的非法行为是完全一样的。

108. 第三，需要审查属事管辖豁免和属人管辖

豁免之间的关系。这两类豁免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

平行起作用的。在某些情况下，属事管辖豁免和属

人管辖豁免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国家官员不再担

任公职就失去属人管辖豁免，则提出了属事管辖豁

免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 

109. 这应该导致委员会审议属时豁免的问题：

后者涵盖国家官员上任前或以这一身份行事前的行

为吗？如果是这样，这类涵盖仅延及属人管辖豁免

的受益人，还是也延伸到享有属事管辖豁免的人？

上任前行为的豁免在离任后不复存在了吗？

110. 第四，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7段所称，

有必要审议豁免问题是否甚至出现在刑事诉讼的预

审阶段，而不是在审判阶段。

111. 第五，普遍管辖权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之间的联系问题。鉴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

比利时和西班牙，对第一个关于普遍管辖权的法律及

其修订的合理反应，他建议委员会审查管辖权或“最
严重罪行” 主管权与特定案件案情之间的联系。可能

有属地联系 (涉嫌罪行发生在法院地国 )，也可能有

属人联系 (涉嫌罪行涉及法院地国的国民 )。这将避

免有关力量失衡的批评，失衡的结果是：可根据在任

何一国犯下国际罪行的指控，无视弱国官员关于强

国司法管辖的豁免权，对其进行起诉；而一般情况下，

反之并非如此。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国际刑事法院拥有

充分的普遍管辖权，但是为此目的，所有国家都必须

无一例外地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历史总是重演，而且经常更糟糕。国家官员外国刑

事管辖的绝对豁免，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的风险。

下午1时15分散会。

第3089次会议

2011年5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米沙先生、麦克雷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

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填补委员会临时空缺 (《章程》第11条 )(续完 *) 
(A/CN.4/635和Add.1-3)

[议程项目14]

1. 主席宣布委员会需要填补由于巴约 · 奥

霍先生辞职所留下的空缺。候选人的履历载于A/
CN.4/635/Add.3号文件，相关来文载于 ILC/LXII/

* 续自第308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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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2号文件 96。按照惯例，这次选举将在非公开会

议中举行。

上午10时5分会议暂停，上午10时25分复会。

2. 主席宣布委员会已选出穆罕默德 · 贝洛 · 阿
多克先生填补由巴约 · 奥霍先生腾出的空缺。主席将

代表委员会通知新当选的委员，邀请他参加委员会

的会议。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97 

(A/CN.4/638，C节；A/CN.4/64498
，

A/CN.4/64599
和A/CN.4/L.777100)

[议程项目14]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3.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介绍了A/
CN.4/L.777号文件中所载的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武装冲

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内容如下：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第一部分

范围和定义

第1条 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武装冲突对国家间条约关系的影响。 

第2条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条约” 是指国家间根据国际法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国

际协定，不论是载于一项单一文书内还是两项或多项有关文

书内，也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包括国际组织也加入的国家

间条约；

96 分发仅限于委员会委员。
97 在2008年第60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18条条款

草案，一附件和相关评注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

部分 )，第五章，第65段 )；在2009年第61届会议上，因伊恩·布
朗利爵士辞职，委员会任命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为该专题

特别报告员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9
段 )；在2010年第62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初次

报告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7
和Add.1号文件 )以及来自各国政府的意见和资料 (同上，A/
CN.4/622和Add.1号文件 )，开始条款草案的二读工作，并将

所有条款草案及附件提交起草委员会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

分 )，第二章，第16段 )。
98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99 同上。
100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b) “武装冲突” 是指国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

织武装团体之间长期诉诸武力的情形。

第二部分

原则

第一章

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的施行

第3条 一般原则

在下列当事国之间，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的存在而

当然终止或中止：

(a) 冲突当事国之间；

(b) 冲突当事国与非当事国之间。 

第4条 关于条约施行的规定

如果条约本身载有关于条约在武装冲突情形下如何施行

的规定，则适用这些规定。 

第5条 条约解释规则的适用

为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是否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条

约，应适用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

第6条 表明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

为了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是否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

条约，应参照所有有关因素，包括：

(a) 条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主题事项、目的和宗旨、内

容和条约缔约方数目；以及

(b) 武装冲突的特征，诸如其地域范围、规模和激烈程度、

持续时间，如果涉及非国际武装冲突，还应考虑外部介入的

程度。

第7条 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续施行

本条款草案附件含有条约指示性清单，这些条约因其主

题具有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施行的含义。

第二章

与条约施行有关的其他规定

第8条 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

1. 武装冲突的存在不影响冲突当事国依照国际法缔结条

约的能力。

2. 各国可缔结协定，全部或部分终止或中止在武装冲突

情况下在相互间仍适用的某项条约，或可商定对该条约进行

修正或修订。

第9条 通知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

1. 一国如因武装冲突而打算终止或退出其作为缔约国的

条约，或中止该条约的施行，应将此意向通知条约另一缔约国、

其他各缔约国或条约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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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知自另一缔约国或其他各缔约国收到通知之时起生

效，除非通知载有较晚生效日期。

3. 以上各款不影响一缔约国在合理的时间内根据条约规

定或其他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

行提出反对的权利。

4. 如果根据第3款提出了反对，则有关缔约国应通过《联

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指明的方法寻求解决。

5. 以上各款不影响各国在解决争端方面依然适用的权利

或义务。

第10条 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丝毫不影

响一国有责任履行该条约中所载它依国际法必须履行的不依

该条约存在的义务。

第11条 条约规定的分离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应对整个

条约有效，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缔约方另有协议，但下列情

况不在此限：

(a) 条约的部分条款在适用上可与条约的其余部分分离；

(b) 从条约本身可以推断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接受以

上所指条款并非另一缔约方或其他各缔约方接受整个条约约

束之必要基础；及

(c) 条约其余部分之继续施行不致有失公平。 

第12条 丧失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

一国在意识到下列事实之后，不得再因武装冲突而终止、

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

(a) 该国业已明确同意条约仍然有效或将继续施行；或

(b) 根据该国的行为，可以认为该国已默认条约将继续

施行或继续有效。

第13条 武装冲突结束后条约关系的恢复生效或施行

1. 武装冲突结束后，缔约国可根据协定对因武装冲突而

终止或中止施行的条约恢复生效之事作出规定。

2. 对于因武装冲突而中止施行的条约，应根据第6条草

案所提及的因素决定是否恢复施行。

第三部分

其他规定

第14条 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

依照《联合国宪章》行使其固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的国

家，如果其作为缔约国的条约的施行与行使该项权利不相容，

有权全部或部分中止该条约的施行。

第15条 禁止侵略国受益

从事《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第3314 (XXIX)号决

议所指的侵略行为的国家不得因该侵略行为所引起的武装冲

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如果这将使该国受益。

第16条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作出的

有关决定。

第17条 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各国根据中立法而具有的权利和责任。 

第18条 其他终止、退出或中止的情况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尤其因下列情况而终止、退出或中止

条约：(a) 发生重大违约情事；(b)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或 (c) 
重大情势变更。

附件

条款草案第7条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

(a) 关于武装冲突法的条约，包括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

的条约；

(b) 声明、确立或规定永久制度或地位或有关永久权利

的条约，包括确定或修改陆地和海洋边界的条约；

(c) 多边造法条约；

(d) 关于国际刑事司法的条约；

(e) 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涉及私权利的协定； 

(f) 关于对人权进行国际保护的条约；

(g) 关于对环境进行国际保护的条约；

(h) 关于国际水道以及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条约；

(i) 关于含水层以及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条约；

(j) 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

(k) 关于以和平手段，包括通过和解、调停、仲裁和司

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条约；

(l) 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条约。

4. 起草委员会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工作。在委员

会上一届会议期间，它于2010年7月14日至22日举

行了6次会议；因此，大部分工作是在他的前任巴斯

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的得力指导之下进行的。委员

会随即于本届会议期间的2011年4月29日至5月3日
举行了两次会议，完成了关于18个条款草案的工作，

并决定向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提交报告，建议二读通

过这些条款草案。 

5. 他对特别报告员表示赞扬，认为他的建设性

态度和耐心指导极大地促进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并

感谢委员们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秘书处所提供的

宝贵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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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条款草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

是“范围和定义”，第二部分为“原则”，第三部分为“其
他规定”。本条款草案载有一个同第7条相联系的附件。

7. 第1条草案规定了范围。起草委员会审议了

这项条款的三个提案。首先，讨论了能否在本条款

草案中纳入与适用范围有关的其他规定—例如定

义武装冲突的第2条 (a)款和说明本条款草案适用于

哪些国家的第3条 (a)款和 (b)款。这将对若干条款草

案的内容进行重新安排，却又没有对其做实质性的

改变。委员会决定保留现有结构，因其遵循了编纂

国际法文书的既定模式。

8. 起草委员会随即讨论了全体会议辩论中提出

的一个问题，即将本条款草案的范围定义为包括国家

间的条约，似乎排除了多边条约，后者虽然大多由

国家加入、却也有国际组织为其缔约方的情况 101。所

举的例子便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起草委员会认

为，应该改写第1条草案，以便明确本条款草案涵盖

这些条约。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国家间条约关系”

的措辞，其根据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条丙款

中的类似措辞。于是，无论是否有诸如国际组织的

其他国际法主体参与缔结条约，本条款草案都适用

于国家间的条约关系。在第2条草案中添加了对条约

的定义以后，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

9. 第三个问题是：有人建议提及本条款草案对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适用情况，这种冲突的性质或程

度有可能影响到条约在缔约国之间的适用方式。这

个想法是要表明：并不是每一个非国际性的冲突都会

影响到国家间的条约关系，只有那些“依其性质或程

度” 有可能影响到一项或多项条约的冲突才会被纳入

这些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起草委员会经过思考以

后，决定不列入上述建议，因为关于武装冲突定义

的草案第2条 (b)项中所使用的“长期” 这一形容词和

草案第6条已经涵盖了这一点。与会者一致认为，应

在评注中表明，典型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不会引起

人们对条约关系的质疑。

10. 至于案文本身，起草委员会已经将早先的

短语“处理 (deal with)” 改为“适用 (apply to)”，作为法

律文书，这样的措辞方式比较合适。此外，它已将“关
于 (in respect of)” 改为“对 (on)”，使这一短语目前的

案文成为“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它还已决定删

10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3段；也

见同上，第199至第200段。

除以前的最后一句，“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是武装冲

突的当事方”，因为它不是本条款草案所包括的唯一

情况。实际上，将在第1条草案的评注中列入本条款

草案范围内各种武装冲突情况的概要内容。应该根

据明文规定这些情况的第3条草案来理解第1条草案

的范围。

11. 第1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范围”。

12. 第2条草案规定了本条款草案中使用的一

些术语的定义。

13. (a)项规定了“条约” 一词的含义。除一项例

外之外，该定义与一读通过时相同，以1969年《维也

纳公约》中的定义为基础。起草委员会还决定，作为

也有国际组织参与缔结的条约所适用的一揽子解决

方案的一部分，在条约定义的末尾添加下列短句：“包
括国际组织也加入的国家间条约”。添加的字句并不

意味着本条款草案涉及国际组织，而是国际组织对

条约的参与本身并不排除本条款草案对国家间条约

关系的适用。

14. (b)项中的“武装冲突” 的定义与一读通过时

有所不同。特别报告员在他的初次报告中曾建议以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对塔迪奇案的裁决中所采

用的较为现代的定义的修改版 102来取代一读时所通过

的定义。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大部分委员都支持

这个建议 103。这项修改是删去塔迪奇案定义中所提到

的关于有组织武装团体间诉诸武力的部分。在条款

草案中保留这一部分不太合适。

15. 将第2条草案的标题改为“定义”，以配合

第一部分的标题。

16. 第二部分第一章中所载的第3至第7条草案

是整套条款草案的施行的重点。第3条草案规定了本

条款草案的基本取向：武装冲突本身并不终止或暂停

条约的实施。是否有连续性视每宗个案的情况而定。

第4至7条草案为确定条约能否在武装冲突的情形下

继续施行提供指导，并且排列其优先顺序。第一步

是看条约本身。根据草案第4条，如果条约载有条文

明确规范它在武装冲突中的连续性，则遵守该条文。

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则根据草案第5条，接着

诉诸既定国际规则对条约的解释，以确定条约能否

102 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27和Add.1号文件，

第21和第30段。
103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9和第2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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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冲突情况下继续施行。如果在适用这两个条

款草案以后还是找不到确凿的答案，就接着查询条约

以外的考虑事项，而第6条草案提供了若干可能有关

的背景因素。最后，可以从第7条草案中寻求进一步

协助，其中提到附件中所载条约的指示性清单，其

主题事项表明条约的全部或一部分可在武装冲突期

间继续施行。

17. 第3条草案确认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

的存在而当然终止或中止的原则。起草委员会初步讨

论了第3条草案：是否最好采取肯定表述的措辞方式，

规定一个连贯性原则，以强调条约关系稳定的重要

性。委员会收到了这些方针的替代方案。经过广泛

讨论后，委员会决定保留一读时通过的办法。第3条
草案的目的是明确指出，武装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

影响条约：特定的冲突是否影响到条约的施行应按照

第3条以后的各个条款草案作出决定。 

18. 起草委员会历来认为，与其采取认为会继

续施行的推定、从而试图开列认为不会继续施行的条

约或各类条约的清单，不如首先简单地陈述一些原

则以消除认为不会继续施行的情况，然后接着描述

认为条约会继续施行的情况。人们历来认为，后一种

方法的最终效果是要加强条约关系的稳定，第3条草

案若要改变着手方式，将需要大幅改写随后的条文，

委员会无意在这样靠后的工作阶段、在未经委员会

全体会议明确指示的情形下这样做。

19. 在第3条草案的开头语中，起草委员会已

经将提到武装冲突的“爆发” 一词改为“存在”，以便

明确条款草案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在爆发期间影响到

条约的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可能在以后的时间发

生。此外，“爆发” 一词的提法意味着具有国际性质

的武装冲突，因为谈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爆发”

是不寻常的说法；因此，使用“存在” 一词比较能够

密切联系条款草案的范围。

20. 起草委员会也对拉丁词“ipso facto (当然 )”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在有一个非拉丁词获得普

遍同意的情形下，习惯做法是不使用拉丁词，但委

员会未能商定一个合适的非拉丁词予以更换。因此

决定保留拉丁词“ipso facto”。

21. (a)和 (b)项的起草工作已予简化，因此未对

其进行实质性变动。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删除了

提到“条约缔约方” 的字眼，因为第1条草案中已经

隐含着这个含义。

22. 最后，起草委员会审查了关于第3条草案标

题的一系列建议。最终决定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标题

表明条文的性质与整套条款草之间的关系。委员会

审议了“基本原则” 或“一般原则” 两种措辞方式，决

定采纳后者。

23. 第4条草案涵盖了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条

约继续施行或不施行的情况。当然，这些规定可以

适用；因此，起草委员会侧重处理条款草案在整个案

文中的位置和如何改善其措辞方式。

24. 在一读期间，这一条作为第7条草案出现。

起草委员会接受了特别报告员的建议，把它重新放

置在紧接着第3条草案之后，其逻辑是：首先在第3
条草案中陈述一般原则，接着提出若干条文来指导

如何确定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第一个这样的条

文是第4条草案，其中指出：如果条约本身有此规定，

即应予以遵守。

25. 起草委员会已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提

出的重新措辞方式着手起草工作，但决定不在条文

中列入任何提到“明确” 的规定，认为“明确” 这个形

容词是多余的。它还讨论了提到“具体” 规定的建议，

但决定不予采纳，因为具体性是可能在实践中导致

相互矛盾之解释的语境概念。第4条草案的标题已通

过删除“明确” 一词予以缩短，因此，现在的标题是“关
于条约施行的规定”。

26. 第5条草案是一项新的规定，它把重点放

在条约中没有明文规定武装冲突的影响的下一个调

查阶段：届时将诉诸解释条约的规则。虽然条文在一

定程度上重申了明显的含义，但若予以列入，仍有

助于厘清第3、第4、第6和第7条之间的关系。特别

是，将其列入的要求是出自对第6条草案中关于是否

应该提到意向标准和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

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讨论。在一读条款草案的审议期

间曾对此有过辩论，在特别报告员建议再度提到意

向标准以后，又引起了辩论。

27. 起草委员会承认，委员会全体会议未就是

否在第6条草案中重新提到意向标准达成一致意见，

特别报告员在其总结声明中远离了自己先前一定要

这么做的建议。在委员会中，以及在全体会议期间，

都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

中是否载述意向标准存有意见分歧。在最后的分析

中，委员会认为，通过适用《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

条和第三十二条对条约进行解释是一项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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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对条约外部因素的考量，后者或可对发生武

装冲突时，条约是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提供 
指示。

28. 存在的问题仍然是，除了援引《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的解释规则以外，是否应该提

到意向标准。经过考虑，委员会决定不采纳这种提法，

因为条约的制定者很少在缔约方参与武装冲突的情

况下表明其意图。此外，突出意向的做法可能偏离了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采取的立场，即提供其他标准、

以限制适用条约者光凭意向声明作出解释的可能性。

提到意向的做法等于重新采纳一项主观的做法，将

重点放在“当事方的意向” 上，而1969年《维也纳公

约》已经采取了一种客观的做法，主要考虑“案文的

含义”。

29. 尽管如此，为了适应这两种观点，决定不

援引意向标准，而是更笼统地提及“解释条约的国际

法规则”。一项理解是这些规则反映在1969年的《维

也纳公约》里，也作为非《维也纳公约》缔约国的习

惯国际法问题而存在。起草委员会审议了表达该理

念的不同方式，决定采用的措辞方式并没有设想为

条约的解释提供明确答案、而是预先留下门户，若

对条约含义的解释无法产生结论，可适用本条款草

案的第6和第7条。

30. 第5条草案的标题是“条约解释规则的适

用”，这表明该规定不涉及有关条约解释的一般问题，

而是涉及应用解释条约的现有规则以期获得结果的

具体情况。

31. 第6条草案规定了在决定条约的施行是否

会被终止或中止方面必须考虑到的几个因素，所列举

的因素并非详尽无遗。若诉诸草案第4条和第5条以

后的确没有定论，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起草委员会

在对第6条草案进行广泛的讨论以后，进行了若干改

动。刚刚描述了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当事方的意图问

题已经与成为草案第5条的主题“条约解释规则” 脱

钩。这一决定有助于为重新起草第6条草案达成协议

清除障碍。

32. 在一读通过的文本中，使用了当时的特别

报告员所建议的“征象” 一词。然而，许多人，包括

委员会委员以及对条款草案提出意见的国家，都不

赞成这一用语。起草委员会也不例外，所以它决定

采用的措辞是有关“因素”。

33. 开头语基本以案文一读时的形式被保留了

下来，只是在末尾部分将“应当考虑到” 的字眼改为

“应参照所有有关因素，包括”，这样就明确地确认了：

(a)和 (b)项中所列因素并非详尽无遗，并且有助于确

定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为了确认这一点，使用

了“相关因素” 一词，以确定一个相对性测试，因为

根据条约或冲突的情况，某些因素或许会比其他因素

更加相关；也引入了“包括” 一词，使这一点更为突显。

34. 一读审议的案文包括两套因素：第一，载于

(a)项，涉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与解释条约有关

的规则；而载于 (b)项的第二套因素，同时涉及相关

冲突和条约，两者不一定相互关联。取出对条约的

解释问题以后，起草委员会已能在新的 (a)项和 (b)项
之间重新分配第二套因素，前者列出与条约有关的

因素，后者则列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因素。

35. (a)项强调条约的“性质”，特别是条约的主

题事项，其目标和宗旨、内容和及其当事方的数目。

(b)项侧重于武装冲突的特点，提出的因素是它的领

土范围—例如是否在陆上或在海上可能与确定其

对航空运输协定的影响有关—及其规模、强度和

持续时间。此外，由于条款草案的范围包括非国际

性冲突，便把境外参与程度列为需要考虑的一个因

素。这种新元素是有利于条约稳定的控制因素。其

理由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可能会影响到一项条约

缔约各方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参与越大，条约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 
亦然。

36. 第6条草案的标题是“表明条约可能被终

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

37. 第7条草案涉及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续

施行，并采取了新的方法，该方法来自特别报告员

拟议的修订案文。该项提议包含两款，第一款以一

读通过的案文为基础，第二款确立了与载有一个条

约清单的附件之间的联系，其主题事项表明这些条

约的全部或一部分应该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施行。

38. 起草委员们普遍认为，一读通过的这项规

定并没有增加多少内容，应重新予以措辞以便阐述

第6条 (a)项中的“主题事项”，作为在发生武装冲突

时确定是否需要予以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的一个

考虑因素。第6和第7条草案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解释

委员会据以制定清单并保留特别报告员在第7条条款

草案中列入一个明确交叉参照的附件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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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评注将明确该条文的效果是要确定武装冲

突的爆发意味着附件中所提条约应当继续施行。

40. 第7条草案的标题与新的措辞相配合，目

前读作：“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续施行”。

41. 谈到涉及第7条草案的附件，他说，起草

委员会决定按照与一读的案文相同的处理方式保留

条款草案的附件、并将其列于末尾，这种方式不同

于特别报告员要将其置于第7条草案后面的意愿。委

员会采纳了特别报告员关于完善措辞和附件内容的

建议。特别报告员对现有案例法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并在一篇短文中就其发现做了摘要。他本人建议秘

书处将特别报告员的研究结果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

件列为需要保存的记录 (A/CN.4/645)。

42. 对于列表中的内容，起草委员会决定大致

保留一读通过的版本。它决定反对下列做法，即把

某些类别的条约转移到条款草案中成为第2款，以便

将之作为一组选定的条约单列开来，这些条约因其

本身的性质和重要性，可在武装冲突期间存留下来。

这始终意味着一种条约间的等级制度，起草委员会

认为这并不是第7条草案和附件的目的。

43. 在新增的内容方面，起草委员会采纳了特

别报告员的建议，增列了条目 (d) “关于国际刑事司

法的条约” 和条目 (j) “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

约”。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关于商业仲裁的条约” 的

条目。特别报告员的其他研究已经证实，列入这些

条约的做法并非总是得到相关实践的支持。确实存

在某些做法，但被认为尚无定论。起草委员会也认为，

以逐渐发展的方式列入商业仲裁条约的做法尚未达

成足够的一致意见。然而，将在评注中解释说，(e)
条目中提到的各项条约 — “友好、通商和航海条

约以及涉及私权利的协定” —在涉及私权的情形下

包括了投资保护条约。起草委员会还决定，不列入

已经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强行法条约” 条目。它认

为，虽然可以想象条约可能包含在国际法项下有强

制性地位的条款，但将这些条约作为一个类别却是

不常见的。最后，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多边造法条

约” 这一条目，并为展示的目的，将其挪到列表中顺

位较高的 (c)处。

44. 除了分别在 (f)条目和 (g)条目中的“对人权

进行保护” 和“对环境进行保护” 短语之中的“保护”

之前添加“国际” 一词以外，删除了 (e)条目中“涉及

私权利的协定” 短语之前被认为晦涩的“类似” 一词，

并把提到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条约合并成单一的 (l)条
目，唯一大幅起草改动的是在 (k)条目中：把” 通过

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争端” 重新起草为“以和平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国家间” 字样的删除拓宽了规定

的范围，以包括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特别是国际

组织的纠纷。由于这种变化意味着在国际法院管辖

权以外解决争端，起草委员会在该段末尾把提到的

“法院” 改为更通用的短语“司法解决”，这是《联合国

宪章》第三十三条中使用的术语。起草委员会认为，

以条约为基础的保护人权机制属于 (f)条目所涵盖的 
范围。

45. 最后，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所有提及条约

“类别” 的措辞，这不是通常在诸如1969年《维也纳

公约》等法律文本中使用的术语。第7条草案的标题

和案文中都做了这样的改动。有一项提到条约“规定”

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46. 评注将明确指出，条约清单是指示性的，

并不是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提出的，也没有体现文书

的“等级”。此外，某些类型没有被列入清单的事实

不应该做出任何相反的解释，因为它们在发生武装

冲突时的施行仍将取决于草案第4至第6条的适用。

47. 附件的标题是“条款草案第7条所指条约的

指示性清单”。

48. 至于第二部分的第二章，他说，草案第8条
涉及在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起草委员会已选择

保留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不作任何重大修改，

但已经认识到，这一条文主要是说明性的，将其列

入并非是绝对必要的。

49. 第1款确认了武装冲突不影响缔约国在武

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的能力。早先提到武装冲突的

“爆发” 已被改为“存在”，以便与第3条草案中所作的

修改一致。此外，按照不包括具体条约的一般做法，

提到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措辞已经改为更通用的

“国际法”。

50. 第2款提到了各国可能在武装冲突期间终

止或中止施行彼此之间条约的具体可能性。起草委员

会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并添加了可能协议修订

或修改条约的字句。在这样做时，起草委员会考虑

到参与缔结条约、但没有参与冲突的第三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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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这些国家不能持终止或中止施行的立场，

从而使他们只有可能寻求修改或修订。

51. 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一读通过的案文

中提到了“合法” 协议，有人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恰当

的，因为它从反方面意味着缔结“非法” 协议的可能

性。考虑到的替代方案包括简单地删除这个词，或将

其改为“有效”。起草委员会最终决定采用前者，因

为后者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混淆。

52. 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将第8条草案的位置

提前，将其放在第4条草案之后的可能性，但为了避

免破坏条款草案第3、第4、第5、第6和第7条的顺序，

决定不这样做。

53. 第8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武装冲突期间缔

结条约”。

54. 草案第9条涉及在发生武装冲突事件期间

通知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二读通过

的案文以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为基础载列了另外两款。

55. 第1款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对其作了

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起草委员会试图使它更加紧密

地配合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第六十五条，为此删

去了提到“参与武装冲突” 的国家的字样，并在“该条

约的施行” 之前添加了“如因武装冲突” 这一起到澄

清作用的短语。

56.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一读通过的第2款的

案文。

57. 涉及第3款的关键问题一直是提出反对的

期限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但起草委员会所作的

选择是：“在合理的时间内” 提出“反对”，这个时限将

通过第4款所设想的程序之施行予以确定。

58. 特别报告员提议另外列入“除非条约另有规

定” 的短语。但是，起草委员会决定予以反对，因为

它可能意味着该条约规定了一段不合理的期间。

59. 第4款是新的款文，是以特别报告员在其初

次报告第96段中提出的案文为基础并作一些轻微的

调整的，其中包括插入与第3款的对照索引关系。第

4款规定，如果根据第3款提出反对，则有关国家应

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指明的方法寻求其

争端的和平解决。

60. 特别报告员增列一个新的第5款的建议在

起草委员会中未引起争议。该款载有一条保留条款，

以保护各国解决争端的权利或义务，只要它们在发

生武装冲突时仍然适用。起草委员会认为这项规定

可以起到抗衡的作用，以免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第4
款意味着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时可以认定参与武装

冲突的国家都具有清白的历史纪录。通过这一款也

与在附件中加入条目 (k)—关于以和平手段……解决

国际争端的条约—相吻合。该款的措辞是以特别

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出的草案为基础，但删除了被

认为不必要的“武装冲突事件” 的字样。

61. 第9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通知终止、退出

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起草委员会试图在第9
条草案第3款、第12条的标题和开头语以及第15条
的案文中使用这一措辞的不同变体来使这些条款草

案更为协调。

62.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一读通过的第10条草

案。该条款旨在维护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无

论该条约是否通过本条款草案的适用而受到冲突的

影响。

63. 第10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不依条约存在

的国际法义务”。

64. 第11条草案处理的是条约规定的分离。委

员会在一读快结束时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四十四条的启示引入了这一条。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

第11条草案，因为承认了条约受到有区别影响的可

能性，在整个文本中对缓和第一章中各项规定的影响

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将“该条约的施行 (operation of 
the treaty) ” 改为“一条约的施行 (operation of a treaty)”

这一轻微修订之外，委员会决定不改变一读通过的

案文。从政府收到的意见中曾有人质疑 (c)项中的“有
失公平” 一词。评注中将会澄清这是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四十四条中的措辞。委员会认为最好不要对

(c)项作任何改动。

65. 第11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条约规定的 
分离”。

66. 第12条草案同样基于1969年《维也纳公

约》，并处理丧失终止或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

利。案文大体与一读通过时相同，但作了以下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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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在起首语的开头，起草委员会决定添加“意
识到事实之后” 的字样，以便使其与1969年《维也纳

公约》的相应条款，即第四十五条，相对应。出于同

样的原因，在其 (a)项和 (b)项 [英文本 ]中引入了“shall 
have” 和“must” 的措辞。

68. 起草委员会理解起首语中“意识到事实之

后” 的这一限定词组，不仅涉及武装冲突的存在，也

涉及到武装冲突对条约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实际后果。

这一点将会在评注中予以进一步说明。委员会曾考

虑指涉“相关事实” 的提法，但决定不予采纳。

69. 第12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丧失终止、退

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

70. 第13条草案涉及武装冲突结束后条约关系

的恢复生效或施行。其案文融合了一读通过的第18
条草案、目前转载于第1款中的内容和目前列为第2
款的一读通过的第13条草案案文。

71. 起草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次报告

中提出的建议 (第114段 )审议并接受了第1款。它处

理了类似于“合约转承” 的情况，这个术语的来源是

合同法：武装冲突结束后一度终止或中止的条约关系

的再生。可以预见的是，缔约国将会为此目的达成

一致。

72. 第2款以一读通过的案文为基础，唯一的

变化是将“征象 (indicia)” 一词改为了“因素 (factors)”，
以使其案文与第6条草案的措辞一致。第2款证实，

应根据第6条草案中所列的因素来决定条约的恢复 
生效。

73. 第13条草案的标题为“武装冲突结束后条

约关系的恢复生效或施行”。

74. 第14条草案处理行使个人或集体自卫的权

利对条约的影响。其文本大致是一读通过的案文，但

起草委员会决定在“权利” 之前加上“固有” 一词，使

其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措辞方式一致。有

人认为应将《联合国宪章》的字样改为更笼统的措辞

(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但没有被采纳，原因是《联

合国宪章》规定了行使自卫权利的当代法律框架。起

草委员会还决定在“条约的施行” 之前列入“作为条约

缔约国的” 短语，以纳入一个相对元素，想法是一个

条约可能只是部分地与行使该项权利不兼容。

75.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提议纳入一个开

头语，使条文与第7条草案一致，但后来他疏远了自

己的建议，起草委员会也决定不予以采纳。

76. 第14条草案的标题是“行使自卫权对条约

的影响”。标题不再包括早先提到“个人或集体” 的字

样，其删除是为了精简文字起见，不过委员会审议

了“自卫权利” 中所隐含的概念。

77. 第15条草案处理禁止侵略国从条款草案的

适用中受益。该禁令已普遍被认可，起草委员会面临

的唯一问题为是否要保留一读通过的文本，即有限度

地提及大会1974年12月14日第3314 (XXIX)号决议

所定义的侵略，还是采用更宽泛的措辞方式，援引因

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而诉诸武力的情况。

78. 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对此众说纷纭，但根

据起草委员会对这些意见的理解，大多数委员主张

保留狭义的文本，或至少对采取偏离一读的立场没

有足够的支持。因此通过了一读时制定的第15条草

案，但在“武装冲突” 之前添加了“侵略行为所引起的”

这一短句以使语义更加精确。

79. 第15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禁止侵略国 
受益”。

80. 第16条草案旨在保护安理会根据《联合国

宪章》所采取决定的影响。在一读的文本中，它被放

置在目前的第15条草案之前，但是现在又被挪到第

15条草案之后了，以便更好地与条款草案末尾的其

他保留条款组合在一起。

81. 对一读通过的案文作了一些改动。首先，

起草委员会把“法律效力 (legal effects of)” 改为“相关

(relevant)”，原因是并非安理会所有的决定都具有法

律效果：与问题有关的是与本条款草案的适用相关的

决定。起草委员会还进一步优化了措辞方式，将“安
理会的决定” 改为“由安理会作出的决定”。最后，一

读案文中专门提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

定” 作出的决定：这个限制已经被删除了，原因是要

承认安理会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其他条款采取行

动，其中包括关于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第九十四条。

据假设，安理会根据第七章作出的有关武装冲突的

决定将与本套草案条款的适用有关，但安理会根据

《联合国宪章》的其他规定作出的其他决定可能也与

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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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第16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安全理事会的

决定”。

83. 起草委员会通过了第17条草案，其中以一

读通过的形式保留了中立法的适用，没有作出任何

改动。

84. 第17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源自中立法的

权利和责任”。

85. 第18条草案是保留条款的最后一条。它力

图保持1969年《维也纳公约》里为终止、退出或中止

条约提供的若干依据。一读通过的案文已被重组为

一款并予以保留，但作了一项改动。一读时，委员

会将各方同意纳入，以作为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

的一种替代理由，但起草委员会鉴于已经列入关于

条约施行的规定的第4条草案而将其删除了。

86. 第18条草案的标题仍然是“其他终止、退

出或中止的情况”。

87. 结束了对起草委员会第一次报告的介绍以

后，他表示希望委员会能够二读通过关于武装冲突

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

88. 主席提请注意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建议，即

将特别报告员对条款草案的附件所涉案例法现况的

补充研究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照录。如果没有异

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89. 主席请委员会二读通过载于文件A/CN.4/
L.777文件内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

第一部分 范围和定义

第1和第2条草案

第1条和第2条草案通过。

第二部分 原则

第一章 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的施行

第3至第7条草案

第3至第7条草案通过。

第二章 与条约施行有关的其他规定

第8和第9条草案

第8和第9条草案通过。

第10条草案

90. 佩莱先生说，“shall not impair in any way the 
duty of any State” 的法文译文“ne dégagent en aucune 
manière un État de son devoir” 不 贴 切， 应 该 改 为

“n’affectent en aucune manière le devoir d’un État”。 

91.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赞同这项建议。

第10条草案通过，但仍须对法文本作该项修订。 

第11至第13条草案

第11至第13条草案通过。

第三部分 其他规定

第14条草案

第14条草案通过。

第15条草案

92. 萨博亚先生说，起草委员会主席报告说，

关于草案第15条的措辞，起草委员会赞成提到大会

第3314 (XXIX)号决议所定义的侵略行为的狭义案

文。他个人认为，第15条草案的范围相当广泛，同

时提到了大会第3314 (XXIX)号决议和《联合国宪章》

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

93. 诺尔特先生说，他一直以来对“侵略” 一词

的理解是，其含义某种程度上要比《联合国宪章》第

二条第4款所禁止的使用武力行为的含义狭窄。

94.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以委员

身份发言说，他对获得通过的第15条草案案文的解

释是：它融会了《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第3314 (XXIX)
号决议中规定的所有关于侵略的含义。

9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认为在草案第15
条或委员会的相关讨论中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影响关

于使用武力和侵略的国际法。

第15条草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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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至第18条草案

第16至第18条草案通过。

附件

附件通过。

96.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愿意作为整体二读

通过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

前提是对第10条的法文本作文字上的修订。

就这样决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97. 雅各布松女士 (规划小组主席 )宣布规划小

组将由下列委员组成：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

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

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

苏纳先生、卡姆托先生、卡米沙先生、麦克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

先生、佩莱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

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上午11时45分散会。

第3090次会议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时5分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

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

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米沙先生、麦

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

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638，A节；A/CN.4/639和Add.1 ；

A/CN.4/647和Add.1 ；A/CN.4/L.779 ；

A/CN.4/L.793和A/CN.4/L.795)

[议程项目2]

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的报告

1. 主席请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主席对工作组的

工作进行报告。

2.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对条约的保留

工作组主席 )说，委员会在2011年4月26日举行的

第3080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以

便 (按照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第45段的

设想 104)在本次会议上最后确定《对条约的保留实践

指南》。

3. 工作组在2011年4月26日至29日，以及5月
4日、5日、6日、10日、11日、12日、17日 和18日
共举行了14次会议，最后确定了构成《实践指南》的

一套准则，准则案文载于A/CN.4/L.779号文件。

4. 他向对条约的保留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
莱先生表示感谢，因其对这一主题的把握和指导为

工作组的努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还感谢工作组

成员的积极参与以及秘书处的协助。

5. 工作组依照其任务授权，重新讨论了委员会

在上一次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实践指南》草案，以便

在最后确定案文时酌情考虑各国政府的意见。工作

组还对案文作了一些语言和技术方面的调整。此外，

为了便利《实践指南》的使用，已商定对某些章节的

结构稍作调整，因此对一些准则草案和章节重新进行

了编号。除其他外，工作组在履行任务时参照了特

别报告员编写的一份文件，在该文件中，特别报告员

根据各国政府提交的书面评论 (A/CN.4/639和Add.1)
以及从委员会自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开始审议这

*  续自第3080次会议。
104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 续自第308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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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以来，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发表

的意见，提出了对准则草案的案文进行的修改建议。

6. 他将只介绍工作组对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准则

草案案文以及对《实践指南》某些章节结构所作的主

要改动。他不打算介绍那些纯属技术方面或语言方

面的改动。

7. 在《实践指南》第一部分中，工作组决定删

除题为“保留的目的” 的准则草案1.1.1, 并将其内容纳

入准则草案1.1规定的保留的定义，在该定义后增加

一个第2款。经过对各国政府所提交评论内容的充分

审议，工作组决定简化《指南》的第一部分，删去委

员会暂时通过的一些准则草案，但有一项谅解，即将

在评注中对相关要素酌情进行讨论。工作组因此删

除了处理提出保留的不同情况的准则草案1.1.2, 因为

该问题在保留的定义中可能已有所讨论。同样，工

作组还商定删除若干超出《实践指南》范围的、关于

单方面声明实例的准则草案 (1.4.1 (旨在作出单方面

承诺的声明 )、1.4.2 (旨在增添条约内容的单方面声

明 )和1.4.4 (一般性政策声明 ))。将在准则草案1.1的
评注中提及这些实例。此外，工作组决定将委员会

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1.4.6 (根据任择条款作出的单方

面声明 )和1.4.7 (对条约规定作出选择的单方面声明 )
合并为一项条款，成为题为“根据含有任择内容的条

款作出的单方面声明” 的准则草案1.5.3。

8. 工作组根据委员会在《实践指南》中就处理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达成的结论 105，对这些声明的定

义作了补充，指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遵守适用于保

留的规则，并将其置于准则草案1.4 (单方面解释性

声明 )中。因此，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案文中所有专门

讨论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并位于方括号内的其他准

则草案都已从《实践指南》中删除。这一点适用于《指

南》的所有章节。

9. 由于工作组对《实践指南》第二部分中的准

则草案所作的调整大多为技术或语言方面的调整，所

以他在此对其不作赘述。在术语方面，工作组经过讨

论，商定使用“权利” (right)一词 (用于提出保留、反

对、接受等 )，取代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准则中所使用

的“自由” (freedom)一词。工作组认为，“权利” 一词

更为中性，在该背景中的使用更为普遍。工作组还

商定删除题为“保留显然不允许情况下的程序” 的准

105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8、79和
第82段。

则草案2.1.8，原因是一些国家政府对该条款作出了

负面反应，认为该条款意味着授予保存人的职能超

越了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规定的范围。

10. 关于2.3节内条款所讨论的对过时提出的保

留提出反对，工作组商定纳入一条新的准则草案2.3.2, 
声明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必须在准则2.3.1所
规定的接受过时提出的保留的12个月期限之内作出。

11. 关于撤回保留，已删除了委员会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2.5.8所附有关撤回保留的生效日期的示

范条款，理由是将在该准则评注的相关实例中提及

这些示范条款。

12. 工作组认为，有必要修订准则草案2.6.1规
定的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以便纳入反对可能产生

的影响的各种可能的情景。最后采用的措辞与准则

草案4.3 (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 )一致。工作组还认为，

为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或扩大保留范围的反对提供定

义的准则2.6.2可予以删除，但在准则草案2.6.1 (对
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的评注中保留一条适当的解释。

此外，工作组商定删除有关有条件的反对的准则草

案2.6.14, 该条款讨论了对潜在或未来的特定保留提

出反对的情况；有人认为，除其他外，纳入这一条款

可能对《实践指南》的读者造成困扰。

13. 最后，应若干国家提出的建议，工作组决

定删除题为“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 的准则草案

2.9.9的第2款。但可能在评注中提供一些与批准一项

解释性声明相关的沉默情况的说明。

14. 关于《实践指南》题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的允许性” 的第三部分，工作组经过仔细审议，商定

在相应的准则中保留“允许性” 一词 (法文为“validité 
substantielle” )，因为它们是保留、解释性声明和相

关反应的有效性的实质性条件。与之不同的是，《实

践指南》的其他准则在提及有效性的实质性和形式性

条件时，使用了“有效性” 一词 (法文为“validité” )。
工作组采纳的方针遵循了委员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

上通过的一项决定，该决定涉及《实践指南》中“允许

性” 和“有效性” 等术语的含义 106。

15. 工作组决定，对有关保留与条约目的和宗

旨不符的准则草案3.1.5之后的准则进行重新编号，

以传达一个信息，即应将其视为对准则草案3.1.5的

106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实践指南》

第三部分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效力 )评注第2和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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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工作组还决定简化准则3.1.8的措辞 , 该准则

涉及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其第2款，即关

于此类保留不影响习惯规范的约束性质，已被删除。

该准则现已被重新编号为准则草案3.1.5.3。将在评注

中对这一要素作适当讨论。此外，工作组认为可在

评注中适当讨论“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的方式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法律效力” 这一原

则，无需就这一点制定具体准则。因此，工作组商

定删除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3.1.9 (违反强行法

规定的保留 )。

16. 准则草案3.1.5.6题为“对载有众多相互依赖

的权利和义务的条约的保留”，其依据是委员会暂时

通过的、讨论对一般性人权条约提出保留问题的准

则草案3.1.12。工作组认为，可保留这一准则的实质

内容，但应避免“一般性人权条约” 这一较为模糊的

概念，同时应明确，准则中讨论的问题总体而言需

要考虑各种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某些

条约在确定对这类条约的一项保留是否符合其目的

和宗旨时对这一关系作了规定。

17. 工作组最后拟订的准则草案3.2.3 (考虑条

约监督机构的评估 )是在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相应准则

的基础上重新拟订的。然而，新的案文略去了有关

与条约监督机构合作的义务的说明，仅提及各国和

国际组织应考虑由某监督机构对一项条约的允许性

进行的评估。

18. 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暂时通过了有关集体

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的准则草案3.3.3, 考虑到许

多国家政府出于不同原因对该准则草案的妥当性所

表示的负面意见 (A/CN.4/639和Add.1)，也考虑到人

权事务委员会就这一条款提出的关切，即该条款可

能对委员会就保留的允许性作出有效评估的能力产

生影响，工作组商定删除该准则草案。

19. 一些国家对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有关接受保

留的允许性的准则草案3.4.1107 的措辞以及其与其他

准则草案之间的关系发表了评论，根据特别报告员针

对这些评论提出的一项建议，工作组对该条款进行

了修改，以表明接受一项保留不受任何允许性条件

的约束。特别是关于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的问题，

有人认为，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并非接受本身的允

许性，而是这类接受的效果缺失问题，正如在准则

草案4.5.2第1款中所明确阐述的那样。

10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段。

20. 关于有关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的准则草案

3.5, 工作组选择删去一解释性声明与一般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不符的内容。大部分委员认为，与一般国际

法强制性规范相悖的一项解释性声明的效果或效果

缺失问题，可在评注中充分讨论，没有必要将这类

不相符的情况视为解释性声明不允许性的具体依据。

21. 此外，关于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允许性，

工作组商定删除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3.6.1 (赞
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和3.6.2 (反对解释性声明的

允许性 ), 但有一项谅解，即将在准则草案3.6的评注

中提供对在上述准则草案中讨论的情景的相关解释。

22. 关于《实践指南》中题为“保留和解释性声

明的法律效果” 的第四部分，他说工作组对这部分的

条款作了一些实质性改动。

23. 首先，题为“保留的解释” 的准则草案4.2.6
是新的内容。根据特别报告员的一项建议，工作组

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实践指南》中纳入一个对这一问

题进行一般性讨论的条款。该条款原文如下：“须考

虑到主要反映在保留的案文中的提出者的意图、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以及提出保留时的背景，本着善意

解释保留。” 这些不同要素，以及出于对一项保留进

行解释的目的审议其单边性质的必要性，将在评注

中进行处理。

24. 准则草案4.3.2涉及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的

效果，也是《实践指南》第四部分新增加的内容。不

过该条款的案文与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2.3.2 
(接受过时提出保留 )108 相对应，只略作了修改。

25. 准则草案4.4.3涉及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 (强行法 )不产生效果，增加了一款对其进行补充，

该款原文为：“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的方式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

26. 工作组对准则草案4.5.3给予了特别关注。

该条款处理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这

一复杂又敏感的问题，委员会上次会议暂时通过的准

则草案4.5.2讨论了这一问题。工作组根据特别报告

员提出的一项提案，决定重新架构和拟订这一条款，

以便尽量调和各国政府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意见分歧

(A/CN.4/639和Add.1)。

108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2至第

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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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工作组最后敲定的准则草案4.5.3案文包括

4款。第1款声明了原则，即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

于条约的地位是由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所表

述的意向决定的—换言之，无效保留的提出者是

否应被视为在无法受益于保留的情况下受条约约束，

又或者被视为不受条约约束。第2款明确说明了一种

正向推定，根据这一推定，除非无效保留的提出者

表达了相反的意向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了此种意向，

否则该保留的提出者将被视为不享受保留益处的缔

约国或缔约组织。第3款规定了一项原则，即无效保

留的提出者可随时表示无意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

情况下受条约约束。第4款具有建议的性质，处理了

条约监督机构表达某项保留无效意见的具体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效保留的提出者不打算在无法从

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受条约约束，应当在条约监督机

构作出保留无效的评估后的12个月内表达此种意向。

一种意见认为，鉴于该条款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和

敏感性，委员会应对准则草案4.5.3进行进一步审议。

28. 在谈到《实践指南》中有关国家继承的第五

部分时，他说各国政府没有就这一主题提出任何具体

的起草建议。尽管如此，工作组还是对第五部分以

及相关章节标题的英文文本做了细微修改，以包括“in 
cases of (而不是“in the case of”) sucession of States (国
家继承情况下 )” 保留、接受保留、反对保留以及解

释性声明。有人认为，使用复数能够更好地反映第

五部分包括的各种继承情况。

29. 工作组在准则草案5.1.2 (国家合并或分离情

况 )的第2款中加入了一项有关继承国扩大被继承国

提出的保留范围的内容。工作组认为，如果排除继承

国提出一项新的保留的权利，则也应同样排除继承国

扩大被继承国提出的一项保留的范围的权利，这似乎

是符合逻辑的。此外，工作组还将有关“继承国提出

的新的保留的成立” 的准则草案5.1.4替换为新的准则

草案5.4, 更为笼统地处理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

受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法律效力。对5.1节中的准则草

案的编号作了相应调整，原来的5.4节变成5.5节 (国
家继承情况下的解释性声明 )。工作组对第五部分准

则草案案文所作的其他调整纯属语言性或技术性的。

30. 他表示，希望委员会能够注意他刚才所作

的报告。

3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对工作组成员深表

感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和他一道参与了准则草案

的定稿工作，而不是二读。他特别感谢埃斯科瓦尔·埃
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黄先生 (部分

时间 )、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生、诺尔特先生、佩

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辛格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

爵士，他们所有人都积极参与了工作组的工作。他

还感谢秘书处，尤其是始终在旁提供帮助的布津尼先

生，以及米库尔卡先生和科伦济斯先生。他还要感谢

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助理持续为评注付出的辛苦工作。 

32. 他最后感谢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是他

以刚柔相济的方式成功地指导了工作组的讨论，使之

能够实现协商一致通过案文的伟大目标。委员会将有

机会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审议准则长达800页的评注。

33.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的理解是委员会仍需

审议一些条款，他询问委员会将在哪个工作阶段完

成这项工作。

34.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对条约的保留专

题工作组组长 )说，工作组已完成了它的任务，即最

后确定将成为《实践指南》的准则草案。他唯一提及

可能需要进一步审议的准则草案 (准则草案4.5.3 (无
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反映了工作组的

一种意见，即应对该准则进行更为深入的审议。这

只是表达一种观点，工作组已通过了该准则草案。

3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回答杜加尔德先生

的问题，他确认工作组已完成其任务。所有的案文

已经协商一致通过，准则草案4.5.3是个例外，但工

作组也已通过了该准则。委员会成员将在第二期会

议期间再次讨论附有评注的案文，并逐段通过。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36.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宣读将

参加驱逐外国人问题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名单：科米萨

里奥 · 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穆德先生、麦克雷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

士和特别报告员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上午10时4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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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1次会议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5分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

生、佩雷拉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

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109 

(A/CN.4/638，B节；A/CN.4/642110)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111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驱逐外国人”

专题，并提请注意载有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资料

的A/CN.4/628和Add.1号文件 112。

2.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介绍了他关于驱逐

外国人问题的第六次报告的第二份增编，并指出该

增编载有他打算提交委员会的最后的一些条款草案。

第二份增编是第一份增编的延续，包括第四章 [第三

章 ]113，D节至第八章 [第七章 ]。这些章节中的有些内

容在第一份增编的讨论中已有所涉及 114。当时提出的

109 关于委员会对该专题的研究历史，见《2011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八章，A节，第204至第210段。
110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11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六

次报告的第一章至第四章，C节；委员会继续审议转录于第六

次报告增编二的第四章，D节至第八章 [《2010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文件 ]。
112 转载于《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13 方括号中的数字是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

编 (A/CN.4/625/Add.2)油印件中使用过的编号，可查阅委员会

网站。章节、段落和脚注在出版《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时进行了重新编号。

114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第135至第183段。

关切问题包括拟议的规则在国际法中的依据，以及

对国家实践的研究。希望委员会目前收到的案文能

够减轻这些关切。

3. 在第二份增编中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执行驱

逐决定的问题，这类决定既可以自愿方式执行，也

可强制执行。如果出现强制执行的情况，则面临将

被驱逐者送往目的地国的条件问题。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规定了若干辅助措施，以确保有序的返回，强

调在返回途中遵守被驱逐者基本权利的义务至关重

要。在其第六次报告第四章 [第三章 ] D节第405段
[第3段 ]至第415段 [第13段 ]中，特别报告员力图通

过援引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2005年5月通过的《强

制遣返准则》115、1944年12月7日的《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附件9116以及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

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说明上述问题。基于对

这些案文及一些法律著述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在其

报告第四章D节第416段 [第14段 ]中提出条款草案

D1，题为“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草案原文如下：

“1. 驱逐国须鼓励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自愿遵守驱逐决定。

“2. 在强制执行驱逐决定的情况下，驱逐

国须采取必要措施，按照国际法规则，特别是

与航空旅行有关的规则，尽可能确保成为驱逐

对象的外国人被妥善送往目的地国。

“3. 在任何情况下，驱逐国都须给予成为

驱逐对象的外国人适当的离境期限，除非有理

由认为当事外国人可能在此期间潜逃。”

4. 第2款中所引用的航空旅行规则主要是说明

性的，并不排除必须通过其他运输方式遣返被驱逐

者的情况下采取相似措施的可能性。

5. 第六次报告的第五章 [第四章 ]讨论了被驱逐

者就驱逐决定提出有效申诉的权利，第一份增编关

115 2005年5月9日CM(2005)40-final号文件。也见领土

庇护、难民和无国籍人所涉法律问题特设专家委员会，《关

于强制遣返问题的二十项准则》的评论 (第925次会议 )，
CM(2005)40-Add final号文件。

116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9，简

化手续》，2005年7月，第十二版。《附件9》第十二版包含

重大改动，其中包括加强旅行证件和打击非法移徙的内容

(可 查 阅：www.icao.int/safety/airnavigation/NationalityMarks/
annexes_bookle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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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程序保证的讨论中曾对其有简要涉及。虽然这一

章最后并未提出条款草案，但确认了在上一届会议

中所拟议的条款草案C1的依据 117。

6. 特别报告员对国际和国内法进行了研究，旨

在了解这些法律是否为针对驱逐决定提出的上诉提

供依据。特别报告员发现，上诉权在这两类法律文

书中有坚实的依据。随后，特别报告员从审查申诉

的时限和补救措施的暂缓效力两个角度讨论了司法

申诉对驱逐决定的影响。最后，特别报告员探讨了

一些国家的法律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有关对司

法驱逐决定进行补救的途径，秘书处曾在其2006年
的备忘录 118中对这些途径作了分析。

7. 第六章 [第五章 ]着重讨论驱逐国与过境国和

目的地国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关系遵从两个原则：

一国接收或拒绝接收被驱逐外国人的自由以及被驱

逐者决定其目的地国的自由。第一条原则自1898年
本 · 蒂利特案以来即得到承认，但在个人返回本国的

权利方面有所限制。国际法学会1892年的一项决议

最早规定了这一限制 119，自那以后，当代条约法也明

确确立了这一限制。

8. 同样，被驱逐者选择目的地国的自由也不是

绝对的；这一自由受到以下可能性的影响，即在被驱

逐者认为自己返回本国可能遭受酷刑或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的待遇，但又没有能力找到另一目的地国的

情况下，驱逐国可替代被驱逐者选择目的地国。虽

然在这方面没有普遍通行的做法，但条约和判例法

所载欧洲的做法，如欧洲人权法院对T. I. 诉联合王国

案的裁决，为就这一专题制定规则提供了有力依据。

一些国家的法律给予外国人在受到严格意义上的驱

逐，而非驱回的情况下，对有关目的地国的选择决

定提出申诉的单独权利。

9. “安全国” 概念是在确定哪些国家有能力接收

被驱逐的外国人时产生的。但因为该概念仅限于欧

11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5段，

脚注1294。
118 A/CN.4/565和Add.1号文件，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

网站 (第58届会议文件 )。
119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sur l’admission et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proposées par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adoptées 
par lui à Genève, le 9 septembre 1892”,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II (1892–1894), 第218页 (载于学会网

站www.idi-iil.org/)。

洲的做法，而且这方面的做法仍各异，所以将其纳

入一项一般性规则为时尚早。

10. 已确定了六类可能的目的地国，其主要依据

更多来自法律著述而非各国的做法，这六类目的地国为：

国籍国、护照签发国、居住国、登船或登机国、承担接

收其他缔约国国民义务的条约缔约国和同意国。获得同

意的要求以国家主权和各国的政治独立原则为基础。

11. 第六章 [第五章 ] D节讨论了将外国人驱逐

到没有接纳义务的国家的情况。接纳被驱逐的外国

人必须获得国家同意，此处涉及的问题是，如果一

个国家未表示同意接收，则向该国驱逐外国人就构

成应由驱逐国承担责任的国际不法行为。对这一点

各方看法不同。

12. 尽管如此，国际法中有一条规则是不容置

疑的，即每个国家都拥有确定本国入境和居留条件

的主权权力。因此，强迫一国违心接纳外国人入境，

将构成对该国主权和政治独立的侵犯。上述所有考

虑因素促使特别报告员提出了条款草案E1，题为“被
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草案原文如下：

“1.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须被驱逐至其

国籍国。

“2. 若无法确定国籍国，或成为驱逐对象

的外国人在国籍国面临酷刑或不人道和有辱人

格待遇的风险，则须将其驱逐至居住国、护照

签发国、登船或登机国、或者依照条约承诺或

应驱逐国请求或酌情应当事人请求，表示同意

接收的任何其他国家。

“3. 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未同意接纳或拒

绝接纳其入境的国家，除非该国是外国人的国

籍国。”

13. 第六章 [第五章 ] E节重点讨论了与过境国

之间的关系。虽然一般情况下应优先考虑直接遣返至

目的地国，但遣返非法居留者可能经常需要使用某些

国家的港口或机场，以衔接船只或航班至目的地国。

因此，通过双边协议或多边法律文书为这类程序制

订明确的法律框架是有益的；但拟订这么一项案文超

出了本专题的范围。

14.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驱逐国保护外国人

权利的规则比照适用于过境国。这更加体现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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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而不是编纂从既定做法中衍生的规则。为此，

特别报告员提出条款草案F1，题为“在过境国保护成

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草案原文如下：

“对驱逐国适用的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

人人权的规则，比照适用于过境国。”

“比照 (mutatis mutandis)” 一词比第520段 [第118段 ]

所载条款草案F1案文中使用的“也 (also)” 字更恰当。

15. 报告的第三部分从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

以及非法驱逐导致驱逐国责任的角度，审查了驱逐

的法律后果。在考虑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时，特

别报告员力图首先确定有关保护被驱逐的外国人的

财产权及类似利益的规则，还考虑了在驱逐决定被

取消的情况下，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是否有权返回

驱逐国的问题。

16. 保护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权及类似利益

包括这样一个方面，即禁止以没收被驱逐外国人财产

为目的的驱逐行为。这一禁令旨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后主要出现在欧洲的一些做法，一些中欧国家的

日耳曼少数民族是这些做法的主要受害者。1952年5
月26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

共同签署的多边《关于解决因战争与占领所导致问题

的公约》以及德国政府后来作出的一系列声明，包括

施罗德总理于2000年作出的声明 120对上述案件进行

了处理。另一些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的案

例包括诺特博姆案、伊迪 · 阿明统治期间将亚洲人逐

出乌干达 121，以及英国国民被逐出埃及 122等。对这类

驱逐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因为这类行为缺乏有

效依据，并且侵犯了财产权。

17. 一些保证财产权的国际文书支持对被驱逐

的外国人的财产权予以保护，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任何

人的个人财产。在国际文书中，可提到的有《世界人

权宣言》123第十七条第㈠款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第6款和第9款；

在区域一级，还可引述《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120 “Rede vo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anlässlich des 
50. Jahrestages der Charta der deutschen Heimatvertriebenen am 
‘Tag der Heimat’”，2000年9月3日。

121 见G. S. Goodwin-Gi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ove-
ment of Persons between States, 1978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第212至第216页。 
122 同上，第216页。 
123 大会1948年12月10日217 A (III)号决议。

第14条、《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
第21条以及《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一 ]

议定书第1条。国际判例法也支持保护被驱逐的外国

人的财产权。例如：荷兰人案的裁决以及最近伊朗—

美国索赔法庭对兰金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案的裁决。

18. 国际仲裁委员会认为，一般而言，涉及非

法没收、毁坏或征用的驱逐，以及迫使外国人放弃财

产、任由财产遭受掠夺和毁坏或者贱价出售财产的

即决驱逐可寻求赔偿。国际法院最近在2010年11月
30日关于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的判决中坚持

主张对被驱逐外国人的财产权予以保护的义务。这

方面的文献一致倾向于保护被驱逐外国人的财产权。

为此，国际法学会早在1892年就通过了一项载有这

方面条款的决议 124。秘书处在备忘录中讨论的一些国

家的法律对驱逐情况下外国人的财产和经济利益予

以保护 125，另一些国家法律规定，国家有义务对驱逐

外国人后获得的财产支付赔偿。一些当局支持的观

点是，即使国家扣押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国家

也只能保留相当于外国人所欠债务的财产，应将剩

余财产归还本人。就这一点而言，特别报告员不想

引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赔委员会就武装冲

突期间被驱逐外国人的财产权所作的结论，因为特

别报告员认为，应根据战时法审查这一问题，而战

时法不属于本研究的范畴。

19. 以上所述表明，驱逐国保护被驱逐外国人

的财产并保证这些人获取这些财产的义务已经在国

际法中确立，这一点毋庸置疑。特别报告员因此提

出条款草案G1，题为“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

财产”，草案原文如下：

“1.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2. 驱逐国须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的财产，[尽可能地 ]允许外国人甚至从国外自

由处置财产，并应外国人或其继承人或受益人

的请求予以归还。”

20. 第2款方括号中的案文并非基于判例法，但

似乎是在归还财产不可能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处理

的合理方式。

21. 关于被驱逐外国人的权利的第二个方面，

即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返回权，特别报告员指出，

124 见上文脚注119。
125 见上文脚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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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权利主要得到《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第5款的支持。美洲人权委员

会在危地马拉政府任意驱逐一名外籍牧师的案件 (第
7378号案 (危地马拉 ))中承认这项权利。除其他外，

美洲人权委员会建议危地马拉政府允许该牧师返回

危地马拉并在有此愿望时到该国居住。

22. 各国针对这类事务的做法各异。法国关于

外国人入境居留和避难权利的法律第L524-4条规定

了在若干限制条件下返回的权利。委员会要求德国

就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返回的权利提供资料，德国

在回应这一要求时指出，“只有在驱逐决定并非不可

撤销而且国外进行的主要诉讼程序显示驱逐为非法

的情况下，才有返回的可能。” 126 荷兰表示，虽然该

国立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具体规定，但被非法

驱逐的合法居民拥有返回的权利。罗马尼亚的法律

实践明确承认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拥有返回权。但

马来西亚的做法似乎要求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接受

法律规定的普通接纳程序。

23. 在缺乏任何既定的国际惯例或一致的判例

法的情况下，很难将返回权视为习惯法的一条规则。

各国的做法似乎差异很大，尽管对委员会提供资料

的要求作出回应的大多数国家承认非法驱逐情况下

的返回权，但这一权利伴随着一些程序性条件或属

人理由方面的限制。

24. 但是，认定被驱逐外国人即使是以驱逐国

主管法院或国际司法机构认定的错误事实或不当理

由遭受驱逐，也不能在一法院裁定撤销这一有争议

决定的基础上拥有返回驱逐国的权利，仅就驱逐权

而言，这也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样做不仅会剥夺上述

裁定的主要法律效力，还会使驱逐决定的任意性走

向合法。鉴于上述趋势，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

可以相关国际法逐步发展的名义，针对被非法驱逐

的外国人返回的权利制定一项规则。特别报告员因

此提出条款草案H1，题为“返回驱逐国的权利”，草

案原文如下： 

“以不当理由或者在违反法律或国际法的情

况下遭受驱逐的外国人，有权在驱逐决定撤销

后返回驱逐国，但返回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

构成威胁的情况除外。”

126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8
和Add.1号文件。

25. 第八章 [第七章 ]是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

的最后一章，讨论了驱逐国对非法驱逐承担的责任。

很明显，违反国际法规则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的国家

犯下了国际不法行为，应因此承担国际责任。这一

责任既可以在由被驱逐者为国民的国家以外交保护

名义提起司法诉讼程序中认定，也可以通过被驱逐

者能够直接或间接求助的人权保护领域特别法庭在

诉讼程序中认定。这是国际司法机构一再重申的一

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26. 在驱逐外国人的问题方面已出现大量一致

的国际判例。特别报告员引述了一系列案件，涉及

被驱逐者受外交保护的权利；非法驱逐的证据；赔偿

因非法驱逐造成的损害；可赔偿的损害形式以及抵偿

等。最近国际法院在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中

再次确认了关于驱逐国非法驱逐行为国际责任的一

整套国际法。

27. 特别报告员对美洲人权法院的研究还揭示

了一种新的损害形式，称为“生活计划被打断造成的

特别损害”，可在关于条款草案 I1的评注中提及这一

损害形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要点并非针对国家在驱

逐外国人的情况下的责任开展新的编纂工作的前奏。

关于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的条款草案 I1以
及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 J1仅仅是为了反映这两

方面妥为确立的法律制度，并非意图对其提出质疑。

28. 条款草案 I1题为“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

责任”，草案原文如下：

“非法驱逐的法律后果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总体责任制度作出规定。”

29. 条款草案 J1题为“外交保护”，草案原文

如下：

“被驱逐外国人的国籍国可以对该外国人行

使外交保护。”

30. 特别报告员在上届会议审议其第六次报告

之后，对第8条草案的案文进行了修订 127，但尚未提

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一直认为，需要用更多的时

间在全会上讨论这一案文。特别报告员希望委员会

能在本届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就这一案文作出决定。

12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6段，

脚注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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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提交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后，特别报

告员现已提交了有关驱逐外国人问题的整套条款草

案。他将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提交有关近期

在国家层面和国际法院工作方面相关进展的第七份

报告 (A/CN.4/642)，仅供参考。新的报告中没有提出

任何新的条款草案建议，但重新安排了现有条款草

案的结构和顺序，将请委员会对该案文发表意见。

悼念委员会前委员 
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续完 *)

32. 主席宣布将于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下午

5时在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生院举行埃斯

卡拉梅亚女士纪念研讨会。

上午11时散会。

第3092次会议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时5分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嗣后：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

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

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638，B节；A/CN.4/642)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128(续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主持会议。

*   续自第3081次会议。
128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六

次报告的第一章至第四章，C节；委员会继续审议转录于第六

次报告增编二的第四章，D节至第八章 [《2010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文件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关于驱逐外国人

的第六份报告，并且提醒他们注意由于缺乏时间而没

有来得及在上一届会议上讨论的一个问题。大家还记

得，特别报告员在2010年曾经提出过经过修订的条

款草案8 ( “与引渡有关的驱逐” )。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129 在脚注1299中转录了这条草案。

经修订的条款草案意在考虑到会上就特别报告员第

六份报告中的初稿提出的评论 130 。由于委员会在上

一届会议上未能讨论经过修订的条款草案，主席请

委员们在本届会议的发言中予以讨论。

2. 丰巴先生表示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关于驱

逐外国人的第六份报告的第二份增编，并且作了口

头介绍。他基本上同意报告的基本论点以及特别报

告员为逐渐发展和编篡国际法之目的从这些论点中

得出的结论。第403段 [第1段 ]131 明确界定了在执行

驱逐决定方面的辩论术语。第404段 [第2段 ]强调了

自愿离境；同时指出了自愿离境的双重优点：更加尊

重人的尊严以及在行政上比较容易管理。关于自愿

离境的适当时限，他不知道欧洲委员会的建议 132(除
非存在有关人员可能潜逃的风险，否则不得超过四

个星期 )是否合适。

3. 从第405段 [第3段 ]中可以清楚看到，强行

驱逐是拒绝自愿离境的必然结果。特别报告员正确地

指出，遣返失败并不总是仅仅因为被驱逐的外国人

拒绝离境。在第406段 (第4段 )中，必须确保在遣返

国并非原籍国的情况下，不得将有关人员遣返对其

生命有实际危害的国家。关于通过空运方式驱逐外国

人的问题，1944年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作出了一

些重要的法律规定。如果正确地和系统地实施这些

规定，即可确保为被遣返人员提供最好的条件。关

于第411段 [第9段 ]中有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旅客”

的定义，人们不妨考虑，从理论和实际的角度来说，

对于被驱逐者的这种提法是否合适。在第412段 [第
10段 ]中提到的关于一些外国人遭到虐待的情况表明

12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6段。
130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3/625

和Add.1-2号文件，第72段；也转录于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

分 )，第138段，脚注1286。
131 方括号中的数字是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

编 (A/CN.4/625/Add.2)油印件中使用过的编号，可查阅委员会

网站。章节、段落和脚注在出版《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时进行了重新编号。

132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为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关于成

员国遣返非法拘留的第三国居民的通用标准和程序的指令所提

交的提案。COM(2005) 391 final号文件，2005年9月1日，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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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实际上可能发生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关于第

413段 [第11段 ]，他说为驱逐领域制定一些良好行为

准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困难在于这些准则如何切

实实施并如何建立一种合适有效的监测和制裁机制。

关于第416段 [第14段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即使以逐步发展的名义，也没有必要拟定关于在遣返

进程中运输阶段保护人权的具体条款草案，因为第8
和9条草案已经包括保护人权的一般性的义务。

4. 他在谈到条款草案本身时指出，第D1条草案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是涉及被驱

逐的外国人返回接收国的条件的一般性条款草案。这

项条款草案是有针对性的；总的来说，其基本思路是正

确的。该条的第1款阐述了有关原则，并且建议鼓励自

愿遵守驱逐规定，这看来是合理的和有效的。第2款规

定了例外情况，也即强制执行，并且规定了驱逐国在

执行驱逐决定的结果和方法方面的义务：确保以正常

的和有序的方式将被驱逐的外国人送到接收国。为此

目的，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则，特别是有关空运的规

则，采取必要措施。他同意在第417段[第15段]中提

出的观点：第1和第2款已经得到编纂，因两者都特别

源自于一般性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法。至于第3款，特别

报告员认为，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国际法逐步发展的

范围；在这一方面提出的论据是有针对性的和有说服力

的。关于报告第457段[第55段]，他说，有人提议制

定关于补救办法的中止效力的条款草案。他同特别报

告员一样，认为这种提议是没有道理的。关于第461段
[第59段]，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就针对驱逐决定的补

救办法治定具体的规则，即使是作为逐步发展的一部

分。而且他同意第490段[第88段]中提出的结论，即“安
全国家” 的概念不能作为一条一般性规则草案。

5. 关于第E1条草案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

国 )的思路是正确的。第1款是符合逻辑的，根据国

际法规定了一项严格的义务原则。第2款规定了备选

解决办法，同时也考虑到了被驱逐人员的愿望。第3
款为原籍国明确规定了严格的和绝对的义务。关于第

519段 [第117段 ]，他也认为，虽然拟定一项关于非

法入境的外国人过境程序的法律框架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已经超出了讨论范围。

6. 可以支持第F1条草案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因为这项条款是基于比照

方法。他赞同关于第G1条草案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

的外国人的财产 )的思路。该条款草案的第2款是平

衡的，因为它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和归还财产，同

时承认外国人有权自由有效地处理其财产。至于在

方括号中的短语 ( “尽可能” )，它指的是在一些情况

下无法落实外国人的权利。审查这方面的实践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有效的。

7. 关于第H1条草案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他

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这项规定可以作为逐步发展的一

部分。他赞同报告第562段 [第160段 ]的全部解释和

思路。条款草案的第一部分阐明了原则并且提供了主

要原因。然而，他不知道是否可能更加确切地界定“不
当理由”，例如：“由于事实或者法律方面的错误而引

起的不当理由”。这是起草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得到

解决。在国际法院2007年5月24日关于艾哈迈杜 ·萨
迪奥 · 迪亚洛案的判决中，曾经提到在有关行动的法

律定性方面 (到底是定为“拒绝入境” 还是定为“驱逐

出境” )或存一项法律失误 (见报告第575段 [第173
段 ])。条款草案第二部分规定了例外情况；这是目前

唯一真正有效的例外情况。关于报告第596段 [第194
段 ]和第597段 [第195段 ]，在由于生活计划被扰乱

而遭到特别损失的问题上，他说处理赔偿权的新方

法虽然很有趣，但却存在问题，因此应当予以谨慎 
审议。

8. 正如第608段 [第206段 ]所指出，第 I1条草

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以及第 J1条草案

(外交保护 )只是不需要特别评论的参考条款。对于

在第 I1条草案的方括号中的词语 ( “非法 (illegal)” )，
他并没有原则立场，但或许可以予以保留，以便同

责任法中的常用词语保持一致。他最后说，他赞成

将所有拟议中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9. 麦克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关于驱逐

外国人的第六份报告的第二份增编。同特别报告员

以前的报告一样，这份增编是深入研究和详细分析

国家做法的结果。特别报告员经过深思熟虑谨慎地

处理了有关问题，一些与会者就此发表了若干意见。

从委员会多年来的讨论情况、各国政府的评论以及

起草委员会在斟酌措辞方面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可以

看出，这个问题是相当棘手的。毫无疑问，驱逐是

一个重要当代问题，但是不太清楚的是委员会是否

能够取得为各国政府所广泛接受的成果。此外，当

年国际法学会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在研究理想的驱逐

方法时的情况与目前的情况已有很大差别。不同的

运输手段、人员的全球性迁徙、冲突造成的大规模

流离失所、寻找经济机会以及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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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抬头都改变了驱逐问题的性质，并且使得解决这

个问题更具紧迫性。

10. 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曾经试图确定习惯国

际法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是否有过规定，而上述的情

况演变总是带来困难。因此，提出了一个问题：100
年前曾被人们接受的规定目前是否仍然适用。要回

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确定应该依赖哪些因素才

能断定有关做法、案例以及学术研究已经充分结合，

足以提出一条条款草案。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开展

有关工作的最终形式的问题。委员会是否应该建议

各国将条款草案作为多边条约的谈判基础？条款草

案是否更像是关于各国最佳做法的准则？这些并不

是紧迫问题，但是它们对于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委员

会心目中的适当条款草案产生了影响。 

11. 他在上次会议期间阅读第二份增编和倾听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时，考虑到了这些问题。特别报

告员拟议的条款草案在一个困难的领域中为各国提

供了有用的标准和指导，但是他个人并不知道有关

标准的地位；不清楚这是否属于编篡习惯国际法；也

不明白这实际上是否涉及希望逐步发展国际法。这

个问题尤其出现在对第D1条草案 (向目的地国遣返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的处理之中。特别报告员曾

经就此表示：第1款和第2款反映了目前的编篡情况；

而第3款是逐步发展国际法的一部分；但是情况并非

如特别报告员所说的那样清楚，因为看来整个条款草

案实际上是基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空运协会 )工作

组所建议的最佳做法以及欧洲联盟的区域做法。这

并不意味着条款草案是不必要的。他只是希望提请

注意在明确区分习惯国际法、容易编篡的内容以及

逐步发展国际法方面的困难。

12. 这种困难由于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而更显

突出。特别报告员分析了国内法律和做法之后，在

其报告第451段 [第49段 ]中得出结论说，个人针对

驱逐命令提出上诉是国际法明确规定的；目前这种做

法已经有了习惯法的效力。然而，特别报告员在得

出这项结论之后，并没有继续前进；没有提出条款草

案，规定各国必须或者应该给予有关个人上诉的机

会，因为对于各国现有的补救办法的审查表明，在

这一方面没有统一的做法。因此，特别报告员怀疑关

于就这个问题提出条款草案的建议是否合理 (报告第

457段 [第55段 ])。他在第461段 [第59段 ]中进一步

指出，十分明显，为一项驱逐决定制定补救规则在国

际法中尚无依据的；即使作为逐步发展的一部分，也

是如此。

13. 这项结论的影响就是：将面临驱逐者的上

诉问题转到国内法律和实践领域，但是必须履行相

关的人权义务。委员会实际上是在表明：它在这一方

面没有为各国提供任何指导。如果国际人权判例承

认这项起诉权，那么当然有充分理由在具体的条款草

案中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使没有法律依据确认某种补

救办法，也许也应该在条文中增加一款，以确认上

诉的权利，并且表示各国应该提供适当的补救办法。

可在评注中解释这项规定的尝试并且审查各国之间

做法的差异。

14. 他无意批评特别报告员，只是提请注意在

一个领域中所出现的困难。在这个领域中，国家实

践往往是不统一的；关于做法和最佳实践的建议也不

一定能够产生统一的行为。然而，如果委员会搁置

或者不理会一些议题，条款草案可能会显得很松散。

因此，他想要知道将关于上诉权利的条文排除在外

是否真正合适。毕竟，如果允许提出上诉的做法为

各国广泛接受，以至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这种做

法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那么委员会至

少应该纳入一项条款草案，承认上诉的权利。

15. 第E1条草案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主
要提出的是起草问题。之所以需要提到这些问题，是

因为它们可能会对实质内容产生影响。条款草案包

括了两点主要想法：第一，国籍国是外国人可被驱逐

至的国家 (虽然第1款中的规定 ( “须被驱逐” )似乎

与后面几款不一致 )；第二，只能将有关人员遣返到

不会对其施以酷刑的接收国。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

他不明白为何第2款中列有一份其他目的地国 (居住

国、签发护照国以及启程国 )清单，除非是为了表明，

有关国家在考虑驱逐问题时可能想到的其他目的地

国。为条款草案之目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当然是接

收国的同意以及有关人员不会遭到酷刑或者其他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这仅仅是重申条款草案以

前所规定的一般性原则：必须尊重遭到驱逐人员的人

权。虽然为各国提供指导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无论如

何，必须消除第1款的命令性质。说到底，一个驱逐

国为何不能将有关人员遣返一个不属于那些类型的、

不会对其施以酷刑的而且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呢？

他认为，尽管需要重新考虑这项规定，这些问题可

在起草委员会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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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他同意重新起草第F1条草案 (在过境国保

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关于第H1条草案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他不确定目前条款草案的措辞

是否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领域中的所有情况。毫无疑

问，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被错误驱逐的个人应该有

权返回。但是，如果此人当初就是非法入境者，又

该如何？此人是否有权重新入境？如果有权重新入

境，是否因为驱逐的非法性质？法国和德国就驱逐令

撤销之后有关人员的权利问题作出了有条件的答复。

允许这些人员申请入境签证的马来西亚的说法似乎

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

17. 总之，第H1条草案需要澄清被非法驱逐者

“有权返回” 的确切含义。非法驱逐可能是涉及驱逐

国家责任的国际不法行为，但是不清楚的是：这种行

为是否自动产生返回该国的权利。至于第 I1条草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的情况下的责任 )，他也认为，这

一条款将问题转移到了有关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的条款草案 133，而不是试图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任

何具体的结论。另一方面，第 J1条草案 (外交保护 )
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其所述内容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暗示在原籍国是否可以代表被非法驱逐者行使

外交保护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也许可在对于第 I1
条草案的评注中阐明这一点。 

18. 关于第8条草案 (与引渡有关的驱逐 134)，他

对删除“变相驱逐” 的说法表示欢迎，因为这种说法

不能清楚说明下列想法，即一国不应绕过引渡程序，

将有关人员直接驱逐至请求国，或在驱逐国与请求

国间没有引渡条约时，将相关人员驱逐至有可能将

其引渡至请求国的国家。

19. 最后，他说他主张将在第二份增编中拟议

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0.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提到麦克雷先

生的发言时说，他只是想说，无法编篡的是针对驱

逐决定提起上诉的中止效用，而不是上诉的权利。

21. 坎迪奥蒂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处理执行

驱逐决定的规则及其相关程序时，已经注意到区分明

显不会存在很大困难的自愿执行和较之远为复杂的

133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134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6段。

强制执行，因为后者会引起一些问题。特别报告员

已经在其第六次报告的最后几个章节 (第四章D节至

第八章 [第二份增编的第三至第七章 ])中阐述了这个

问题，规定驱逐必须采取的模式和必须满足的条件，

同时适当注意到所有相关的利益和原则。

22. 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介绍了目

前强制执行驱逐决定的模式以及为了在有序执行有

关措施的同时关注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身心健全而必

须遵守的原则和规定。他提请注意在驱逐之前的阶

段，特别是实际执行阶段可能与驱逐程序联系在一

起的遭受暴力和虐待的风险。

23. 因此，委员会应该批准第D1条草案 (向目

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特别报告员在

第416段 [第14段 ] 中提出的这项条款草案注意到了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空运协会 )的最新建议和准则。

24. 条款案文强调指出，应当鼓励自愿执行驱

逐决定；如果不可能自愿执行，驱逐国有义务采取必

要措施，以便尽可能确保将被驱逐的外国人有序地

送到接收国。

25. 特别报告员详细讨论的第二点是遭到驱逐

的外国人就驱逐决定提起上诉的权利。特别报告员

强调指出，外国人享有以下基本权利，即要求根据

国内法律由独立的主管机构审查驱逐措施的合法性，

这一点是由一般国际法和国内法律所长期承认的，并

体现在尤其是二战后的国际保护人权条约和机制中。

26. 必须根据每宗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合理时间

内作出关于上诉的决定。正如特别报告员在第456段
[第54段 ]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上诉对驱逐措施

产生中止效应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上诉的有效性，从

而避免被确认为非法驱逐的灾难性后果。

27. 然而，特别报告员在第457段 [第55段 ]中
表示，他怀疑是否应当拟定关于补救办法中止效应

的一般性规则，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打破国家以治

安或者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驱逐的权利以及有关外国

人要求尊重其人权权利之间的平衡。他个人认为这

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也许应当制定一项可以调

解涉及驱逐问题的各种原则和利益的一般性规则。

28. 特别报告员审议的第三点涉及驱逐国、过

境国以及接收国之间为有序执行驱逐措施而必须进

行的合作。他大体上同意在第462段 [第60段 ]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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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段 [第118段 ]、以及第E1条草案 (被驱逐外国人

的目的地国 )和第F1条草案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

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详尽陈述。

29. 在其后的章节里，特别报告员讨论了驱逐

的法律后果，特别分析了关于保护被驱逐者的财产

和其他金钱利益的问题。第G1条草案 (保护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 )禁止为没收财产之目的而进

行驱逐，并且阐明驱逐国有义务遵守基本法律规定，

尊重面临驱逐的外国人关于处理其财产或者接受赔

偿的权利。同样，第H1条草案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
也规定：在驱逐决定因为实质性的理由而被撤消之

后，被非法驱逐者有权返回驱逐国。特别报告员正

确地提到了为各项法律文件、国际文书以及保护人

权机构的决定所确认的有关原则和准则。

30. 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的最

后一章中讨论了非法驱逐的另外一项同样严重的法

律后果：有关国家因为在驱逐外国人的问题上没有履

行其国际义务而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委员会在其

2001年的条款草案中编篡和逐步发展的关于国家为

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原则和规则完全适用于这

种情况。国际判例法为奠定国家总体责任制度的基

础作出了贡献；特别报告员合理引用了其中的某些内

容。作为实施这项制度的必然结果，特别报告员随

后审查了关于将外交保护作为落实国家责任的一种

手段的问题，正如国际法院于2010年11月30日就艾

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所作判决所显示的那样，

也审查了因非法驱逐所致损失的赔偿形式问题，报

告第584段 [第182段 ]至第608段 [第206段 ]讨论了

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许多先例。第 I1条草案 (国家在

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以及第 J1条草案 (外交保护 )
恰当地提到了关于所述分析中提到的责任和外交保

护问题的一般性规则。也许应当增加一项条款草案，

规定非法驱逐的受害者有权诉诸于人权文书所规定

的保护机制和补救办法。

31. 可以将第D1至 J1条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

会最后敲定，同时考虑到在辩论期间所提出的各种

意见。 

32. 尼豪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次报

告第二份增编的最后几个章节中所介绍的第D1至 J1
条条款草案清晰和有条理地概括了他的论点。

33. 第D1条草案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

象的外国人 )造成了一些问题。第1款规定：“驱逐国

须鼓励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自愿遵守驱逐决定”，
但是没有说明应该如何鼓励。这样很可能会造成不适

当的压力，从而损害有关外国人的权利。为解决这

一疏漏，可以规定有关人员可以自愿同意接受驱逐。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面临驱逐的外国人自

愿离境既更加尊重人的尊严，而且在行政上也比较

容易管理。

34. 在第D1条草案第2款中，“尽可能” 的措辞

给人以不可接受的印象，也即：如果不可能“按照国

际法规则 [……]妥善地” 遣返，则仍然必须采取必要

的措施以确保驱逐决定得到执行。他还建议，为了

清楚表达，有关空运的规定应予删除，因为特别报

告员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解释并不排除其他运输手段。

35. 这一条款草案的第3款中关于必须以适当

方式通知被驱逐的外国人为离境做好准备的规定是

可以接受的。无疑，这种通知不仅必须考虑到有关

外国人的权利，而且必须考虑到执行驱逐措施所必

需的安全条件。因此，如果存在有关外国人可能潜

逃的风险，最好不要考虑缩短这个期限。

36. 关于第E1条草案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

国 )，从原则上来说，将有关外国人遣返至原籍国是

合理的。当然，必须确保他们在回国以后不会遭到酷

刑或者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因此，这条草

案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因为它考虑到了在发生问

题或者拒绝接收的情况下的其他可能性，也即：将有

关人员遣返居住国、签发护照国、登机或者登船的

国家或者任何其他愿意接收这些人员的国家。然而，

应该为以下不经常但却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规定：除

了原籍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接收这些人

员，而在原籍国中又存在人权受到侵犯的危险。 

37. 第F1条草案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对象

的外国人的人权 )是完全合理的。

38. 关于驱逐的法律后果问题的第三部分涉及

被驱逐外国人的权利以及驱逐国应该对非法驱逐承

担的责任。这一部分是特别有趣的。关于被驱逐的外

国人的权利，特别报告员将第G1条草案规定的重点

放在保护有关外国人的财产之上，这一点做得很好。 

39. 不幸的是，历史表明某些驱逐行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没收被驱逐者的财产，国家通过迫害在其领

土上的外国人而掠夺财富。有时这些国家甚至扩大

“外国人” 的定义，使之包括属于某个宗教或者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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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的本国国民。特别报告员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提

到了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驱逐巴登和普鲁士的外

籍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实例，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和之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没收德国人财产的

情况。他在上次会议上叙述了战争期间在拉丁美洲，

特别是中美洲，发生的关于没收德国人财产的滥权

情况。在国际判例法中，诺特博姆案是最为出名的，

因为此案曾经提交国际法院，但是在许多其他案件

中，受害者拥有没收财产国的国籍。在这些案件中，

有关国家为了谋取利益，以一种完全蛮横的方式—

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公布行政法规—剥夺

了德国人后裔的国籍。这些行政法规还宣布有关人

员是“战争敌人”，换言之，“德国人”，从而实施匆忙

通过的剥夺 (也即没收 )法律，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

40. 因此，可以看出，为了替针对本国国民的

不法行为作辩解，“外国人” 的定义是可以随意更改

的，实质上是为了掠夺他们的财产。因此，他建议

在第G1条第1款中加入“或被非法定为外国人的本国

国民” 的措辞。修改后的第1款案文如下：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或被非

法定为外国人的本国国民。”

41. 他赞同第H1条草案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
第 I1条草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以及第J1
条草案 (外交保护 )，认为这些条款是清楚和简要的。

42. 麦克雷先生说，考虑到上诉的中止效应，

从制定适当补救办法的角度来说，也应该讨论只在程

序性保障措施的框架内处理的质疑驱逐的权利。就

针对驱逐决定提出上诉的权利以及获得适当补偿的

权利分别作出规定可能是有益的。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43. 诺尔特先生说，目前，“条约随时间演变”

问题研究组由以下成员组成：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

里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
尔南德斯女士、加亚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

女士、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

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以及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卡姆托先生 (主席 )开始主持会议。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 
联合国法律顾问的发言

44. 主席欢迎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

法律顾问奥布赖恩女士并且请她发言。 

45. 奥布赖恩女士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

合国法律顾问 )说，她注意到2011年是目前五年期的

最后一年。 这种情况提出了一项挑战，即必须在目

前工作方案中完成几项议题，同时为进一步考虑今

后的工作提供机会，为下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46. 她首先提到了关于第六委员会工作的一些

问题。她说，同过去一样，第六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

以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依照传统，这些

讨论是第六委员会审议工作的重点。第六委员会一

如既往地赞赏国际法委员会为逐步发展和编篡国际

法作出的贡献。它特别建议，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开

展其目前方案中的工作，同时考虑到各国政府在第

六委员会的辩论中发表的书面或者口头的评论和意

见。她深信，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曾经研究过大

会2010年12月6日的第65/26号决议，其中各项规定

为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提供了指导。

47. 第六委员会还收到了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先

前工作的三个事项的报告：国家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外交保护以及审议预防危险活动导致跨界损

害和分摊损失 135。在所有这三个事项中，第六委员会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其最

终形式上。同过去几年一样，没有就这些事项采取

最终的决定性行动。因此，在时隔三年之后，将在

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上重新审议这些问题。

48. 关于题为“国家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的事项，大会在其2010年12月6日的第65/19号决议

中决定进一步审查这个事项，以便在第六委员会工作

组的框架内，根据国际法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的条

135 大会2010年12月6日第65/28号决议。委员会通过的

原则草案文本转载于《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69页，第66段。* 续自第309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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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 136 就制定一项关于国家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的公约或者采取其他适当行动的问题作出决定。

49. 关于题为“外交保护” 的事项，大会在其

2010年12月6日的第65/27号决议中决定在第六委员

会工作组的框架内，根据委员会于2006年通过的有

关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 137，审查关于制定一项有关外

交保护的公约或者采取任何其他适当行动的问题，并

且找出关于条文的意见分歧。

50. 关于题为“审议预防危险活动导致跨界损害

和分摊损失” 的事项，大会在其2010年12月6日的第

65/28号决议中请各国政府就任何今后行动，特别是

就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导致跨

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138 的形式以及委员会于2006年通

过的关于分摊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致有关损失的原

则草案 139 进一步发表评论，同时牢记国际法委员会

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建议。这些评论在以下两个方

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拟定一项基于条款草案的公

约；第二，在实施条款和原则方面的任何做法。也已

经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各国际法院、法庭以及其

他机构有关上述条文和原则的决定的资料汇编，从

而可以继续执行在国家责任方面的惯例。 

51. 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第六委员会

将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曾经讨论过的两个事项：“国家

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 140 和“跨界含水层法” 141。在

这两个事项中，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关于分

别于1999年和2008年完成的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的

问题仍然应该是讨论的关键所在。 

52. 她想特别提出第六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一

些事项。第一，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适用范围的问

题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结果这个事项被纳入

了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议程 142。2010年，第六委员

136 见上文脚注133。
137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

49段。
138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6页，

第97段。
139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9页，第

66段。
140 《199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页，第

47段。
14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第

53段。
142 大会2009年12月18日第64/177号决议，第3段。

会收到了秘书长根据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和评论所

编写的一份报告 143。最近，大会在其2010年12月6日
第65/33号决议中请各会员国在2011年4月30日之前

提交关于普遍管辖权适用范围的信息和意见，其中

包括关于适用的相关国际条约、其国内法律规则和

司法惯例的信息。大会还请一些相关的观察员提供信

息。据估计，在不影响其他联合国论坛对于有关议

题和相关问题的审议的情况下，第六委员会将在大

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事项。为此目的，

将在第六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便深入讨论

普遍管辖权的适用和范围。已经请秘书处为工作组

准备一份有可能与普遍管辖权原则相关的关于国际

条约和国际法庭裁决的资料汇编。 

53. 第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仍然是

第六委员会的一个关键事项，因为国际社会正在继续

共同努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各国代表团仍然忙于

讨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打击国际恐

怖主义国际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的排除性因素问题。

从2001年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在讨论之中。2010年
与2011年4月，各会员国分别在第六委员会工作组和

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 144的范围内，进一步审议了

综合性公约草案协调员于2007年提出的一项一揽子

计划的内容 145。各国代表团在前进方向上仍然存在意

见分歧；今年秋天将在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范围内再

次作出努力。

54. 第三，关于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

责任问题，人们还记得，大会于2009年曾经为报告

之目的，将这一事项纳入其第六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同时决定将继续审议这一专题的实质内容，其中

包括就这一事项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未决

问题。因此，第六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只进行了一次

一般性辩论。大会2010年12月6日第65/20号决议对

之前的决议进行了更新，并且保留了根据2007年12
月6日第62/63号决议所设立的报告机制。不言而喻，

关于性别暴力、性剥削以及性虐待等更为普遍的问

题，特别是发生在冲突地区的这些问题，仍然引起

联合国的严重关注。

143 A/65/181号文件。
14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7号》

(A/66/37)，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51/210号决议所设特设委

员会的报告，第十五届会议 (2011年4月11日至15日 )。
145 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 (A/62/37)，第十一届会议 (2007

年2月5日、6日和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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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第四，关于联合国司法体系的管理，她说，

设立于2009年7月1日的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

诉法庭已经进入了运行的第二年。迄今为止，争议法

庭已经作出了360多项判决；上诉法庭作出了100多
项判决。联合国上诉法庭的判决处理了关于司法复核

的作用、关于歧视指控的举证责任、定期合同是否

有延期的可能、采用匿名证人证词以及给予赔偿的

规定等基本问题。上诉法庭的许多判决肯定了前联

合国行政法庭的判例，但是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新

情况，将对联合国在行政和管理事务上的政策发展

以及法律事务厅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咨询作用产生

重大影响。据估计，大会将在2011年即将举行的会

议上对这一新的司法体系的运作进行评估，因为大

会在2010年曾经表示，当时进行评估为期过早。大

会还在2010年决定，将于2011年秋天在第六委员会

工作组的范围内继续审议一些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

其中包括为非工作人员提供有效救济的办法以及为

争议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法官制定行为守则的问题 146。

56. 在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总结时，她说，国

家和国际两级的法治问题仍然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

议题，其中全系统的法治活动的整体协调与统一是目

前的一项挑战。第六委员会中的辩论主题集中于“会
员国在实施国际法方面的法律和做法”。大会在2010
年12月6日第65/32号决议中再次重申联合国在鼓励

逐步发展和编篡国际法方面的作用；并且再次邀请国

际法委员会继续在其年度报告中评论目前它在推动

法治方面的作用。在2011年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期

间，第六委员会将继续审议这一事项，就题为“法治

以及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过渡时期司法” 的主题

开展讨论。第六委员会也将最后敲定将于2012年大

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的法治问题高级别会议

的模式。 

57. 在谈到法律事务厅在过去12个月中的工

作时，她回顾说，法律事务厅最近就国际法委员会

一读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条款草案 (A/
CN.4/637和Add.1)147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意见和看

法。最近它也忙于为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联科行动 )
的作用问题以及处理有关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提供咨询。委员们无疑知道，

在过渡时期的司法机制方面，特别是在卢旺达问题

146 2010年12月6日第65/513号决定，《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9号》(A/65/49)，第二卷，第33页。
14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至第

25页，第50至第51段。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以及南斯拉夫问题 (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 )的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148方面，

有了一些重要发展。

58.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条款草案，她希

望今年2月转交国际法委员会的评论和意见有助于委

员会审议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

是法律事务厅工作中的一个大项目。为了准备对于

条款草案的评论，法律事务厅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

务：根据条款草案所规定的原则以及评论中的解释审

查60年来联合国的惯例。正如评论所表示，法律事

务厅深入审查了联合国的惯例，以便确定条款草案

是否符合目前的惯例以及在不存在这种惯例的情况

下条款草案的适当性。研究表明，在国际责任领域

中的“惯例” 的适用范围和具体内容都是十分有限的；

而且大部分涉及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第三方要求。

59. 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她说，在发生卢旺

达和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安全理事会

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任务更为庞大和复杂的维持和平

特派团；并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授权

这些特派团使用超出自卫的武力，其中包括保护随

时可能遭受暴力威胁的平民。

60. 在这一方面，联科行动近来十分引人注目；

在过去六个月中提出了一些紧迫的法律问题。委员

们可能知道，联科行动的民事和军事机构都接受了

广泛和复杂的任务。在2010年11月第二轮总统选举

之后，三个法律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特别注意：第

一个问题涉及联科行动的认证任务；第二个问题涉及

科特迪瓦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第三个问题涉及联科

行动在卸任总统与侯任总统支持者之间爆发的武装

冲突中的角色作用。 

61. 联科行动的任务是要确保科特迪瓦根据国

际标准举行选举；确保选举的所有阶段 (包括宣布选

举结果 )都是公开、自由、公平和透明的。其认证任

务的法律依据来自2005年4月6日的《关于科特迪瓦

和平进程比勒陀利亚协定》149(《比勒陀利亚协定一》)
以及2005年6月29日《关于执行关于科特迪瓦和平进

程比勒陀利亚协定的声明》150(《比勒陀利亚协定二》)，
其中请求联合国参与和支持科特迪瓦的选举。这些

148 2010年12月22日安理会第1966 (2010)号决议。
149 2005年4月5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 (S/2005/270)，附件一。
150 可查阅网站www.peacemaker.un.org。



96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文书以及其中所规定的联合国作用已经获得了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 )、非洲联盟以及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有关机构的批准。秘书长特别代表在

其2010年12月3日的发言中确认了独立选举委员会

于2010年12月2日宣布的第二轮选举结果。经过独

立选举委员会公布和秘书长特别代表认证的选举结

果已经为国际社会 (其中包括西非经共体，非洲联盟

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所广泛接受 151。

62. 由于前总统巴博拒绝在瓦塔拉总统当选之

后下台，科特迪瓦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变得越

来越有争议。根据联合国的一贯政策和做法，秘书

长已于2010年12月底将这一事项提交大会全权证书

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审议中注意到了非洲联盟关

于承认经过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和联科行动认证的

选举结果以及承认瓦塔拉先生为科特迪瓦侯任总统

的决定 152。因此，全权证书委员会一致决定接受科特

迪瓦侯任总统的政府代表的证书。在其2010年12月
23日的第65/237号决议中，大会最终批准了全权证

书委员会的报告，其中包括接受侯任总统政府所签

发证书的决定。

63. 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

规定行事，在前后三个决议 153中授权联科行动使用一

切必要的手段执行其任务，其中包括根据其自身能力

在部署地区内保护平民。联科行动的任务还包括：与

科特迪瓦当局协调，协助有关部门为政府以及其他政

治人物提供安全保护。在武装冲突最为严重的阶段，

联科行动在获得法律事务厅的确认其在授权范围内

行事并且遵守其行为守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原

则的情况下，增加诉诸主动和致命武力，以确保保

护平民安全，特别是防止对方使用重型武器杀害平

民。一些会员国还请求联科行动协助其国民撤离这

个国家。虽然联科行动并无此义务，但在不影响必

须优先撤出联合国以及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前提

下，在自愿和例外的基础上，联科行动根据自身能

力和资源同意了这些会员国的请求。在冲突爆发之

后，科特迪瓦政府还要求联科行动为瓦塔拉总统提供

安全保护。在主要冲突结束以及科特迪瓦政府抓获

前总统巴博并将其拘留之后，根据瓦塔拉总统的请

151 见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第二十七次进度

报告 (S/2011/211)。
152 A/65/583/Rev.1，第7段。
153 安理会2010年12月20日第1962 (2010)号决议，2011

年1月19日第1967 (2011)号决议以及2011年3月30日第1975 
(2011)号决议。

求，联科行动目前正为前总统及其家人以及前政府

成员提供安全保护。最后，联科行动还收到了庇护

巴博总统武装力量的投诚士兵的要求。根据法律事

务厅以及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同时考虑到联科行动

驻地的不可侵犯性、联科行动特派团的最高利益 (包
括充分使用其能力和资源 )、确保联合国工作人员以

及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的必要性以及

优先保护人身随时可能遭受暴力威胁的平民的规定，

已经将投诚的士兵解除武装并且驻扎在联合国驻地 
之外。

64. 同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情况也引起

了一些有趣的法律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在通过2011
年3月17日安全理事会第1973 (2011)号决议前后因

人道主义目的进入利比亚领土的问题、安全理事会

根据关于“保护责任” 的原则 (特别是何种措施可被认

为是保护平民“所必需的” )采取的行动以及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65. 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1973 (2011)号决议前

后，有人向法律事务厅提出了关于人道主义准入的

问题。在通过这项决议之前，法律事务厅曾经审议

了关于同意为人道主义目的准入的问题；特别是在未

经授权的情况下，应当取得何方 (国家还是叛乱份子 )
同意，才能以人道主义目的进入利比亚的问题。然而，

在通过决议之后，安全理事会决心确保人道主义援

助迅速和无障碍地通过；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

护平民” (第4段 )并规定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不受禁飞

令的限制 (第7段 )。因此，法律事务厅认为，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人道主义行动已经获得授

权，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土上开展这些活动不

再需要利比亚当局的同意。

66. 同时还审议了关于保护责任以及为此目的

采取“必要” 措施的问题。安全理事会2月26日的第

1970 (2011)号决议和3月17日的第1973 (2011)号决

议首次将保护责任的原则付诸全面实施。这两项决

议确认了利比亚当局保护利比亚人民的责任。它们

确认，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大规模和有系统

的攻击属于危害人类罪，违反了关于保护责任的原

则。通过这两项决议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各国为保护

平民不使用武力而采取的许多外交和人道主义措施。

最后，借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决议 154第139段
的措辞：各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

154 2005年9月12日大会第6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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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采取了集体行动。安全理事会关于“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居住区” 的授

权是关于保护责任原则的最终成果。至于何种措施

可被认为是保护平民“所必需的” 的问题，安全理事

会第1973 (2011)号决议“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保护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

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同时不在

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
给予各会员国的授权范围是广泛的：它包括外国占领

以外的任何和全部措施。这项授权独立于第6段中有

关设立禁飞区的授权并对其形成补充。然而，各会

员国必须根据利比亚及其平民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于

平民人身安全威胁的性质，确定为保护平民而可能

必须采取的措施。

6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证

书也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利比亚外交部长在其

2011年2月27日的信函中通知秘书长：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副代表“已经无权在联合国

及其任何附属机构中代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该

外交部长还就其他15名利比亚外交官发出了内容相

似的信函。由于该外交部长仍然是经认可的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同时由于联合国政府

间机构未提出任何建议，法律事务厅建议秘书处根据

该外交部长的信函行事。由于这些外交官已被召回，

根据大会的议事规则，他们不能再代表利比亚执行

任何公务，例如在大会中代表利比亚发言或者行使投

票权。他们的外交通行证已经换成秘书长酌情签发

的“参观者通行证”。他们可以凭借这种通行证进入

联合国的办公大楼，但是不能代表利比亚政府执行公

务。后来，法律事务厅收到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

会” 的几封来函，要求恢复已被召回的外交官的职务。

这些来函已被转交全权证书委员会。如果没有一政

府间机构的建议，秘书处无法就这些来函采取行动，

因为它们并非来自经认可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

代表。如果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要求任命新的常驻代

表，那么在其执行公务之前，该代表应当亲自向在

纽约的秘书长提交证书，同时取得必要的签证身份。

68. 关于过渡时期司法机制发展方面的情况，

法律事务厅长期以来参与了一些国际过渡时期司法

机制的设立和日常运作。众所周知，1990年代和21
世纪初是国际刑事司法史上的重要阶段。当时，设

立了一些新的国际刑事法庭，以便确保追究犯下种

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责任。特设的若

干国际刑事法庭在完成其任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正在了结其工作，准备关闭。然而，在关闭之后，

它们的某些职能必须继续存在。这些职能包括保护

证人、执行判决、管理档案、判决复查以及对蔑视

法庭的复审。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职能应由小型和

有效的国际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执行。今后几年也将

是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将争取

在国际刑事司法的框架内设立若干前所未有的机构，

而法律事务厅将有幸主持这项有趣的工作。

69. 经过四年的谈判，安全理事会于2010年12
月22日通过了第1966 (2010)号决议，[为卢旺达和南

斯拉夫 ]设立了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目

前，法律事务厅正在主持这项决议的实施，以便这一

机制可于2012年7月1日开始运行。重要的是，该机

制将继续行使这两个法庭对于逃犯的审判权。作为

安全理事会设立的新架构，余留事项处理机制是安

全理事会的一个新的附属机构，而不是两个法庭的合

并，但是它将继续行使其两个法庭的审判权。余留机

制将在海牙和阿鲁沙设立分部，但将只有一名主席、

一名检察官和一名书记官。

70. 联合国与塞拉利昂政府于2010年7月签署

了一项协议 155，设立了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

庭。随着查尔斯 · 泰勒案上诉案件终结，特别法庭关

闭之后，余留事项法庭将随即开始运作。其职能与 [卢
旺达和南斯拉夫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相

似，但是不大可能进行针对逃犯的审判。唯一仍然

在逃的被告据信已经死亡，特别法庭或者余留事项

特别法庭将会把此案移交本国主管司法机构。余留

事项特别法庭将设在海牙，在塞拉利昂的分办事处

则负责保护证人和其他工作。特别法庭的档案已经

转移至海牙的荷兰国家档案馆。纽伦堡法庭的案卷

也在这所档案馆中保管。

71.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

际法庭正在继续朝着实现其结束战略所规定的目标

而努力。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个法庭将在何时结束所

有的审判和上诉，但是安全理事会在其1966 (2010)
号决议中已经促请它们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所有工作。这就意味着在 [卢旺达和南斯拉夫 ]刑事

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于2012年7月开始运作

之后与刑事法庭结束工作之前有一段很长的重叠期。

155 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建立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

项特别法庭的协定 (2010年7月29日，纽约和2010年8月11
日，弗里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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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制定了若干过渡条款，将决定重叠期间

刑事法庭和余留事项机制各自的管辖权和职能。

72. 目前，在海牙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未决案

件登记簿中只剩下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一案。

目前审理工作已经结束，审判庭正在考虑作出判决。

如果提出上诉，据估计诉讼会于2012年5月左右结

束。这就意味着法庭将成为第一个完成其工作的国

际刑事法庭；其余留事项机制也将首先开始运作。与

此同时，另两个法庭正在继续开展其工作：2011年4
月已将在1995年犯下战争罪 (戈托维纳等人案 )的两

名克罗地亚军事头目定罪；今年5月初已将在1994年
在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前陆军司令定罪 (恩丁迪

利伊马纳等人案 )。虽然这些罪行是多年以前犯下的，

但是同有罪不罚的斗争仍然在继续。

73. 关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法院于2010年
7月完成了第一次审讯，裁定康克由 (又名杜赫 )犯有

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

瓦四公约以及柬埔寨国内法律。杜赫曾是金边S21拘
留中心的书记。该中心档案显示，曾有12,000多人

在此遭到拘禁和处决，但是据信实际数字远大于此。

杜赫被判处35年监禁。

74.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真正巨大的成功之一

在于对柬埔寨社会的影响。超过31,000名柬埔寨人在

特别法庭旁听了对于杜赫的审判，其中许多人从外地

赶来，并在金边过夜。据信，旁听人数超过了任何

其他获得联合国协助的法庭或者国际刑事司法机制。

这种情况强有力地提醒人们，在发生过暴行的国家

中尽可能寻求正义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柬埔寨国

内法院很有可能借此机会增强能力和掌握国际标准，

因为特别法庭根植于柬埔寨的国内法院结构和管辖

权，国际和柬埔寨的法官、检察官以及法院行政人

员共同参与了这项工作。目前，柬埔寨法院正在准

备对于第二宗案件的审理，其中涉及前红色高棉政

府的4名高层领导。法院最近宣布，将于6月27日对

目前在押的4名前政府领导人 (农谢和乔森潘，以及

英萨利和英蒂利 )进行初次审讯。

75. 关于黎巴嫩特别法庭，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说，检察官于2011年1月
17日向初审法官发出了起诉书，其内容目前仍然保

密 156。尽管在黎巴嫩和该地区有很多猜测，但是法律

156 黎巴嫩特别法庭，Second Annual Report (2010-2011)，
第13页。

事务厅并没有任何关于被告或者控罪的信息。特别法

庭根据民法程序运作。预审法官目前正在据此考虑

确认起诉书。法律事务厅没有关于何时确认的确切

信息。特别法庭的授权于2012年2月29日结束。目

前仍然不清楚的是授权可以延期多久，以便特别法

庭结束其工作。

76. 根据秘书长同斯里兰卡总统2009年5月23
日联合声明中的承诺 157，设立了秘书长斯里兰卡问责

制问题专家小组。秘书长在声明中强调指出，必须

追究在斯里兰卡政府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之间的军事行动最后阶段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法的责任。同其他调查委员会不同，专家小组并

不是一个调查或事实认定机构，而是一个咨询机构，

负责就追究责任的模式、适用的国际标准以及比较

问责制程序的经验问题向秘书长提出建议，目的是

处理关于军事行动期间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

法的指控。专家小组在其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报

告中向斯里兰卡政府、秘书长以及联合国提出了若

干建议。专家小组向斯里兰卡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

建议是，它应当就关于双方侵权行为的指控展开真

正的调查 158。

77. 向秘书长和联合国提出了三项主要建议。

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制”，以便：(a) 监测

和评估有关国家政府是否实施了有效的国内问责制；

(b) 对有关侵权行为的指控开展独立调查；以及 (c) 收
集向其提供的有关战争最后阶段问责制问题的信息，

并加以妥善保存以供今后使用；第二条建议是对联合

国系统在斯里兰卡内战和战后期间为执行其人道主

义和保护任务而采取的行动进行全面审查；第三，人

权理事会根据专家小组的报告重新考虑其2009年5
月斯里兰卡问题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159。

78. 然而，关于设立一个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的建议引起了一些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困难。根据联合

国近年来的做法，调查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机构的

授权或应有关国家的请求设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

有关国家的合作是在其领土上顺利开展调查以及实

施有关建议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授权或者有关

157 秘书长斯里兰卡问责制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附件一，

第123页 (可查阅网站：www.un.org/News/dh/infocus/Sri_Lanka/
POE_Report_Full.pdf，2017年1月10日访问 )。

158 同上，建议一，第120页。
159 人权委员会2009年5月27日通过的S-11/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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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府的同意—例如斯里兰卡的情况—在斯

里兰卡设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79. 然后，她谈到了编篡司的活动。编篡司除

了担任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委员会以及第六委员会

中的其他常设和特设委员会的实务秘书处以外，还

负责实施《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

了解援助方案》。从1960年代以来，这个项目一直被

列入大会议程。为了回应对于国际法培训日益增长

的需求，编篡司加强了《援助方案》的面授培训活动。

这种培训方式是国际法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所熟悉的。

这些措施为每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法奖学金计划带

来了更多的奖学金名额，也组织了关于国际法的区

域课程。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已经组织了两场此类区

域课程，其中一场在亚洲，另一场在非洲，目前正在

进行讨论，计划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织一场区

域课程。为了让发展中国家的律师有更多机会参加国

际法培训和研究，编篡司设立的联合国国际法视听

图书馆 160 继续提供新的课程和研究资料。自2008年
10月开办以来，已经可以在191个会员国中获得联合

国视听图书馆的服务。

80.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 (海法司 )继续推动统

一和连贯地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执行协定

以及其他相关的协议和文书，协助大会对海洋事务

和海洋法问题以及其他涉及《公约》执行的情况进行

年度审查。 

81. 特别是，大会在其2010年12月7日的第

65/37号决议中决定：海洋环境状况 (包括社会经济方

面问题 )全球报告和评估经常程序将对大会负责。决

议还决定这一经常程序将属于政府间性质，并且接

受国际法的指导，其中包括《公约》和其他适用的国

际文书 (第202段 )。此外，大会还建立了一个专家小

组，作为经常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专家小组必须

在2014年之前完成第一份关于海洋环境状况的综合

评估报告的准备工作 (第205段 )。关于渔业，于2010
年5月重新召开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

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审查会议，目的是评估

《协定》在确保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方面的成效。审查会议续会还审查了2006
年5月22日至26日在纽约召开的审查会议所通过建

议的实施情况。161续会通过了一些新的建议，其中包

160 见www.un.org/law/avl。
161 A/CONF.210/2006/15号文件。

括继续开展《协定》缔约国之间的非正式协商以及通

过重新召开审查会议继续审查《协定》162。2011年，大

会将进一步审查各国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

行动，并对2006年12月8日和2009年12月4日分别

通过的61/105号和64/72号决议就海底拖网捕捞对于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所做的安排进行进一

步审查。为了准备这次审查，秘书长将于2011年9月
15日和16日组织一次为期两天的讲习班，以讨论这

些决议的实施情况。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继续为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供了秘书处服务，该委员会目前

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在过去8个月中，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收到了孟加拉国、丹麦、马尔代夫以及莫桑比

克发出的4份新报告，从而使得收到报告的总数达到

了55份 163。此外，沿海国家向秘书长提交的初步信息

显示，至少还有43份新报告。

82. 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海区问

题，她回顾说，秘书长行使了涉及交存海图或者关

于直线基线、礁石基线以及领海外部界限、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的地理坐标点清单的职责。自从2010
年4月以来，黎巴嫩和瓦努阿图交存了这些资料。总

共有53个国家交存了关于其海区界限 (包括分界线 )
的信息。秘书长以发布《海洋区通告》的形式对这些

交存情况进行了适当公示。

83. 在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总结时，她说，在

过去一年中，索马里沿海的海盗行为继续威胁到海员

的生命、国际航运的安全以及所在区域的稳定。法律

事务厅一直致力于若干论坛的工作，帮助各国处理在

国际法项下压制海盗行为的一些法律问题。法律事

务厅继续就一系列广泛的法律问题向各国提供信息

和建议的同时，将其过去一年的工作集中在了两个

主要领域，即关于起诉海盗嫌疑犯的可能的国际机

制以及关于打击海盗行为的国家立法。关于国际机

制，法律事务厅根据安全理事会在其2010年4月27
日第1918 (2010)号决议中的要求，于2010年为秘书

长编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供了推动起诉和惩治对

于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负有责任者的可

能备选办法。这份报告确认了七项可能的备选办法，

包括加强联合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给予该区域国家的

援助来起诉和羁押对海盗行为负有责任者以及根据

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设立一个国际法庭 164。

162 A/CONF.210/2010/7号文件，附件。审查会议续会报告，

2010年5月28日，纽约。
163 见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ommission_submissions.htm。
164 S/2010/39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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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在安全理事会于2010年初步审议秘书长的

报告之后，秘书长任命了杰克 · 兰先生 (法国 )担任

他的索马里沿海海盗行为问题特别法律顾问 165。兰先

生在开展了广泛的磋商之后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全

面报告 166，其中包括25项涉及大量法律、政治、社会

以及经济问题的建议。兰先生建议在邦特兰和索马

里兰各设一个海盗问题特别法庭，并且在邻国临时

设立一个索马里境外特别法庭。关于索马里海盗行

为特别法庭应该采用三段制的建议综合了秘书长报

告中所提出的两项备选办法。目前，安全理事会的

成员国正在审议兰先生的建议，索马里沿海海盗行

为问题联络小组也正在予以讨论。为了帮助各国将

海盗行为定为一项罪行，已经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

第一项举措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网站上公布

各国向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以及国际海事组织 (海事

组织 )提供的关于打击海盗行为的国家法律汇编 167。

第二项举措涉及三家联合国实体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

司、国际海事组织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 )就根据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制定的关于打击海盗

行为的国家法律内容编写三份研究报告。这些研究

报告已在国际海事组织2011年4月第九十八届会议

上提交其法律委员会 168。

85. 然后，她谈到了国际贸易法司在维也纳的

一些活动；该司充当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
易法委员会 )的实务秘书处。她说，2010年是贸易法

委员会十分忙碌的一年。它通过了三份反映国际贸易

法最新发展情况的重要文件：《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仲裁规则》，该规则经修订反映了1976年通过以

来仲裁实践的发展情况 169；《知识产权担保权补编》170，

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立法指南》进

行了补充并且处理了向知识产权所有人以及其他权

利持有人提供更多担保贷款的需求；以及《联合国国

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171，该文件经进一步

的修订，会为改善破产企业集团的待遇提供及时指

导。目前，贸易法委员会正在通过其工作组从事关于

165 S/2010/556号文件，第39段。
166 S/2011/30号文件。
167 见www.un.org/depts/los/piracy/piracy_national_legislation.htm。
168 已通过国际海事组织第3180号通告 (http://www.un.org/

depts/los/piracy/circular_letter_3180.pdf)向成员国告知了这三家

机构编写的报告，附件一至三，LEG/98/8/1-3号文件。
169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

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7号》(A/65/17)，附件一。
170 同上，附件二。
171 同上，第五章，B节。

若干新议题的工作，其中包括：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

东道国争端仲裁的透明度、在线争端解决以及动产担

保权的登记。据估计，贸易法委员会将在于2011年
6月27日至7月8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会议

上审议和最后敲定《1994年采购示范法》172的修订本，

以便反映这项法律的实施经验以及一些新的做法，特

别是那些使用电子通信技术进行采购的经验和做法。

贸易法委员会还将审议在电子商务和小额贷款领域

的未来可能工作以及它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推动

法治的作用。该司继续开展工作以推进贸易法委员

会的文件，确保文件的统一解释、实施及有效执行。

为此目的，该司出版了判例法摘要，并启动了贸易

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 ( “法规判例法” )173，后者是

一个用于收集和传播与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相关的法

院裁决和仲裁裁决信息系统 174。它还参与了各项技术

援助活动，并与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密切协调。

86. 条约科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代表秘书长执行

了保存职能，同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的授

权执行了登记和公布职能。秘书长是550多项条约的

保存人。2010年收到了交存的5项新的多边条约以

及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两项修正案。175 
2011年，将在9月20日至22日以及9月26日和27日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年度条约

活动。

87. 条约科还就条约法及其实践以及会同其他

联合国合作伙伴履行条约义务方面为会员国和国际

组织在区域一级以及联合国总部提供了培训。2010
年10月，条约科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亚非法律磋商

组织合作，在雅加达组织了关于条约法及其惯例问

题的区域培训班。在2011年，将与联合国培训和研

究所 (训研所 )共同在总部举办培训班。初步计划在

独立国家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以及中美

洲和南美洲举办区域培训班。

17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

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7号》(A/66/17)，第三章，F节。
173 见www.uncitral.org/uncitral/en/case_law.html。
174 “法规判例法 ” 的用户指南发布于A/CN.9/SER.C/

GUIDE/1/Rev.2号文件。
175 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的修正 (2010年6

月10日，坎帕拉 )，保存通知号：C.N.533.2010.TREATIES-6 ；

对侵略罪的修正 (2010年6月11日，坎帕拉 )，保存通知号：

C.N.651.2010.TREATIES-8。或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审查会议正式记录，2010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坎帕拉》，

RC/Res.5和RC/Res.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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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条约科培训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帮助各

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的规定提交条约登记。

虽然在过去若干年中会员国提供登记的条约数量稳

步增加，但是条约科知道，它所收到的条约数量不能

反映已经生效的条约的实际数量。条约科一直在继续

努力，以便通过进一步自动化提高登记和公布程序

的效率。2010年10月，条约信息和公布系统完成了

重大升级，以便加强联合国《条约汇编》的桌面出版，

争取早日提供纸质和电子版本的条约文本。到2010
年年底，条约科已将73卷条约付印。网络出版程序

也已得到进一步加强，以便在条约登记之后不久就

能以电子形式提供条约的正式文本。

89. 国际法委员会的目前届会是这个五年期的

最后一届会议。她希望本届会议可以拨出时间来就

下列问题进行思考：委员会在自身资源减少的情况下

如何保持其效率、有效性和生产力，继续开展逐步

发展和编篡国际法这一重要工作。从经济角度来看，

目前的情况十分艰难；所有区域的会员国都面临严重

的财政压力。秘书长在2011年3月要求所有部门将

2012至2013年两年期的预算大纲总数至少减少3%，

还谈到了会员国处于严重财政困难时发生的紧急情

况。从那时以来，他已经启动了关于加强和改革联

合国的项目，其目的是确保联合国可长期提供更多

的服务并限制开支。他要求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审查

其工作方案中的所有程序，以便发挥其最大效用并

显示坚强的自律。考虑到预算的困难，包括国际法

委员会在内的所有联合国机构都需要寻求实现其目

标的创新方法。

90. 这种情况要求在以下三个领域中作出努力：

会议期限、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在线出版以及减少

会议文件的数量。这显然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届会的期限；届会是

否应当分两期举行以及需要限制的委员会辩论的简

要记录。

91. 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知道在过去几个两

年期中联合国的预算增长受到了限制。需要越来越

多的美元来支付委员会使用瑞士法郎的开支。近年

来，通过从法律事务厅的整体预算拨款的其他领域

中调拨经费，弥补了这个资金缺口 (在100,000美元

至200,000美元之间 )。据估计，在2010年至2011年
两年期，法律事务厅将必须从其其他预算领域中找

到将近550,000美元来弥补这个缺口。对于一个相对

较小的部门来说，这是一大笔经费。由于秘书长要

求预算大纲总数至少减少3%，方案管理人员在编制

2012年至2013年的拟议预算时收到了指示，要减少

联合国的整体预算。这就意味着，将无法满足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为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开支概算。

92. 她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提醒注意

秘书长对此极为关注；同时希望委员会能在讨论中予

以考虑。她也向委员们保证，法律事务厅一定会支

持委员会的工作。

93. 主席请委员们向联合国法律顾问提问。

9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感谢联合国法律

顾问所作的发言，发言表明法律事务厅仍然是联合

国工作的关键。他也对编篡司向委员会提供的协助

表示赞赏。

95. 委员们无偿地为委员会的工作花费了大量

时间。因此，尽管目前存在财政困难，必须继续为

他们提供所需的支持。出版物是必需的，因为它们

是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简要记录为委员会发挥了一

种特殊作用，因为它们是公约以及委员会试图拟定

的其他文书的准备工作文件，因此必须承认简要记

录的重要性。

96. 他提请注意条约科的出色工作，并希望，

在年度条约活动期间再作一次努力，以便确保《联合

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能于2014年《公约》

通过10周年之际正式生效。

97.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鉴于目前的

财政困难，联合国努力削减预算，在资源减少的情况

下开展活动的努力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应当指出

的是，国际法委员会一直在有效地开展工作。在本

两年期结束时，它将完成审议4项议题的审议 (跨界

含水层法、国际组织的责任、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以及对条约的保留 )，其审结果将提交大会。关于

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的一读审议也可能于本届会

议完成。因此，因为削减资源而影响委员会的效率

和产出是不可取的。他感到特别担心的是：如果决定

只举行一期会议，向委员们提供的帮助会受到影响。

他同迈克尔爵士一样对委员会的简要记录起草可能

受到影响感到关注。

98. 杜加尔德先生询问实况调查团同秘书长的

调查小组之间有何区别。最近，实况调查团在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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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加沙冲突实况调查团的报告》(“戈德斯通报告”)176 
问题上遭到了批评，其原因是就其性质而言，这些

调查是非司法性的。然而，目前看来，秘书长正在

通过任命调查小组避开这个困难，斯里兰卡 177 和加

沙 178 的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看来，斯里兰卡对于

秘书长的调查小组的反应与以色列对于戈德斯通委

员会的反应并无差异。179 如果有人争辩说，实况调

查团是有内在缺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司法委员会，

那么同样的批评是否适用于秘书长的调查小组？

99. 哈穆德先生说，在过去5、6年中，第六委

员会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它的工作涉及经常

出现的、非常政治化的主题。在国际法委员会应当

审议的议题和主题方面也存在缺点。他想知道，可

以采取何种措施帮助第六委员会解决这一僵局并支

持其工作。

100. 关于安全理事会第1973 (2011)号决议，联

合国法律顾问强调指出，在向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的问题上，没有必要获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批

准。他指出这项决议提到了会员国，而没有提到活

跃在这个国家中的组织。在这一方面，他想知道关

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代表性；它是否真正代表

这个国家；以及这一职能是否继续在现政府中有效。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这个国家的实际控制：

控制国家者也控制代表权。至于财政问题，他表示

希望目前对于资源的削减不会影响到联合国的活动，

特别是国际法委员会的活动。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

入的研究，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在逐步发展和编篡国

际法的领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01. 瓦钱尼先生同意迈克尔爵士关于编篡司出

色工作的意见。同迈克尔爵士一样，他对简要记录

以及其他联合国出版物的起草工作可能受到限制的

情况感到十分关注。这些文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律

师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无法取得在欧洲或者

北美的资料。最后他说，如果委员会的会议不能再分

两期举行，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这种情况会

176 A/HRC/12/48。
177 见上文脚注157。
178 秘书长2010年5月31日船队遇袭事件调查小组的报告

(www.un.org/News/dh/infocus/middle_east/Gaza_Flotilla_Panel_
Report.pdf，2017年1月10日访问 )。

179 见 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terrorism/pages/initial- 
response-goldstone-report-24-sep-2009.aspx，2017年1月10日访问。

给远道而来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律师造成巨大的困难。

不应质疑目前的安排。

102. 奥布赖恩女士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

联合国法律顾问 )感谢迈克尔爵士对编篡司的赞扬。

编篡司明白委员会的困难和关注，目前它正在尽一

切努力为委员会提供服务，并且在联合国总部捍卫

委员会利益。她不但确认了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

而且还确认了委员会在国际法律环境以及加强国际

法律秩序方面发挥的特别作用。她也认为，《国家及

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是一项必须在年度条约活动

期间加以强调的重要文书。她承诺在总部提出这个

问题。

103. 她告诉委员们：编篡司完全明白削减资源

可能会造成的困难。法律事务厅正在竭尽所能重新分

配现有资源，以便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然而，秘

书长已经强调指出，必须要少花钱多办事。

104. 在有关近年来设立的法律性和非法律性问

责机制问题的讨论中，杜加尔德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十分重要。她认为，戈德斯通委员会和斯里兰卡问

题专家小组是完全不同的。戈德斯通委员会是人权

理事会和大会设立的，而斯里兰卡问题专家小组是

秘书长建立的，其任务是向他提供咨询，并不参加

任何实况调查活动。然而，在专家小组提出其报告

时，显而易见，专家小组的结论与实况调查团的结

论趋同。这一情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些人争辩说，

这种结果是可预见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专家小

组已经超出了它的任务。后面的这项论点从来没有

被接受过。实际上，专家小组认为，为了完成其任务，

即为了斯里兰卡事件的指控向秘书长提供意见，它

别无选择，只能开展调查和“寻求事实”。出现的最

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何种情况下秘书长应该或者不

应该设立这种专家小组。

105. 关于加沙问题，秘书长已经为加沙地带的

船队遇袭事件设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据估计该小组

不久后将提交其报告 180。报告肯定会对已经引起严重

关注的中东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106. 法律事务厅同意哈穆德先生关于第六委

员会所持的想法。然而，众所周知，第六委员会的

工作、其议程以及其他事务是由第六委员会中的成

180 见上文脚注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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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代表决定的。编篡司很难对这种情况施加任何

影响；只有通过各会员国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取得

进展。

107. 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安全理事会

第1973 (2011)号决议，她说，在决议通过之前，很

难向该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联合国受到了巨

大的外交压力，要求它提供援助。在这一方面，法

律事务厅曾经明确表示，如果不经过利比亚当局的

同意，就不可能向其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

意见获得了尊重和理解。然而，安全理事会在通过

第1973 (2011)号决议时决定授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在此以后，就不再需要该会员国的同意。

108.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

问题在于全权证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

法律事务厅只是通知秘书长说，利比亚当局已经宣布

该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证书无效。因此别无选择，只

能遵守这项决定。

109. 她最后表示尊重国际法委员会有关保持分

两期举行会议的意见。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不得

破坏委员会的工作。这个问题正在适当审议之中。

下午1时20分散会。

第3093次会议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5分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

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
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638，B节；A/CN.4/642)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181(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

的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 (A/CN.4/625/Add.2)中的第

四章 [第三章 ]182 D节至第八章 [第七章 ]。

2. 瓦钱尼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认为他总体而

言审慎而系统地利用了各种资料来源，特别是一些

年代较久的资源，如增编第453 [第51]和第467段 [第
65段 ]中提到的国际法学会1892年的规则 183，以及第

465段 [第63段 ]中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1892年1月
18日的裁定 (Nishimura Ekiu诉美国 )。这种方法的好

处是为理解近来的资料来源提供了背景，显示较老

和较新资源间的一致性并描述不同来源之间的差异。

3. 第D1到J1条草案是否充分反映了不同区域

国家以及特别受驱逐问题影响国家的实践和法律意

见，对此应作出思考。对于被认定为习惯法规则的那

些条款草案，可能容易将研究仅限于那些有与实际

驱逐行为相关的更新报告，或相关案例较多的国家或

地区。但是特别报告员避免了这种诱惑。虽然欧洲的

办法确实在报告中占据突出地位，但报告适切地提到

了并非以欧洲为中心的多边人权文书及资料来源，如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及《美洲人权公约》(《哥

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特别报告员还在一定程度

上依据《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

约》，而加入这部《公约》的欧洲联盟成员国即使有也

很少。当《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

公约》、欧洲联盟的办法以及多边人权文书指向同一

181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六

次报告的第一章至第四章，C节；委员会继续审议转录于第六

次报告增编二的第四章，D节至第八章 [《2010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文件 ]。
182 方括号中的数字是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

编 (A/CN.4/625/Add.2)油印件中使用过的编号，可查阅委员会

网站。章节、段落和脚注在出版《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时进行了重新编号。

183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sur l’admission et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proposées par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adoptées 
par lui à Genève, le 9 septembre 1892”,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XII (1892–1894), 第218页 (载于学会网

站www.idi-i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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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向时，这方面的国家实践按理说就可以成为一份

公正的指南，以寻求能够得到国家接受的规则。

4. 特别报告员的办法是非常仔细地区分构成编

纂的规则以及反映逐渐发展的规则，这一点似乎暗

示委员会在指定拟议法条款方面比调整商定的法律

规则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这是特别报告员对于条

款草案D1到 J1的看法，那么他表示接受。这是一个

有争议的法律领域：对于各国明确视为通用法律的任

何实质性偏离都会损害委员会最终成果的长期生存。

委员会应始终铭记必须在各国权利和主权权利以及

人权和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

5. 关于将被驱逐的外国人遣返至接收国的D1
条草案，瓦钱尼先生表示自己原则上支持第1款，因

为对遣返外国人问题采取自愿的方针会避免一些问

题，而且很明显是对抗最少的途径。但是，对于驱

逐国“须鼓励” 的这个建议或许应充实一下。这个短

语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或许不如建议驱逐国“须采

取措施” 推动自愿回国，这是报告第404段 [第2段 ]

所提到的一个更易衡量的标准，曾为欧洲委员会部

长委员会所采用 184。

6. 草案第D1条第2款应保留，但是瓦钱尼先生

同意尼豪斯先生的看法，即明确提到航空旅行充其

量不过是多余的。虽然第3款还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

法律规则，但是将它写进来是有道理的。不过从起

草的角度来看，“除非有理由认为” 一语可能需要调

整，以便明确驱逐国须有理由认为当事外国人可能 
潜逃。

7. 特别报告员对就驱逐决定进行申诉这一主题

的处理，特别是关于申诉的中止效应，是有问题的。

根据瓦钱尼先生的理解，特别报告员赞同第453段 [第
51段 ]中引用的国际法学会的意见，即“即使有申诉，

也可暂时执行驱逐 185。但是，正如特别报告员指出的

那样，《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下的实践支持申诉的

中止效力。《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

际公约》则采取第三种办法，规定成为驱逐对象者

有权申请暂缓执行驱逐决定。特别报告员反对暂缓

184 2005年5月9日CM(2005)40 final号文件。也见领土

庇护、难民和无国籍人所涉法律问题特设专家委员会，就

关于强制遣返问题的二十项准则的评论 (第925次会议 )，
CM(2005)40-Add 号文件。

185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sur l’admission et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proposées par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adoptées 
par lui à Genève, le 9 septembre 1892” (见上文脚注183)。

执行办法的根本依据是政策理由，即大多数国家感

到很难接受一条一般性规则，令驱逐国的行动受阻，

特别是当驱逐决定的下达是出于公共秩序或国家安

全的理由。或许确实如此，但或许可以有一条规则，

允许对除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理由之外的驱逐有中

止效力。《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

公约》所采纳办法的政策支持是：个人在被驱逐时生

活遭受巨变，如果驱逐决定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则至

少应为这些人提供要求暂缓执行决定的权利。据此，

瓦钱尼先生建议应当列入与《公约》第22条第4款类

似的一条规定。

8. 对申诉权利的讨论需要更加清楚明确。第

C1条草案第1款 (b)项 186规定成为驱逐对象者有权对

驱逐或驱逐决定提出异议。此外，该草案第1款 (c)
项规定面临成为驱逐对象者有权获得听证。瓦钱尼

先生理解这种听证即构成申诉，但报告第452段 [第
50段 ]称，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允许国内法院审核旨在

将某些外国人驱逐出境的行政决定，在涉及国家安

全和公共秩序时尤其如此。此外，第461段 [第59段 ]

第一句指出，在国际法中找不到依据，可就驱逐决

定采取补救措施指定任何规则，该句所建议采取的

办法似乎与第C1条草案中所规定的获得听证的权利

并不一致。这一问题似应在对相关条款的评注中得

到澄清。

9. 关于第E1条草案第1款，瓦钱尼先生说，他

赞同被驱逐者应回到其国籍国的观点，但他认为需

要有一条规则或指引来规定确定国籍时的举证责任

并应遵守正当程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495段 [第
93段 ]中引用的路易 · B. 索恩和托马斯 · 比尔根塔尔

的立场 187 为解决这样一个可能引起困难的实际问题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

10. 他支持第E1条草案第3款的表述，但他也

认同应当简化第2款的观点。被驱逐者可能的目的地

选项既可能是开放的，也可能是不开放的，这取决

于接收国同意与否，麦克雷先生在前次会议上把这

一点讲得很清楚。

11. 他支持经修订的第F1条草案。他唯一的建

议是在“规则” 一词前加上“国际法” 几个字，以便特

186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5段，

脚注1294。
187 L. B. Sohn 和T. Buergenthal (编 )，The Movement of Per-

sons across Borders, Studies in Transnational Legal Policy, 第23
卷，1992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国际法学会，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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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明确适用的是国际法和人权规则，而不是过境国

的规则。

12. 他也支持第G1条草案，并赞成删去第2款
中的方括号。

13. 第H1、I1和 J1条草案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H1条的英文本，特别是其中 “mistaken grounds 
(不当理由 )” 一语为清楚起见可能需要重新起草。特

别报告员不妨考虑第 J1条是否应当“不妨碍” 被驱逐

者个人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权利。但是，后一点也

可以在评注中加以解释。

14. 虽然第8条草案的修订文本 188原则上可以接

受，其英文文本可能需要作进一步修订。

15. 梅莱斯卡努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认为其进行了很好地调研，就驱逐外国人问题的文

献、判例法和国家实践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赞成将

第六次报告最后几章中拟议的D1至 J1条条条款草案

连同特别报告员在上届会议上修正的第8条草案 189提

交至起草委员会。虽然他的一些同事对此表示保留，

但他认为起草委员会能够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措辞，

以反映驱逐和引渡之间的关系，也许“变相引渡” 就

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6. 有关驱逐外国人的问题不仅引人关注，而

且非常复杂，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意义。不同地理

区域的国家实践有着显著的差异。委员会的目标应

当是以相关的欧洲联盟实践为基础，通过对法律的

逐渐发展，精心拟订可供普遍适用的条款草案。

17. 他对第D1条草案的前两款没有意见，这两

款是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

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以及欧洲委员会议会

的若干提案为基础的。尽管有些委员对这些文书的

法律价值表示怀疑，但他认为委员会在编纂工作中

不能忽略这些文书。第3款代表对国际法的逐渐发

展，是关于有必要保护被驱逐者权利的一份重要声

明。但是，如果“有理由认为当事外国人可能在此期

间潜逃”，则可以不通知被驱逐的外国人作离境准备，

这一规定是一个含糊且完全主观的例外规定，似乎

否定了本款的第一部分。他希望起草委员会能处理

这个问题。

188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6段，

脚注1299。
189 同上。

18. 从尊重被驱逐者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角度看，

第E1条草案是最重要的条款之一。第1款规定了外

国人应被驱逐至其国籍国的原则，这似乎是天然的

目的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是最常见的目的地。

国籍国接纳其国民的义务是为1928年《关于外国人地

位的公约》所承认了的，并为各国的法院所支持。第

2款似乎同样植根于大量的条约条款和国家实践。它

规定了一些可能的目的地国，但或许应当重新表述，

以便对当事外国人就目的地国提出的任何请求给予

更有限的考虑。第3款起草得很好，而且是对前两款

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19. 他对第F1条草案的唯一评论是赞成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即将 “也” 替换为 “比照”。

20. 在关于驱逐的法律后果的增编第三部分，

特别报告员讨论了禁止以没收目的进行驱逐的问题。

他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收被捷克

斯洛伐克驱逐的德国人财产一事，但也提到了诺特博

姆案、乌干达驱逐亚洲人 190以及埃及驱逐英国国民 191

等案例。

21. 特别报告员随后讨论了保护外国人财产，

包括保护被合法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的问题，援引了

各国际和区域文书以及国家立法中所载的一系列广

泛的相关规定。他接着就财产权及类似利益作了全

面分析，给出了大量判例法例子。这一分析的结论

已被纳入关于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的

第G1条草案之中。在这方面，梅莱斯卡努先生想提

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涉及方括号中的“尽可能地” 一语。

他赞成将之删除，因为这削弱了驱逐国允许外国人

在面临被驱逐时自由处置财产的义务。

22. 关于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返回权问题，特别

报告员参考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

国际公约》和若干国家的立法。罗马尼亚法律规定

了针对驱逐令可在国家法院提出申诉的程序。如果

高一级法院决定推翻驱逐令，则无论就当事人违法

问题作出何种决定，当事人均可留在罗马尼亚境内。

如果在驱逐之后撤销或推翻驱逐令，则法官有权规

定作出适当补救。原则上，罗马尼亚的法律实践是，

在上述情形下，必须允许当事外国人入境，这项实

190 见G. S. Goodwin-Gi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between States, 1978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第

212至第216页。
191 同上，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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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依据是欧洲人权法院就科尔多戈利亚萨尔诉罗

马尼亚案作出的裁定。虽然确实有一个国家即马来

西亚的法律规定禁止返回权，但是他认为，有充足

的论据支持在第H1条草案中列入特别报告员拟议的

条款。这一表述包含了充分的保障，尽管他建议将“对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一语替换为“对公共

秩序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这是已经为起草委

员会所接受的措辞。他还想坚持必须在条款草案中列

入在当事外国人用尽一切救济办法和驱逐令成为最

终命令前需中止执行驱逐令的规定。没有这条规定，

外国人的返回权在很多情况下要受到严重影响。

23.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关于驱逐外国人的

问题的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

全面研究以及对相关条约法、司法裁决和国家立法

的深入分析。其中新提出的七项条款草案 (D1至 J1)
均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持。

24. 关于程序性规则，特别报告员关注的重点

是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自愿离境以及强制执行

驱逐决定的问题。一方面是驱逐外国人的国家权利，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强制执行驱逐决定对象的外国人

的人权和尊严，包括其在前往目的地国期间的人权

和尊严，这两者之间必须实现平衡。第D1条草案实

现了这一目标。第1款和第2款已被编纂，而第3款
是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部分。

25. 关于报告的第434段 [第32段 ]和第451段
[第49段 ]，他说，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指出，条

约法、国际判例、国内法及法理文献均承认外国人

有权请求由独立主管机关对驱逐命令是否合法进行

审查，这就意味着这项权利目前已经具备了习惯法

的效力。

26. 在关于司法审查对驱逐决定的影响的第五

章 [第四章 ] B节中，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得出结论：由

于针对一驱逐决定补救措施的中止效力尚未得到广

泛接受，就这一问题拟订一般性规则会阻碍驱逐国行

使驱逐的主权权利，因此不应拟订一般性规则。此外，

也不应就驱逐决定的补救措施拟定条款，因为这在

国际法中完全没有任何依据，而且一般来说，这个

问题处于各国千差万别的国内立法范围之内。

27. 关于第六章 [第五章 ] E节，他说，由于一

国没有义务允许即将被驱逐的外国人进入本国领土，

因此显然驱逐国必须确保，一个除当事外国人的国籍

国之外的目的地国同意被驱逐者进入其领土。如报

告第518段 [第116段 ]所述，这一原则建立在一国际

法规则之上，即每个国家都有权制定出入其国境的

条件。第E1条草案反映了这一立场。该草案第1款
符合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通常应被驱逐至其国籍

国这一规则；第2款规定了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3款
反映第三国没有任何义务接纳被驱逐者。既然第1款
和第3款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把第3款放在紧接着

第1款之后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28. 特别报告员修订的第F1条草案是对捍卫被

驱逐者人权的其他条款的必要且合乎逻辑的延伸。他

支持瓦钱尼先生关于在“规则” 一词前加上“国际法”

三个字的建议。

29. 第 G1条草案第1款规定，禁止以没收财产

为目的驱逐外国人。尽管如报告第552段 [第150段 ]

所示，保护被驱逐外国人财产的义务已经在国际法中

确立，但是仍有疑问的是，在推测驱逐决定是出于没

收外国人财产的动机而做出时，国际法是否禁止这

类驱逐。在第532段 [第130段 ]中对这一推测的提及

太过简略。由于很难客观地评估驱逐国的深层动机，

也许本条草案的第1款不应保留。毕竟第2款明确地

规定，驱逐国有义务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

财产。如果委员会要保留第1款，并作出必要的文字

改进，那么这两款的次序应颠倒过来，而且第1款方

括号中“尽可能地” 一语应予以删除。但是，如果委

员会认为这个限定语应当保留，以便体现出一定的

可能性，那么就需要对其加以改进。

30.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如果驱逐决

定被撤销，那么被驱逐的外国人应当能够享有返回

驱逐国的权利。因此他赞成规定这项权利的第H1条
草案。该条案文是平衡的，明确规定了被驱逐的外

国人有权在驱逐决定撤销后返回驱逐国，同时又明

确指出，如果返回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则驱逐国没有义务重新接纳被驱逐的外国人返回本

国领土。如报告第562段 [第160段 ]所指出的那样，

并非所有撤销驱逐决定的理由都会产生返回权：撤销

必须是基于实质性和合理的理由，而不是由于程序

性的错误。因此在条款草案的措辞中必须反映出撤

销的实质性理由这一要求。

31. 他欢迎关于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的第 I1条草案以及关于外交保护的第 J1条草案，因

为正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608段 [第206段 ]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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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总体责任制度适用于非

法驱逐外国人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国

际法院最近在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中所认定

的那样，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

32. 最后，他说自己赞成将第六次报告第二份

增编中拟议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33. 萨博亚先生说，他赞同第六次报告第二份

增编中的大多数建议，报告对这些建议作了清楚的

说理论证。特别报告员在第四章 [第三章 ] D节中提

到了若干被驱逐者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案例。虽

然他赞同第D1条草案的总体要点，但他认为最好在

案文第2款中明确提及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他同意

尼豪斯先生的意见，即第1款应重新措辞，以便确保

该款不会显得是诱导驱逐国对被驱逐者过度施压以

便其自愿离境。

34. 和麦克雷先生一样，他也认为，如报告第

451段 [第49段 ]所述，被驱逐的个人有申诉权利这

一规定具备习惯法的效力，因此应当提出一条草案，

以体现这一点。

35. 就申诉的中止效力而言，如果申诉没有这

种效力，也就毫无用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他赞成坎迪奥蒂先生的建议，即应当拟订一条草案，

规定申诉具有中止效力，但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情况

除外。

36. 关于驱逐国与过境国和接收国之间关系的

第六章 [第五章 ]，他唯一的评论是要尊重任何人返

回其国籍国的权利，这一点至关重要。驱逐时应优

先将被驱逐者送回国籍国，除非驱逐到该国有引起

酷刑的风险。他同意经特别报告员修正的第E1和F1
条草案。

37. 第七章 [第六章 ]暗含的推理论证很有意思。

如果删除“尽可能地” 一语，那么他支持第G1条草案，

因为他同意尼豪斯先生的评论，即这一表述会弱化

财产受保护的权利。如果财产受到破坏、掠夺或丢失，

那么将适用国家责任条款中规定的其他赔偿形式。

38. 他赞成第H1、I1和 J1条草案以及经修正的

第8条草案 192，并建议将上述条款均提交起草委员会。

192 见上文脚注188。

39. 丰巴先生澄清他对于经修正的第8条草案

的立场，称这条规定的理由不应引起任何疑问，因

为它想要处理的情况并非仅仅是假设性的。经修正

的文本有所改进，因此应当相对容易取得共识。其

措辞从表面看似乎是合适的，因为在进行与引渡有

关的驱逐时，某些驱逐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40. 就这些条件的法律基础而言，这里涉及的

问题是，应该只说“按照国际法” 更好一些还是在这

一表述之后加上“或本条款草案的规定” 更好一些。

“按照国际法” 的表述在驱逐的具体情形下可能是模

糊的。他原则上没有明确的倾向性；两种表述都可用，

但为了方便解释，或许最好还是加上“或本条款草案

的规定” 一语。如果就其他措辞达成一致，他也并不

反对。

41. 无论如何，经修正的第8条草案应送交起

草委员会。

42. 杜加尔德先生说，麦克雷先生建议委员会

不应试图拟订条款，而只要满足于拟订准则即可，他

本人不能肯定这是否明智之举。委员会工作的正常步

骤是就特定专题编写条款草案。虽然第六委员会有可

能决定不将这些条款草案变成一份条约，或可能拖

延这一进程，正如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193

和外交保护条款 194那样，但如果委员会努力编写关于

驱逐外国人问题的条款草案，而这是当前一项非常

重要的专题，那么很可能是非常有益的。

43. 关于第D1条草案，他表示同意应鼓励外国

人自愿离境。应当考虑瓦钱尼先生的建议，即国家

应“采取措施” 鼓励自愿离境。委员会也应讨论交通

费用问题—假如不在条款草案本身，也可以在评

注中加以提及—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外国人是由

于财务原因而无法自愿离开的。在第2款中，应当在

“航空旅行” 后边提一下人权，以便强调人权方面的 
重要性。

44. 和委员会其他许多委员一样，他对特别报

告员关于外国人对驱逐决定的申诉权利的立场有保

留。特别报告员显然相信，第C1条草案 195 中确立的

193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194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

49段。
195 见上文脚注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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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充分涵盖了此类申诉。尽管特别报告员承认欧

洲法律确实承认申诉权，但他在报告第461段 [第59
段 ]中的结论却主要依据对这种申诉的中止效力并无

一致意见这一事实。杜加尔德先生本人赞同瓦钱尼

先生的意见，即委员会不应以国际法学会1892年的

决议 196为指导，而是应该以更近期的文书为指导，如

《欧洲人权公约》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所有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无论如何，特

别报告员应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或许可拟订一项

条款，处理申诉权利以及此类申诉权利可能具有的

中止效力，因为需要对此问题加以明确。

45. 虽然他完全同意第E1条草案第1款，但他

对第2款有疑问，因为该款建议，如果不能确定外国

人的国籍国，或如果此人有可能在国籍国遭受酷刑，

那么可将外国人驱逐到其他一些国家。尽管特别报告

员的初衷显然是确保被驱逐者被驱逐至可能受到良

好对待和安全的地方，但不能确定这条草案一定实现

了上述目的：在当事人被驱逐前往的其他国家中，当

事人也有可能遭受酷刑或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因此有必要明确，关于酷刑或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

待遇这条限制同样适用于那些国家。

46. 经修正的关于禁止与引渡有关的驱逐的第8
条草案需要更加仔细审查。如果委员会在第E1条草

案第2款中对酷刑或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给予充

分的注意，那么在第8条草案中不防保留方括号中的

表述“或本条款草案的规定”。

47. 第H1条草案规定，以错误理由被遣返者有

权返回，“但返回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

情况除外”。对这句话需要作进一步润色，以确保相

关国家不能依据纯粹武断的理由而拒绝让此人返回。

48. 他同意麦克雷先生的意见，即第 J1条草案

没有必要。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第19条建议，

国籍国有义务在某些情况下给予外交保护，而第 J1
条草案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建议，因此或许最好 
删除。 

49. 他建议，将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中所载

的第D1至 J1条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96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sur l’admission et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proposées par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adoptées 
par lui à Genève, le 9 septembre 1892” (见上文脚注183)。

50. 坎迪奥蒂先生就关于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

外国人财产的第G1条草案指出，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主张，即使去掉方括号中的文字，第2款也对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和其他金钱利益作出了适足

的保护，这个意见是对的。他可以支持该条草案的

第1款，尽管其不妨拟订得更细一些。但是把它放在

禁止某些类型的驱逐如集体驱逐和变相驱逐的规定

那一节会更好。

上午11时15分散会。

第3094次会议

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嗣后：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卡姆托先生、麦克雷先

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

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638，B节；A/CN.4/642)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197(续完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主持会议。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驱逐

外国人问题的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

197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六

次报告的第一章至第四章，C节；委员会继续审议转录于第六

次报告增编二的第四章，D节至第八章 [《2010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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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在她看来，

条款草案D1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

人 )实现了很好的平衡。她赞成第1款的观点，即强

调自愿遵守驱逐决定，以确保尽最大可能地尊重所涉

外国人的愿望。但是，她也同意以前的发言者表达

的观点，即在“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自愿遵守驱逐

决定” 前边使用“鼓励” 一词造成一些困难：首先，这

有可能被解释为呼吁对外国人施加过度压力；其次，

“鼓励” 很少成为法律用语。因此最好把它替换为“采
取必要的措施，以便”。 

3. 在第2款中，“尽可能” 一语应当删除，因

为驱逐必须要有序地依据国际法规则进行。如果它

的考虑是提供一种可能，在特定情形下针对外国人

采取强制措施，以便确保进行驱逐，则应明确地加

以表述—比如在这一款的最后。特别提到民航规

则并不特别需要反对，因为绝大多数驱逐是通过航

空进行的。可由起草委员会具体就细节处理这个 
问题。

4. 第3款相当可以接受。尽管需要改进措辞，

但这一规定显然属于逐渐发展，也完全符合条款草

案的整体逻辑。 

5. 关于条款草案E1, 她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目

的地国的分析以及给予国籍国优先的做法。她原则

上也赞同第3款中关于只能要求国籍国接纳被驱逐的

外国人的那一部分内容。

6. 但是，在关于条款草案的下一步工作中，应

当考虑到若干因素，其中一些业已为委员会其他委

员所指出。首先，在目的地国并非国籍国的情况下，

必须根据条款草案D1中以自愿遵守驱逐决定为优先

的这一原则，尊重被驱逐的外国人对于所选择的驱

逐目的地的意愿。其次，不仅针对国籍国，而且对

所有目的地国，都应当考虑到面临驱逐的外国人有可

能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还

应当进一步考虑无国籍人的状况，至少根据目前的

条款草案，无国籍人可能永远无法驱逐，因为没法

要求国籍国接受他们。起草委员会在编写评注时不

妨考虑这种特殊情况。 

7. 除瓦钱尼先生指出将“适用的规则” 描述为

国际法规则之外，条款草案F1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没有重大问题。特别报告员

通过“比照适用” 一语为这一条增添了令人欢迎的微

妙变化，因此这一用语应当予以保留。

8. 条款草案G1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

财产 )的总体办法是可接受的，但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关于将两款对调的建议应当加以考虑。还应进一步

考虑第2款方括号中“尽可能地” 一语。任何对保护

外国人财产的限制的提法在措辞时都必须做到不能

被解释为完全交由驱逐国自行斟酌决定。

9. 条款草案H1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显然属于

逐渐发展，因此需要特别重视。用以说明驱逐理由

的“不当” 一语几乎不具法律意义，可能招致非常主

观的解释。起草委员会代之以一个更适当的说法。

10. 一些委员已经指出，条款草案 I1 (国家在非

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和 J1 (外交保护 )是同一整体的

两个部分，不可分割。关于这两条是否应当保留，她

还没有确定的看法。一方面，这两条确实没有为国家

的国际责任和外交保护这一整体制度带来新的内容，

但所审议的这个专题的一个主要方面恰恰是驱逐外

国人会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在委员会

当前工作阶段，不妨保留这两条草案。

11. 可将条款草案D1至 J1提交起草委员会。

12. 关于明确承认对驱逐决定的申诉权利以及

这种申诉的中止效用，条款草案中肯定可以写入这

样一项条款，并要充分符合委员会逐渐发展的任务

授权。但是，特别报告员没有足够明确地区分在驱

逐情况下的申诉和针对驱逐决定的申诉。有必要更

全面地确定不具有中止效力的申诉可否被视为国际

人权法律意义下的一项“有效救济”。

13. 她理解，特别报告员编写第8条草案的缘起

是需要明确区分驱逐和引渡并防止以驱逐为掩护实

施引渡。但是在她看来，目前的措辞过于模糊，她

虽然不反对将这一条提交起草委员会，但她希望把

这一条写得更明确一些。

14. 诺尔特先生说，他总体上同意条款草案D1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瓦钱尼先

生和其他委员建议说，驱逐国应当“采取措施鼓励”

自愿遵守驱逐决定，这一建议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并不

清楚，因为诸如劝说之类的合法鼓励方式很难被称

之为“措施”。因此最好保留特别报告员本来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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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2款不应具体提及航空旅行规则。“国际

法规则” 这一总体说法显然已包括航空规则，既然

没有提到航海旅行规则甚至只是适用于人员运输的

规则，为什么要提航空旅行规则，这一点也不清楚。

只提到航空旅行有可能暗示最具强制性的驱逐是采

用航空旅行方式，而且这种驱逐方式尤其容易被滥

用。然而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特别提及人权也许更

合适。

16. 我们所审议的专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

对驱逐决定进行审查或申诉。和麦克雷先生一样，他

也认为这应当构成一条单独的条款草案，放在关于

程序性规则的那一部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推理，

即习惯国际法承认的不是获得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只

是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后者源于国家实践以及各

个条约机构所解释的人权保障。主张这一权利的另

一个论据是，通过审查程序确定驱逐是否合法就有

可能适用条款草案 I1和 J1中提到的关于国家责任和

外交保护的规则。因此，他鼓励特别报告员向委员

会提供一条针对驱逐决定有权获得有效救济的条款 
草案。

17. 这引出了中止效力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如果问题是，针对驱逐决

定的所有申诉是否根据现行法都必须具有中止效力，

那么特别报告员的回答—即否定回答—看来就

是对的。但是，如果问题是，在有关人员能够看似

可信地表明其面临酷刑或不人道待遇风险的情况下，

针对驱逐决定的申诉是否应具有中止效力，那么答

案必须是肯定的。这一答案的依据不只是类似保障

获得有效救济权利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这样的

条款，也可仅源于不受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权利在

程序方面的影响。这并不是意味着，在习惯国际法下，

在所有驱逐程序中都有获得具有中止效力的救济的

普遍权利，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基本权利或许并未面

临遭到侵害的风险。但是，委员会可以并且应当承认，

根据现行法，在具有酷刑或不人道待遇风险的案件

中，申诉必须具有中止效力，就像欧洲人权法院在关

于琼卡案和贾巴里诉土耳其案中所做判决一样。毕

竟，禁止酷刑是强行法的一个内容，各国有义务确

保这一禁止规定生效。

18. 和麦克雷先生一样，他同意条款草案E1 (被
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的主旨，也认为这条草案应

由起草委员会作重新表述。第1款过于严格，因为完

全可以想象，即使能够确定某人的国籍国，但此人也

有可能被驱逐至非其国籍国的国家。这也会影响第2
款，第2款应当采取一览表的形式。 

19. 条款草案F1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对象

的外国人的人权 )应当重新措辞，以便清楚地表明，

过境国无需从头开始重新启动驱逐程序。 

20. 特别报告员关于条款草案G1 (保护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 )的推理值得注意。他从德国

历史中选取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其观点，即魏玛共和

国时期巴伐利亚当局驱逐外国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其他国家驱逐几百万日尔曼人和日尔曼人后

裔。特别报告员显然可以援引上述两个历史时期之

间另外的可怕事例。他选取的例子确实是令人震惊

的，也是值得一提的，但不应从这些例子中得出普遍

的结论，原因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驱逐

所引起的问题繁冗复杂，而特别报告员对这些问题

仅做简单触及，也因为这些驱逐行为背后的主要动

机可以说并不在于没收财产，而是要表达不同形式

的仇恨或者是怀有政治目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正

确指出，条款草案G1应当强调的不是没收财产的动

机或目的，而是从总体上保护被驱逐者的财产。因此，

他赞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的建议，即将第2款作为条

款草案G1的主要条款。他也同意杜加尔德先生的想

法，即把现有的第1款移到条款草案中专门规定所禁

止的驱逐形式如大规模驱逐的那一部分。但是，他

想再次强调，他认为包括一条关于保护被驱逐者财

产的草案非常重要。

21. 条款草案H1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应由起草

委员会加以澄清。首先，应当提出再入境的权利，因

为返回权似乎是用于人们被逐出家园的情况。但主

要的问题在于H1条目前的措辞过于宽泛。他本人并

不认为《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

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在第7378号案 (危地马拉 )中
的决议是对一般返回权的承认，而特别报告员在第

六次报告的第554段 [第152段 ]198 中是这样认为的。

《公约》只是指出，早先的驱逐决定不应用于禁止被

驱逐者重新进入有关国家，但并没有排除其他可能禁

止再入境的因素。至于美洲人权委员会，它只是就

一个具体案件提出了一项建议。他接受以下的观点，

198 方括号中的数字是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

编 (A/CN.4/625/Add.2)油印件中使用过的编号，可查阅委员会

网站。章节、段落和脚注在出版《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时进行了重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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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再入境权只是一项驱逐决定最终被判定为违反了

某些规则的自然结果。这一权利源自国际责任的原

则，也得到某些国家法律和实践的承认。但是必须

明确指出的是，只在违反某些规则的情况下才能引

起再入境的权利。特别报告员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

基于一项纯粹的程序性错误而废除驱逐决定并不能

赋予再入境的权利。诺尔特先生本人则希望委员会

更进一步，说明再入境权利只能来自对国际法实质

性规则的侵犯。

22. 他总体上同意条款草案 I1 (国家在非法驱逐

情况下的责任 )和 J1 (外交保护 )，但他希望强调，国

家只应当对违反国际法规则的情况负责。因此他建

议将条款草案 I1中“非法驱逐” 一语改为“国际不法 
驱逐”。

23. 可将条款草案D1至 J1提交起草委员会。

24. 加亚先生说，他同意将特别报告员在第六

次报告中拟议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只有一

项例外，他稍后将加以阐述。但是，如果委员会最

终通过这些提案，他对这些提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有

一些疑虑，主要原因在于处理驱逐引发的一些实际

问题上存在困难。

25. 根据条款草案D1, 应鼓励外国人自愿遵守

驱逐决定。但是，正如杜加尔德先生指出的那样，许

多面临驱逐的外国人没有办法自愿返回国籍国或前

往愿意接受他们的另一个国家。他们也可能不想遵守

一项他们认为过于严厉的措施，他们还可能认为，假

如自己拒绝离境，这项决定就有可能被废除或修正。

在这两种情况下，外国人最终都可能被拘留。在找

到愿意接受此人的国家之前，该名外国人可能被拘

留一段时间。应当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此类拘留

的时间方面对各国是很宽容的。委员会不妨考虑建

议做出某些限制，不仅限制拘留的时限，而且对拘

留面临驱逐的外国人这一行为本身作出限制，至少

是在没有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理由的情况下。当然，

不能操纵后一概念或使其失去意义，但委员会在这

方面可做的也只有这么多。

26. 在存在有效救济而且申诉获胜的情况下，

不论外国人是否自愿离开一国，他们在返回该国时

都有可能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正如梅莱斯卡努先生

和萨博亚先生在前一次会议上强调的那样，要使救

济发挥作用，申诉的中止效力至关重要。无论外国

人是否合法居民，这种救济必须总是具有中止效力，

除非这方面涉及关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此应当纳

入这样一条草案。诺尔特先生在本次会议上曾建议，

应设想在存在酷刑或虐待风险情况下的例外情况：最

好有一条关于申诉具有中止效力的一般规则。

27. 驱逐前被拘押的时间长短或许可归结于确

定外国人国籍的难度或国籍国的态度。在许多情况

下，国籍国可能是唯一愿意接收被驱逐者的国家。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该国可能不愿意与希望驱逐

外国人的国家合作，特别是当这种合作违反常理时。

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有助于驱逐，同时也能

限制有关人员被拘留的期限。因此这是一个在实际

中具有显著重要性的问题，应当作进一步研究。双

边重新接纳协议也能推动合作，但可能增加被驱逐

者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风险。此外，

当与第三国缔结此类协议时，有关人员可能存在在

等待再次驱逐时被拘留的风险。

28. 对驱逐前拘留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对驱逐

决定所作申诉的中止效力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可

以产生新的案文，补充现有的一般国际法规则，甚至

补充几乎普遍接受的国际文书。寻找解决办法很难，

但条款草案处理这些根本性问题至少是有益的。

29. 变相引渡问题即使案件数量相对有限，也

值得引起委员会的关注。他赞同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

德斯女士刚刚发表的评论，表示他不能肯定所拟议

的第8条草案对这一问题做了恰当的处理。该条规定：

“只有当按照国际法 [或本条款草案的规定 ]，驱逐条

件均符合时，才可将一人驱逐到要求引渡国，或驱

逐到特别希望该人被引渡到要求引渡国的一国。” 199 
驱逐构成变相引渡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不

仅是返回一个国家而且是回来接受审判或服刑的人

员必须有额外的保障。但是，第8条草案似乎暗示，

在这种情况下只适用通常对于驱逐的限制。换言之，

涉及变相引渡这一事实并不改变任何情况：此类驱逐

和其他驱逐同等对待。应当作出努力来确定在请求

国是否应适用额外的保障：例如，确保在请求国的审

判公正进行。这些保障将限制事实上为变相引渡的

驱逐的数目。

30. 委员会委员习惯于要求特别报告员做额外

的工作。在本案中，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工作，但或

19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6段，

脚注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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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特别报告员可提出一些补充建议，使委员会的工

作成果更具有实践意义。

31. 诺尔特先生针对加亚先生提出的关于申诉

中止效力的调和建议，认为这种情况下现行法和拟议

法的区别可能十分显著。如果人们承认，在存在酷刑

或不人道待遇风险的情况下，中止效力是依据现行法

提出的，那么或许有人会说，根据拟议法，委员会

希望鼓励各国给予所有针对驱逐决定的申诉以中止

效力。在拟订今后的条款草案时不妨考虑这一区别。

32. 加亚先生说诺尔特先生似乎在改变游戏规

则。他的评论并非关于申诉的中止效力，而是关于

存在不将人送回其面临遭受酷刑风险的国家的义务。

但是，这是一项适用于所有案件的基本义务，不论

是否提出了申诉：这不是申诉的附带结果。

33.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认为鼓励自愿返国

不会造成问题。在实践中，加亚先生说的是对的，但

对有些国家包括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国家来说，这是

有法律影响的。在没有自愿返国安排的情况下，如

果一驱逐决定的对象拒绝被驱逐，其回国的费用就不

会支付。例如，在罗马尼亚，公民获得遣返和为其支

付旅行费用的前提条件是他们自由地决定同意回国，

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如果他们拒绝回国，则罗马尼

亚不能支付其费用。但是，他很高兴加亚先生在当

前这一最后敲定条款草案的非常重要阶段，提出了

一些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真正问题。他的意见将会

使案文更加具体，从而产生直接影响，并有助于解

决编写条款草案时所涉及的一些困难。

3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特别报告员第六次

报告的第二份增编如人所料，非常全面详细而且引

人深思。倘若他有时显得对其稍有微词，那也是因

为这一专题确实很难，而不是因为特别报告员的工

作或其报告质量的问题。会员国似乎仍对委员会应

否讨论这一专题抱有深切的疑虑，鉴于这一专题事

项内在的政治敏感性和实践困难，这一点并不奇怪，

加亚先生已经用更为外交的措辞指出了这一点。在

早先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雷先生曾说，不能肯定委

员会是否能出台一个得到各国政府广泛接受的成果，

他个人也同意这种观点。也许这是不重要的，委员

会的作用在于向前进，即使在某些领域各国政府不

会接受委员会所说的一切。但是，最好委员会能重

新评估这一专题，以便在启动二读前看清楚自己的 
方向。

35. 在上一次会议上，瓦钱尼先生提出了若干

关于资料来源的重要问题。对于如本专题这样的领

域，资料来源问题尤其困难，因为这个专题涉及国

家主权的核心，主要由各国在本国法律下处理。他

不能肯定自己会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习惯国际法在

这一领域当前状况的所有结论：例如，他不能信服第

451段 [第49段 ]所得出的结论，尽管在这一段前面

对国内法律、实践和文献做了长篇分析。

36. 在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时，委员会首先要

看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家实践。对于文献，即

使是来自国际法学会这种权威机构的文献，也要审

慎对待，对来自特定区域机制，诸如《欧洲人权公约》

的案例法来说，也是如此。即使面对国家实践，委

员会也必须非常谨慎。欧洲联盟关于欧洲公民的实

践对目前所审议这个专题的意义可能有限。更令人

感兴趣的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成员国遣返非法

居留的第三国国民的通用标准和程序的第2008/115/
EC号令 200。尤其有益的是，能够显示欧洲联盟及其27
个成员国认为他们通过的是国际法要求的规则，尽

管在何种程度上如此并不完全清楚。国家法律及其

实施对于确定这一领域的习惯法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报告员对此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然而，有一个

问题是法律常常在事件和政治的压力下发生变化：多

年来，英国每年都会通过一份关于移民的新法律。 

37. 然而，这或许并不是主要问题。委员会面

临的根本问题是是否从事国际法的编纂还是逐渐发

展，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委员会必须清楚地说明—

超过各国所做的程度—委员会是要努力确定现行

法还是旨在提出新的规则供各国政府考虑，采取公

约形式，或是如麦克雷先生建议的那样，采取准则

的形式，以代表在该领域应予遵循的最佳做法。如

果委员会想要—看起来似乎如此—拟订新的法

律或准则，换言之，从事政策活动，那么或许委员

会不必在渊源问题上过于严格。他倾向于同意几天

前有人提出的意见，即这个专题本身不适于拟订条

款草案，并最终形成条约的一部分；作为一项原则问

题，他也不认为委员会就应当假定自己的工作成果

必须是适于转化成公约的条款草案。

38. 关于所拟议的条款草案，有几个问题，其

中大部分其他委员已经提出来了。他同意其他委员

200 《欧洲联盟公报》，第L 348号，2008年12月24日，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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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条款草案D1表达的疑虑，这一条的第1款似乎并

不适合作为一条法律规则。其当前措辞，至少就英

文本而言，令人遗憾地带有施压以实现“自愿” 回国

的潜在含义。人们甚至有可能会有疑问，既然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决定要求一个人返回自己的国家，谈

自愿返回是否合适。和之前发言的委员一样，他也

怀疑是否有必要在第2款中提到航空旅行规则，也不

能肯定关于“国际法规则” 的表述在这里是想传达什

么意思。已经多次提到被驱逐者的基本权利必须受

到尊重，但对于驱逐的实际安排有何说法却不清楚。

虽然第3款可能很好地反映了良好做法，但它应否成

为一条法律规则这一点也不清楚。

39. 关于对驱逐决定进行申诉的这一节在很多

方面是最有意思的。总体上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结论，后者相当有说服力地表明，各国的实践大

相径庭，这一领域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即使有也是极

少的。即使条约的条款也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申
诉” 这一概念本身也不清楚。由于通常使用的措辞似

乎是“审查” 且审查的性质依国家不同而不同，他不

能确定可以使用“申诉权” 这种表述，除非人们知道

在实践中这一权利指的是什么。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结论，认为国际法中不存在相应的基础，支持人

们作出有中止效力申诉的一般性权利，特别是在人

们重复行使申诉权，以致可能形成滥用的情况。然而，

如诺尔特先生所解释的那样，在涉及生命权和不受酷

刑权利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立场，这一问题

值得进一步考虑。他不能信服加亚先生关于享有具

有中止效力的申诉的一般权利的论点，因为即使在

不受酷刑的权利或生命权受到威胁时存在这一权利，

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外国人在提出的任何申诉中

都可援引这一权利，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些事实依据

才能这样做。但是，他和其他一些委员一样，都认

为对条款草案E1可作出更有利的重新调整。

40. 他对条款草案F1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

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或许有所误读，但他必须承认，

他仍然不能理解这一条。修订的版本规定：“对驱逐

国适用的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人权的规则，比

照适用于过境国。” 201 但是，哪些保护人权的规则应

当适用于本条规定的过境国？大概只能是对过境国

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法律规则。但是，条款草案似乎

认为，适用于驱逐国的人权规则必须比照—不管

201 特别报告员以会议文件的形式提交了一份条款草案的

修订本，仅限委员会委员传阅。

这个说法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适用于过境国。假

如《欧洲人权公约》的一个缔约国经由非该《公约》缔

约国的第三国如美国驱逐一名外国人，那么美国必

须比照适用该《公约》吗？尚不清楚的是条款草案F1
是要对驱逐国、过境国还是对两者都规定一项义务。

换言之，尽管过境国的问题肯定需要涉及，但F1条
的起草需要小心加以注意。

41. 他对条款草案 I1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

的责任 )和 J1 (外交保护 )没有重大的问题，虽然和其

他委员一样，他也不能肯定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

案 J1是否有必要。他同意刚才诺尔特先生就条款草

案G1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 )所谈的看

法。另一方面，关于“返回权利” 的H1条需要仔细加

以审查。他不能肯定这是这种情况下最适宜的表述。

更重要的是，他和诺尔特先生及其他委员一样，对

于在何种程度上普及一项要求驱逐决定被撤销并获

准返回驱逐国的权利，是有疑虑的。这都取决于具

体情况。最后，对于禁止以驱逐作为变相引渡的第8
条草案修正案，他仍然认为这一规定不在本条款草

案之内。但是，如果要纳入它，就必须作实质性的

重新撰写，才能达到它看起来的目的。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继续主持会议。

42. 哈穆德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做了杰出的工

作，根据国家实践、国家和国际程序、判例和学术

著作，指出了条款草案必须处理的问题。应当指出，

在报告涉及的一些领域中，国家实践并不统一，各国

法律体系对于有关驱逐事项的程序也不尽相同。特

别报告员非常谨慎，当存在国际规则时，他试图根

据现行法得出结论；在实践并不统一时，他则努力发

展新的规则，同时考虑到在国家利益和外国人利益

之间实现平衡的必要性。关于驱逐决定的执行，虽

然自愿离境应当是各国在执行驱逐决定时尽可能选

择的办法，但条款草案D1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 )第1款的措辞需要作出修正，以表

明这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有约束力的规则。这一领

域的实践并不足以规定国家必须鼓励有关人员自愿

遵守驱逐决定。关于强制执行问题，他也认为，驱逐

决定的执行必须符合国际法规则，而另一条关于尊

重被驱逐者人权和尊严的条款草案中已有的规定已

经充分。但是，也许第2款应当进一步规定，为执行

决定而采取的措施只能是执行所必须的措施。鉴于

该款强调被驱逐的外国人被“妥善送往……”，因此这

似乎是必要的。关于对驱逐决定的申诉，他说，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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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款草案C1 (面临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性权利 )202 
规定了获得有效救济以便质疑一项驱逐决定的权利，

但特别报告员似乎认为，并不一定需要就申诉权制

定具体规则。既然这项权利的内容在国际法中得到

承认，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的第461
段 [第59段 ]中得出结论认为，总体而言，这个问题

“属于各国国内法范畴”。虽然可以留待各国的体系

去确定负责审查驱逐决定和审查程序的机构，但条

款草案至少应当包括国际法中业已承认的要求对决

定进行审查的权利。为此目的，或许可以具体规定，

获得有效救济的途径包括作为驱逐对象的当事人有

权使自己的案件获得驱逐国主管当局的审查，除非

存在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方面的原因。他同意特别

报告员的观点，即没有一条国际法规则规定中止效

力是申诉的一项后果。作为对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

爵士所作评论的回应，他建议为解决这个问题，可

以在条款草案其他地方界定“安全国家” 这一概念，

或是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被遣送到他作为外国人会受

到迫害的国家。那样就不会出现申诉的中止效力的 
问题。

43. 关于驱逐国与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关

系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驱逐国和目的地国的权利，

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国际法下也规定了，国籍国有义

务接收本国公民。但是，在条款草案中不提及被驱逐

者有权被送到他本人所选择的且同意接收其进入其

领土的国家，对此并没有让人信服的论据。根据国际

法，驱逐国有驱逐的权利，但这不应当剥夺驱逐对象

选择其希望被送往的国家的可能性，只要接收国对

此同意，而驱逐国也没有有力的理由拒绝这一选择。

在条款草案E1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中应列入

这样一条规定，将之放在关于国籍国的那一款之前，

并在备选目的地国之间确定先后顺序。特别报告员在

报告中明确指出，除了国籍国之外，其他国家没有

接收外国人的国际义务，除非该国根据条约或其他

情况同意接收，第E1条的第2款在这方面并不明确。

该款似乎认为，居留国、护照国或启程国有义务接收

被驱逐的外国人。倘若并非如此，那么这一款的措

辞应当进一步明确，至少英文本是这样。他也认为“安
全国家” 的概念应当列入条款草案，以确保外国人不

会被送往其可能受到迫害的国家。尽管这一概念只是

国际难民法下的一条一般规则，但是许多国家目前

20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5段，

脚注1294。

在与其他国家有关遣返人员协议中列入了这一概念，

以确保回返者不会在接收国受到迫害。

44. 与保护被驱逐的外国人财产权利有关的规

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其中规定：

1. 人人有权单独占有或与他人合有财产；

2. 任何人之财产不容无礼剥夺。203

除第十七条—可视为一项国际法的一般规则—

的规定之外，国际社会对于财产权的存在及其权利内

容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我们眼前这个问题有关

的是驱逐国不能任意征用作为驱逐对象的人的财产。

反过来说，并没有一条国际法规则禁止一国征用外

国人的财产，只要它不是任意行为。关于这一问题，

大量判例主张国家有此权利。虽然任意这一概念有

不同的解读，但征用财产的国家至少必须为其所取

得的财产向主人作出补偿。根据大会1962年12月14
日题为“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 的第1803 (XVII)号决

议，补偿必须是“适当的”。根据霍茹夫工厂案适用

的标准，补偿必须是“公平的”，而按照美国国务卿

科德尔 · 赫尔1940年4月3日对墨西哥大使的照会中

所使用的办法 204，补偿必须是“充分、有效和即时的”。
但是，条款草案G1目前的措辞规定驱逐国有义务应

外国人的要求归还其财产，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下一

国征用外国人财产的权利，只要这种征用行为满足

某些国际标准，包括根据刚才提到的标准支付补偿。

他虽然支持在条款草案G1中列入禁止为没收财产的

目的驱逐外国人的观点，但他要指出，这一概念来

自拟议法。

45. 谈到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返回驱逐国的问

题，他说，作为错误驱逐的后果，他同意在条款草

案中纳入可返回驱逐国这一原则，尽管这方面的国

家实践显然贫乏。和诺尔特先生一样，他不明白，

如果一国的法律禁止返回，那么返回又为何会成为

违反国家法律规则的后果。如果一国根据国际法有

权管制外国人的入境、停留和离境，那么就不应当

强迫该国接收某一名外国人，除非是在国际法明确

规定的条件下，或者是发生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

对这种违法行为的适当补救就是重新接收这名外国

人。因此他支持将条款草案H1 (返回驱逐国的权

利 )限定在违反国际法—包括成为国际法后的本条

203 大会1948年12月10日第217 A (III)号决议。
204 见M. M. Whiteman，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第8 

(1967)卷，第1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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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的规则—的驱逐情形以及返回不造成适当

结果的案件，如重新接受会威胁公共秩序或公共安

全。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当然不会产生任何停留或 
居留权。

46. 作为非法驱逐的结果，对于驱逐国的责任

问题，他注意到，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的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33条第2款似乎适用

于一项国际不法行为的后果。该款规定，该条款草

案关于责任内容的这一部分不防碍国家以外的任何

实体或任何人由于一国的国际责任可能直接取得的

任何权利 205。第1款规定：“本部分 [即关于责任内容的

这一部分，特别提到赔偿损害 ]规定的责任国义务可

能是对另一国、对若干国家、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

担的义务。” 206 因此，国家责任条款关于赔偿损害的

条款是针对受害国的。

47. 他同意关于外交保护的第 J1条的内容，但

也应当依照委员会于2006年通过的关于外交保护的

条款草案第8条 207，提到无国籍或具有难民身份的外

国人所居住的国家有权行使外交保护这一点。最后，

他建议将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

D1至 J1提交起草委员会，并表示他希望对他所提议

的改动加以考虑。

48.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注意到委员会一

些委员再次强调这个专题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具

有敏感性和复杂性，表示鉴于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

包括已经初步通过的大量草案，他确信委员会能够自

如应对，并能及时向大会提交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这些条款草案结构严谨且平衡，足以获得普遍认可。

因此特别报告员提出七条新的草案令人感到鼓舞，他

对之基本赞成，只有少数例外。

49. 第六次报告的第四章 [第三章 ] D节讨论了

执行驱逐决定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供了若干在驱

逐外国人期间严重侵犯这些外国人人权的例子，包

括致死的案例。起草委员会初步通过的第8条和第11
条草案在这方面提供了必要的保护。第8条草案规定，

任何遭受驱逐者在整个驱逐过程中都应当得到人道

待遇，其作为人的固有尊严要受到尊重。此外，遭受

205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页以及

第108至第109页的相关评注。
206 同上。
207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1页，第

49段。

驱逐者有其人权得到尊重的权利，特别是条款草案中

引用的那些人权 208。第11条草案 209涉及驱逐国保护外

国人生命的义务。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在规定被驱逐

者返回条件的条款草案D1中再提到尊重外国人人权

的义务。但是，必须在该条款草案的评注中说明这个

义务，因为正如特别报告员所表明的，暴力侵害有

关人员的行为往往是发生在执行驱逐决定的过程中。

除了关于尊重人权的条款草案外，特别报告员拟议

了条款草案D1, 其依据是国家实践以及主要涉及航空

旅行的国际文书，包括《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和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 (空运协会 )相关的准则。他同意第1款
采取的办法，原因在于，通过鼓励外国人自愿返回，

就可能防止和避免执行驱逐决定的困难。他赞成瓦

钱尼先生的评论，即如2005年5月欧洲委员会部长

委员会关于强制遣返的准则 210 中所规定的那样，应

要求国家不仅“鼓励” 自愿遵守驱逐决定，而且要“采
取措施推动自愿返回”。这一表述澄清了义务的内容。

甚至可以加上“便利” 一词，将措辞改为：“采取措施

推动和便利自愿返回”。

50. 条款草案第D1条第2款是有用的，因为在

强制执行驱逐决定的情况下，驱逐国必须采取必要

措施，确保被驱逐的外国人遵照国际法规则被送往

接收国。在这一款中专门提及关于航空旅行的规则

似乎没有必要：相反可以在评注中提及。因此可以把

“特别是与航空旅行有关的规则” 这一短句删除。

51. 从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角度看，似乎宜于保

留第3款，该款规定，驱逐国须给予被驱逐的外国人

适当的离境期限准备离境，以便保护显然处于弱势

的外国人的权利。 

52. 关于特别报告员对驱逐决定申诉问题所作

的详细分析，他注意到在上届会议期间，在第六次

报告的第一份增编中，特别报告员提议了关于保护

面临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性权利的条款草案C1211, 其
中包括对驱逐提出质疑的权利，获得听证的权利，

获得有效救济以便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对驱逐决定

208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7段，脚

注1272。
209 同上，第120段，脚注1275。
210 2005年5月9日CM(2005)40 final号文件。也见领土

庇护、难民和无国籍人所涉法律问题特设专家委员会，就

关于强制遣返问题的二十项准则的评论 (第925次会议 )，
CM(2005)40-Add 号文件。

21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5段，

脚注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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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质疑的权利。特别报告员依据国家实践和判例

法，包括欧洲共同体法院的判例，主张纳入这些条

款。他本人当时在发言中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提

议。他也曾表示赞成加亚先生的建议，即在有关驱

逐决定收到申诉时关于该决定执行期限的条款草案 212 
中纳入一项额外的程序性保障，以保证在主管当局

作出有利于申诉人决定的情况下能够行使有效的救

济。特别报告员对于相关的国际和区域多边人权文

书、国家实践以及判例法的全面分析更加确认了纳

入这一程序性保障的必要性，即在决定一经作出后，

“有不受歧视地获得有效救济以对驱逐决定提出质疑

的权利”。正如特别报告员在第451段 [第49段 ]所指

出的，“因此，准许个人对驱逐令提出申诉的观点已

在国际法中清晰确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以及各类人权保护机构应运而生的情况下。我

们认为它现在已经具备习惯法的效力。”

53. 2010年，他本人曾支持一项提议，即纳入

关于对驱逐决定的申诉的中止效力的规定，他现在

依然坚持这一立场。他满意地注意到，加亚先生也

坚持了他的立场。他赞成加亚先生刚才提出的论点，

特别是确保这种中止效力的必要性并不限于在目的

地国存在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风

险的情况。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456段 [第54
段 ]中的主张，但不同意其后一段的意见，这一段似

乎更多地是基于政策考虑。欧洲人权法院关于诸如

马马特库洛夫和阿斯卡罗夫诉土耳其案的判决都支

持一个观点，即只有当申诉对驱逐决定具有中止效

力时，才能确保对驱逐决定的救济效力。

54. 条款草案E1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对
各国是有用的。第1款规定作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必

须被驱逐至其国籍国，从而规定了一项基本而符合

逻辑的规则，也与人权文书保持了一致。

55. 在上述驱逐不具可行性的情况下，如无法

确定有关人员的国籍，则可考虑其他选择。应当明

确规定，E1条草案第2款中所列的可能的目的地国只

是一些选择，条件是有关国家同意接收被驱逐者。

56. 在该条草案第3款中，他看不出“未同意接

纳” 和“拒绝接纳” 这两种说法之间有什么实际差别。

57. 似乎没有必要在条款草案中明示提及作为

驱逐对象的外国人所面临的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

212 同上，第一卷，第3065次会议，第70段。

格的待遇风险，特别是如果这里只提到国籍国的话。

应当记得，起草委员会已经通过了第14条草案 213，该

草案禁止将个人驱逐至其生命权或人身自由权面临

受到侵害危险的国家，起草委员会也通过了第15条
草案 214，禁止将个人驱逐至其真正面临遭受酷刑或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危险的国家。第14条和第15
条草案显然是可与E1条合并适用的，这一点可以在

评注中予以说明。

58. 重要的是要拟订一条草案，明确规定，在

外国人经由第三国过境返回目的地国的过程中，该国

必须保护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似乎没有

必要专门提及国际人权法律规则。他认为，正如迈

克尔爵士所建议的，宜对该条草案的措辞加以改进。

59. 报告第三部分涉及驱逐的法律后果。虽然

条款草案G1的标题是“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的财产”，但为了更确切，最好说保护外国人的财产

权利。他赞同该条草案第1款，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

的驱逐外国人。这是一条重要的规定，正如特别报

告员所显示的，实际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案例。显然，

进行驱逐时必须符合关于外国人财产和其他经济资

产权利的国际法规则，而且绝对不能剥夺外国人关

于使用和享有其财产收益等权利。关于这一点，全球

和区域文书都很明确：只要参阅《世界人权宣言》第

十七条第㈠款：“任何人之财产不容无理剥夺。” 215 

60. 为了明确指出的是，驱逐国必须保护的不

是外国人的财产，而是其拥有自身财产的权利，条

款草案G1第2款前一部分可改为：“驱逐国须保护成

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权利，允许外国人甚至

从国外自由处置财产。” 此外，方括号中“尽可能地”

一语应删除。

61. 特别报告员最好解释一下，关于面临驱逐

的外国人的财产，所谓驱逐国须“应外国人或其继承

人或受益人的请求予以归还” 这一表述是指什么。如

果指的是复原，那就意味着有关国家征用了有关人

员的财产。复原也是一国补救引起该国国际责任的

一项不法行为的一个途径。因此有必要澄清这条规

定的含义，以便做可能的文字改动。

213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4段和第124段，脚注

1278，经修正的条款草案。
214 同上，第114段和第126段，脚注1279，就修正的条款

草案。
215 见上文脚注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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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在驱逐国主管当局或一国际法院定性

为不法的驱逐案件中返回的权利问题 (条款草案H1)，
他和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不允许返回将会使驱逐的

非法性合法化。在该条草案中，特别报告员在驱逐

国和外国人的利益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允许在

涉及威胁公共秩序或公共案例的情况下克减这项权

利。委员会有些委员指出，应当说再入境而不是返回，

后者通常用在其他语境下，他支持这种观点。在这方

面，他指出，美洲人权委员会承认这项权利 [第7378
号案 (危地马拉 )]。既然如此，可对条款草案H1的措

辞做些改进：最好将“以不当理由遭受驱逐的外国人”

改为“基于错误援引的理由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

下遭受驱逐的外国人”，换句话说，当理由系毫无根

据时。 

63. 关于驱逐国的国际责任，应当指出，在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制度下，违反国际法规则驱

逐外国人的国家产生国际责任。他支持特别报告员

在第 I1条条款草案中使用的一般性表述，提到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一般制度。然而，必须铭记，

驱逐国只在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下才产生责任。举

例说，假如该国违反了一条国内法规则，而这一规

则并不反映国际法规则，那么就不引起国家对于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64. 此外，一项驱逐决定本身可能是合法的，

但驱逐国仍有可能引起国际责任，例如，驱逐外国人

的国家的工作人员护送该名外国人返回目的地国时，

该名外国人受到这些工作人员的酷刑或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 

65. 事实上，就像条款草案 J1条所做的那样，

提醒各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是有用的，在评注中提到

这一点，以鼓励各国行使外交保护也是有用的。此外，

应当明确，当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有权以个

人身份提起诉讼，而不受其国籍国可能采取的任何

行动限制。关于这一点，他援引了外交保护专题特

别报告员杜加尔德先生的著作 216。 

216 初次报告：《200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506和Add.1号文件 (条款草案第1至第9条 )；第二次

报告：《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14号
文件 (条款草案第10至第13条 )；第三次报告：《2002年……年

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23和Add.1号文件 (条款

草案第14至第16条 )；第四次报告：《2003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530和Add.1号文件 (条款草案第17至
第22条 )；第五次报告：《200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

分 )，A/CN.4/538号文件 (条款草案第23至第27条 )；第六次报

66. 关于禁止以驱逐变相引渡的第8条草案，他

在2010年就已经说过，可将特别报告员修订过的文

本 217提交起草委员会，因为这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

更好的基础。

67. 最后，他赞成将拟议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

委员会。

68.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赞扬特别报告员出色

的报告，同意将拟议的全部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

会。国际法委员会的目的应当是确立编纂驱逐外国

人这一专题的国际法规则，作为国际法逐渐发展的

一部分。驱逐是一个当代问题，因此委员会必须立

足于当代的国家实践，即使这一问题以前也出现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家实践的意义很有限，当

时的司法裁决和著作也是如此，因为当时国家主权

的概念不受质疑，人权原则尚未充分形成。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及紧随二战之后，尤其在欧洲发生了

重大的人口流动。好几百万人被从世代居住的家园

中放逐或驱逐，即使他们既非外国人也不是非法移

民。这一特殊且在某些方面可谓灾难性的历史情况发

生在起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之前，促

使人们拟订了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此

后关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待遇的国内和国际规则的 
实施。

69. 今天，除了作为国际和国内冲突或自然灾

害受害者的难民之外，还有好几百万的穷困“难民”

非法穿越国家边境，以谋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数是

出于经济原因而寻求庇护，在本国并未受到迫害。

70. 虽然各国有权驱逐外国人，特别是非法待

在本国领土上的外国人，但是尊重人权、人的尊严和

不歧视的义务对这一主权施加了限制。委员会应当

在这两极之间，即在主权和人权之间努力取得平衡，

采取像特别报告员建议的那种平衡的办法，并应拟订

各国在驱逐外国人时必须尊重的最低标准。但是不应

忘记，发生驱逐的背景环境有很大差异：例如，欧洲

联盟成员国的情况就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驱

告：《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46文件；

以及第七次报告：《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
CN.4/567号文件。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及

其评注转载于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49至
第50段。

21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6段，

脚注1299。



118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逐非法的外国人的问题有时会涉及非常特殊的层面，

如几年前马耳他以及今天意大利兰佩杜萨的情况。

71. 关于外国人—合法和非法处于一国领土

上的外国人—待遇问题，该国必须考虑到国家之间

的根本区别，一种是经由移民组建起来的国家，如美

利坚合众国；另一种是试图保护本国特性的国家，特

别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因此需要不同类型的融

合政策和对待外国人的方式。

72. 委员会必须考虑到这些现实，才能出台一

份有效的文书。委员会应使自己仅限于拟订已牢固

确立的最低标准和程序性保障，留待各国去规范本

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待遇问题。简言之，条款草案必

须为国家政策留出空间，但也必须确保各国在采取

驱逐措施时保障尊重人权、人的尊严和不歧视原则。

73. 正如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那样，为了避免

造成法律的冲突，委员会必须铭记以下事实，即条

款草案并未包括某些类别的外国人，特别是其地位

由其他文书—如关于难民和庇护的那些—加以

规范的那些外国人。

74.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需要审慎对

待驱逐决定司法审查的中止效力问题 (第452段 [第
50段 ])。同时也必须铭记中止效力的另一方面，即申

诉人常常要等待很多年宪法法院或欧洲人权法院才

能作出裁决，因此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75. 谈到条款草案D1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

逐对象的外国人 )，他注意到，规定驱逐国应“鼓励”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自愿离境的第1款引起了众多

评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应留给各国决定，特别

是执行的方式问题。如果该款的目的是确定一个指

导原则，那它对委员会选择通过一份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文书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就第2款而言，他会

删除关于航空旅行的国际法规则的提法，而可能会

提及保护人权。在同一款中，“尽可能” 一词应予以

删除，因为这会引起无穷无尽的讨论。第3款中“除
非有理由认为当事外国人可能在此期间潜逃” 这句话

应删除。在编纂工作中不应提出这种具体问题。

76. E1条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第1款没

有引起特别的问题。但是第2款需要删除“酌情” 一

词，这个词留出了广泛的机动空间，与国际文书很

难说是相符的。对于第3款，应当强调指出，国籍国

的确认往往有误，而离开本国的外国人不太可能想

要回去。此外，他不能理解为何居留国的概念出现

在第2款中，而不是第3款。在实践中，大多数外国

人被驱逐到其启程国。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就这一问

题所做的重要工作，同时也认为起草委员会应研究

该条草案的规定，后者需要根据国家实践作进一步 
审议。

77. 关于条款草案F1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

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的新文本，他说，他怀有与迈

克尔爵士同样的关切，认为起草委员会应使案文更加

确切。关于条款草案G1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

人的财产 )，他赞同第1款，但认为第2款方括号中的

内容及“甚至从国外” 和“并应外国人或其继承人或受

益人的请求予以归还” 等语都应删除。此外，可能宜

在这样一条草案中说明被驱逐的外国人是合法还是

非法居留在某国领土上的。根据国际法，合法居留

的外国人无疑保留对其取得的财产的权利，但某些

外国人在其他国家非法居留这一事实不能掩盖成千

上万名外国人一贫如洗又没有身份证件地出现在边

境上的困境。在这方面，或许应当在该条草案中说明，

即使目的地国尚未决定是否签发签证，该国也必须

为申请人提供像样的生活条件。

78. 条款草案H1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可能是引

起麻烦最多的一条。基于不当或非法理由受到驱逐

的外国人，倘若他们曾经在驱逐国合法居留，则应

被赋予返回的权利。而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

被非法驱逐的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则有权获得赔偿，他

们在实践中没有返回的权利。因此，给予被非法驱

逐的非法外国人以返回驱逐国的权利就有些矫枉过

正了：即使总体上比较随和的国家也很难接受这样一

项权利。最后，条款草案 I1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

的责任 )和 J1 (外交保护 )没有引起特别的问题。他肯

定特别报告员的出色工作，请委员会着眼于未来而

加紧继续工作，把重点放在驱逐外国人引起的当代

问题和国家实践方面。

79. 哈苏纳先生说，首先他要感谢特别报告员

详细而全面的报告。他同意委员会各位委员主张的

大部分立场，只想做几点一般性的评论。条款草案

D1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提出了

在强制执行驱逐决定时使用的标准问题。欧洲一些

组织和机构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欧洲防止

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认为，



 第3094次会议—2011年5月27日 119

规则应当是可以使用武力，但以不超过外国人自身

行为所导致的为限 218。由于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此

在实践中引起关于其范围的问题。例如，在航空旅

行期间试图逃跑或自我伤害的情况是否允许从驱逐

伊始即使用限制措施？假如一名外国人乘坐商用航

班被护送离国时逃跑或造成了伤害，驱逐国对乘客

负有哪些义务？护送官员是否承担责任？

80. 针对驱逐决定的救济问题需要澄清，并应

通过条款草案作出规定。特别报告员在第461段 [第
59段 ]中称，在国际法中没有依据可以确立任何有关

针对驱逐决定的救济规则。因此，除了在国际法院

援引外交保护外，其国际权利遭到侵犯的个人除了

以下两种选择外别无其他选择：一是在驱逐国国内法

庭启动民事诉讼，这有可能涉及豁免问题；二是向

相关的区域人权组织提出诉讼。换言之，即使目的

地国同意遭到驱逐者回来，根据国际法，也有可能

很难行使就非法驱逐获得救济或赔偿的权利。因此，

最好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还应当指出，许多国际

文书出于紧迫的国家安全原因而中止了针对驱逐决

定进行申诉的权利。尽管在适用这些文书时总会有

滥用的风险，好在各国对于以国家安全为由的例外

主张仍持审慎态度，因为这可能会成为先例，并可

能招致武装国家的报复。正如国际法学会所指出的，

战时针对其行为威胁到一国安全的外国人采取的驱

逐决定显然属于国家安全这一例外范围之内。但是，

现代关于反恐战争的概念有可能使这个问题变得模

糊起来。

81. 各国拒绝接收被驱逐的前国民是一个非常

麻烦的问题。这种拒绝可能导致另外一个国家无法

行使其驱逐外国人的权利，造成长时间的拘留，直

到驱逐国能够找到除该名外国人的前国籍国之外的

其他目的地国为止。报告讨论了前国籍国能否拒绝

接收有关人员的问题，并指出，如果该国拒绝接收

这名外国人，则驱逐可能会中止，但报告并未涉及

对驱逐国的后果。也丝毫没有提及对外国人的照料

及拘留的程序和条件或现有的救济，而这些都是重

要的问题。关于“安全国家” 的概念，可能宜考虑这

类国家清单应多长时间更新一次，因为将一国定性

为安全国家是为了加速驱逐进程，但并未取代对申

请的逐案审查。应当规定确定某国为安全的标准。

218 CPT standards [《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委员会标准》](CPT/Inf/E (2002) 1 - Rev. 2010)，第

57页， 第36段 (见www.cpt.coe.int/en/documents/eng-standards.
pdf)。

82. 关于出于没收财产的目的驱逐外国人的问

题，条款草案G1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

产 )反映了当前的国际法现状，但这一条或许应当规

定一种例外情况，即当法庭依据正当程序权利，裁

决某些财产是根据国际法或国内法非法取得的情形。

条款草案G1第2款目前的措辞或会被用来禁止一国

在违法人员遭到驱逐的情况下通过非法取得的财产

获利。

83. 条款草案H1 (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丝毫没有

提及享有返回权利的外国人的身份问题。虽然可以要

求各国接收这些外国人回来，但各国并没有义务给予

这些外国人与以前相同的身份，即使驱逐行为有悖

国际法。应当补上这个空白，以便同意被驱逐者返

回的国家不能仅仅发放一个旅游签证或其他防碍该

名外国人拥有财产、工作或向司法系统提起新的诉

讼的文件。在条款草案 I1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

责任 )中，应当明确，只在根据国际法进行非法驱逐

的情况下才产生责任。虽然国家的责任制度最终允

许就国际不法行为进行补偿，但可能应澄清这一点。

在条款草案 J1 (外交保护 )的范围内，重要的是说明

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国籍国可代表该人行使外交保护。

但是，如果这名外国人是一名难民并因此已经成为

无国籍人，但某国允许其入境以便给予其国籍，就

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新国籍

国能否代表其新国民主张外交保护，还是不能如此，

因为伤害是在有关人员取得其新国籍之前作出的。这

些具体问题不需要在条款草案本身中讨论，但宜于

在评注中加以提及。最后，他表示支持将所有条款

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84.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热切希望

感谢所有参加讨论其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第六次

报告第二份增编的委员会委员们，这份增编似乎得

到广泛的好评。他很高兴，所有委员都同意将提议

的全部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评论和一些修正建议一

并提交起草委员会。一些委员在一般性评论中问及

对这一专题的处理方针，询问委员会是在拟订准则、

条款草案还是一般原则。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让他

感到困惑—这种问题通常是在较晚的阶段才提出

的。鉴于条款草案处理的是一个复杂的专题，而国家

实践又大相径庭，它更多的是逐渐发展而不是编纂。

人们也提出了渊源的问题：他尤其想要感谢瓦钱尼先

生出色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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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自从这个项目被列入议程以来，委员会是

否在从事编纂的问题一再地被提出来，这是出人意

料的。应该做些什么？应当告诉驱逐外国人专题的

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的所有其他特别报告员如何为

编纂的目的而承认一条习惯规则吗？是否应当首先

讨论并解决迈克尔爵士提出的题目，即国际法习惯

规则的形成，然后才能开展任何其他的工作？除了

国家责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外交保护以外，没

有其他任何一个专题像驱逐外国人一样汇集如此众

多的法律文书、实践以及国际和国内判例法。在这

一背景下，听到有人说这一专题不能编纂，甚至有

人说委员会想要拟订准则，实在令人奇怪。无论如何，

要由委员会来决定向大会提交的案文需采取哪种形

式。他本人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利害关系。但是要回

顾指出，这一专题为国家责任的编纂提供了素材：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19中引用的大部分案例

都涉及驱逐外国人，从19世纪晚期仲裁程序的结论

到今天的结论莫不如此，且不说条约机构和区域人

权法院的裁决。 

86. 委员会决定将所有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

会，他对此表示欢迎。他记下了所有的起草建议，为

此目的设立的委员会会适时加以考虑。关于起草一

条有关针对驱逐决定的申诉的中止效力条款的建议，

他仍然主张，他没有找到充分的材料，更没有找到集

中的国家实践使他能够提出这样一条草案来。但是，

委员会或可选择拟议这样一条草案，作为政策问题

而不是逐渐发展来提出，因为实践差异极大。没有

理由不这样做，但要记住，这样做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87. 对于起草一条关于国际合作的条款的建议，

他想要回顾指出，这种合作是各国在和平时期各种

关系的一条一般原则，依据的是大会1970年10月24
日题为《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

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的第2625 (XXV)号决议。如

果委员会决定在条款草案中列入这样一条看起来并

无特别益处的条款，则委员会出台的所有其他案文

都得这么做。

88. 委员会一位委员询问第8条草案 (与引渡有

关的驱逐 )有什么用处。但是，所有专题都是相互联

系的，不能因为一个专题不是专门讲引渡的，就不能

拟订一条关于引渡的条款。第8条草案恰恰因为它没

219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5页起，

第77段。

有涉及引渡这一主题事项因而更加有用。至于保留关

于外交保护的 J1条的问题，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

说明这一条的好处。在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

中，国际法院认为，基于保护迪亚洛先生人权的理由，

可以接受几内亚共和国的申请，尽管以前认为外交

保护仅涵盖某些人身权利。不在条款草案中体现法

律的最新发展将是令人遗憾的。最后，他感谢委员

会委员们支持将所有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条款草

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8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将关于驱逐外

国人问题的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中所载条款草案

D1、E1、经修订的F1、H1、I1和 J1以及委员会前届

会议工作报告脚注中转载的经修订的第8条草案提交

起草委员会。220

就这样决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90. 哈苏纳先生 (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主席 )说，

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由下列委员组成：卡弗利施先

生、坎迪奥蒂先生、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雅

各布松女士、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彼得里

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

皮纳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1时5分散会。

第3095次会议

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220 见上文脚注217。
*    续自第309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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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穆德先生、黄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

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

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

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其他事项 (A/CN.4/638，J节 )

[议程项目15]

和平解决争端 (A/CN.4/641221)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审议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编写的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工作文件 (A/CN.4/641)。

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先生介绍工作文件，提醒

大家注意秘书处发表于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的一份

非常有用的说明，题为“解决争端条款” 222。

3.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决定：它在本届

会议上的目标将是确定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可能处

理的关于争端解决的具体问题 223。

4. 根据秘书处编写的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

六十五届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专题摘要第140段
(A/CN.4/638)，一些代表团欢迎国际法委员会将继续

讨论争端解决条款，并且尤其注意到关于探讨如何

解决国际组织所涉争端的意见。 

5. 工作文件第4至第16段载有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上关于争端解决问题的辩论摘要，第15和第

16段列出了争取从委员会这一问题研究中获得具体

成果的建议。第17至第18段回顾了联合国和其他机

构包括区域组织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已做的工作。秘

书处关于争端解决条款的说明更为详细地介绍了这

些工作。工作文件第19至第21段载有或许适宜进一

步审议的具体问题的初步建议。

6. 委员会关于争端解决问题的审议，可视为向

大会关于国家和国际一级法治问题的辩论所做贡献

221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222 转载于《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

CN.4/623号文件。
223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4和第

388段。

的一部分。如秘书处说明中所指明的，委员会定期

处理关于争端解决条款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成

果甚微。

7.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的辩论中 224，委员会注

意到和平解决争端程序日益重要。有人认为，委员

会应当继续在推动实际贯彻和平解决争端—《联

合国宪章》的一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作用。有人

指出，导致委员会不愿处理争端解决问题的原因可

能不再存在。这一变化出于联合国政治机关最近强

调争端解决重要性的活动。

8. 许多国家尽管表示完全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

治，但仍然不接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

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中所载的争端解决

条款。许多国家对包括根据委员会工作而制定的多边

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恪守保留。在上世纪80年代

末和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

趋势：撤销这类保留或者一开始就不提交这类保留。

国际法院最近的案例法有可能推进这一趋势，从而

鼓励各国接受这类条款。

9. 有人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建议说，鉴于目前

对国际事务中法治的重视，应当“推断各国赞成在国

际文书中采用有效的争端解决条款”。225 这一趋势可

见于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

约》，其中加入了第27条，以及2006年通过的《保护

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其中纳入了详尽的

争端解决条款。

10. 在具体情况下，列入争端解决条款或许是

就某个特别微妙问题而达成一揽子协议的一项基本

内容。典型的事例是1969和1986年的《维也纳公约》，

其中载有涉及强行法规定的争端解决条款。《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为此提供了另一事例。

11. 工作文件第20段列出了5项关于可适宜进

一步审议问题的初步建议。第六委员会在2010年强

调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 (A/
CN.4/638号文件，第140段 )。审议这一问题，自然

而然地沿循委员会有望于本届会议上完成的国际组

织责任专题工作。该专题的一个特点是，与关于国家

责任的大量案例法比起来，相对缺少有关的案例法。

224 见《2010年……年鉴》，第一卷，第3070次会议。
225 同上，第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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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组织作为原告或被告的案

件无处提交。

12. 委员会可以在适当时候决定关于争端解决

专题或分专题的确切范围，侧重于政府间国际组织作

为当事方的争端解决问题，但排除这类组织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六章提出的国家间争端解决问题。

13. 新专题应当只涉及全球性组织，还是也包

括日益成为重要国际角色的区域组织？他认为，应当

包括全球和区域的一切国际组织。委员会也必须决定

该专题应否只限于国际法上的争端，还是也涵盖契

约和非契约性的私法争端。他认为不应当包括后者，

因为这类争端非常不同。关于专题应否包括涉及工

作人员的事项，他认为不应当，因为这类事项已经

有了妥善的法律规定。其他问题是：专题应否包括所

有形式的争端解决，还是仅涉及第三方机制的争端

解决；以及在后一情况下应否限于仲裁、司法或其他

产生约束性决定的机制。最后，委员会将必须决定

新的专题应否涵盖裁决的执行问题。

14. 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争端解决安排，一

直是国际法律工作者的兴趣所在，也是一个创新领

域。已经有了若干争端解决的实践和机制。有些见

于根据委员会工作制定的文书，比如1986年《维也纳

公约》的附件。其他事例是《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第三十节与《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三十二

节规定的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的咨询意见机制。国

际法院1989年12月15日就《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第六条第22节的适用案与1999年4月29日就关于人

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的

咨询意见显示，已经出现诉诸这些机制的情况。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某些组织可以成为其

第287条所设新机制下争端解决程序，包括国际海洋

法法庭的当事方。常设仲裁法院也制订了关于争端解

决的任择规则 226。然而，这些事例反映的是一个比较

零碎的方针。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性法院或法庭对

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争端没有任何可能的管辖权。

15. 新专题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作为一个更广

泛的和平解决争端专题的组成部分。取决于所选择

226 这些任择规则适用于：(a) 仲裁两国间争端 (1992)；(b) 
仲裁当事双方仅一方是国家的争端 (1993)；(c) 涉及国际组织

和国家的仲裁 (1996)；(d) 涉及国家组织和私人当事方的仲裁

(1996)；(e) 涉及自然资源和 (或 )环境争议的仲裁 (2001)；以及

(f) 涉及外层空间活动争议的仲裁 (2011)。关于这些任择规则，

可查阅常设仲裁法院的网站：www.pca-cpa.org。

的范围，新专题或分专题可以命名为“国际组织作为

当事方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专题研究的第一步可

以是审议涉及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争端解

决的现行安排。在全球和区域一级都存在着大量的

资料。

16.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的辩论中，有若干建

议 227 较为笼统地涉及到了委员会开展这一工作的方

式。其中一项建议是，秘书处的说明可以作为委员会

和各国考虑在今后草案和文书中纳入争端解决条款

的参考资料。另一项建议是，委员会在起草建议时应

当回顾到：在《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1982年11月15日大会第37/10号决议附件 )第9段，

大会鼓励各国在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中列入有效的

规定，以和平解决因解释或适用而引起的争端。第

三项建议是，出于承认争端解决问题的实际重要性，

委员会应当至少在原则上决定在审议每一专题或分

专题的适当阶段讨论它。第四项建议是，委员会应

当承认其他联合国机构所作的重要工作。1992年出

版的《和平解决国家争端手册》228仍然是本专题的一

个宝贵指南，或可鼓励秘书处想办法予以更新。最后，

委员会应当请区域机构提供资料，介绍在争端解决

方面所做的工作。

17. 他期望听到委员会委员们的反应，特别是

关于新专题“争端解决” 以及第一个分专题“国际组织

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 的建议。目前开展

工作的适当场所是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18.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说，他赞成迈克

尔爵士在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大部分意见和初步建议。

和平解决争端是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不仅

由于在《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条款中将其作为联合国

首要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依据的一

项基本原则，而且也由于世界的全球化和日益相互

依赖，必须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让各国以迅速、有

效和妥善的方式解决彼此分歧。

19. 如秘书处在其出色的说明中指出的，过去

15年来，大会已经通过了6部公约和3个议定书，都

为争端解决提供了同样的机制：谈判。不能在合理时

间内谈判解决的争端，必须经任何一方的请求而提交

227 《2010年……年鉴》，第一卷，第3070次会议，第19至
第24段。

228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和平解决国家争端手册》(OLA/
COD/2394)(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2.V.7)，1992年，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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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如果当事方不能够就仲裁机构达成一致，则

任何一方可以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因此，现行的

趋势是日益重视谈判、仲裁和诉诸国际法院，将之

作为争端解决的一项最恰当方式。

20. 委员会也许应当建议，在当事方希望以和

平方式解决的任何争端中，应当首先争取谈判解决。

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特别委

员会的若干成员在起草随后以大会1970年10月24日
第2625 (XXV)号决议通过的宣言时，曾建议纳入一

项规定，要求作为争端当事方的国家必须首先争取

谈判解决 229。这一建议未曾获得接受，因为有些人认

为最初争取以谈判解决争端是一个标准的惯例，没

必要做出法律上的规定。然而，今天，当很多国家

受到含有争端解决方式的协定的约束时，也许建议

它们一开始就致力于谈判解决争端是有益的。

21. 二十世纪流行的仲裁现在似乎已经部分地

让位于诉诸国际法院。然而，仲裁仍然是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所设制度下常用的争端解决方法，尤

其在投资方面。

22. 确定仲裁适用的实质和程序规则的，是作

为争端当事方的国家。由于这些规则不可能顾及仲

裁案件中可能产生的每一类情况，所以国际习惯法

规定的补充规则发挥着作用，因此，委员会1958年
通过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230 具有重要意义。如果

委员会决定处理和平解决争端专题，也许应当更新

这些规则，以便各国在选择仲裁作为争端解决方法

时加以参考。

23. 在拉丁美洲地区，国际法院无疑是争端解

决的首选之地。法院最近已经裁决或正在裁决的该

地区争端数量，前所未有。如果委员会决定提出关

于争端解决的建议，其中之一应当是各国应承认国

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这将符合联合国安理会和秘

书长所作的类似建议。

24. 迈克尔爵士在工作文件中提到，安理会主

席呼吁尚未这样做的国家考虑接受法院的管辖权 231。

22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8号》

(A/8018)。
230 《1958年……年鉴》[英 ]，第二卷，A/3859号文件，委

员会关于第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第83页，第22段。
231 2010年6月29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就“在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过程中增进和加强法治” 项目的声明 (S/PRST/2010/11)，
第2段。

迈克尔爵士还提到秘书长在一封信中鼓励各国撤销

对其加入的多边条约所载的、规定向国际法院提交

关于这些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的管辖权条款的保

留 232。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区别是，安理会主席的声明

内容更广泛。它允许各国在有充分理由无法根据任

择条款做出一般性声明承认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时，

以撤销对相关条款的保留的方式，在冲突发生前后

缔结的条约中承认法院的管辖权。

25. 因此，谈判、仲裁和诉诸国际法院是最常

见的争端解决手段。相比之下，在委员会数十年前

编写并由各全权代表会议接着通过的文书中，通常

看重和解作为争端解决机制。1969年和1986年的两

部《维也纳公约》以及197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

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公约》都有这样

的规定。在这些文书中提到和解不是因为其内在的

优点，而是主张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国家与

赞成仅一般性地提及《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载

争端解决办法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妥协。

26. 事实上，和解从未用于解决争端，并且通

常不用于国家间的争端。尽管许多双边条约的确规

定了和解，但在实践中国家很少选择这一方式解决

争端。当国家希望利用外交渠道时，他们选择调停，

这在诸如教廷调停的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比格尔海

峡争端案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否则，如果各国希

望彻底解决争端，则一般选择强制性手段，比如仲

裁或国际法院的管辖。 

27. 最重要的是，委员会关于争端解决的分析

应当务实，并且符合现行实践。这是迈克尔爵士所

做工作的优点之一。例如，他在报告中请委员会考

虑为什么各国在贸易事项上，而非其他领域中，接

受争端解决机制。实际情况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

决制度很可能是至今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制度之一，

并且更重要的是，其所涉费用由该组织承担。当然，

很难将这一制度转用于其他类型的争端上，但是世

界贸易组织的经验应当加以考虑。

28. 因此，研究国际争端解决问题不应当仅侧

重于国家间争端，也应当考虑到国际法上涉及企业和

个人的其他争端。目前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处理

大部分国际仲裁案件，但其处理方式一直受到质疑。

232 《2010年条约活动：实现普遍参与和实施》，2010年
4月12日“秘书长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信” (网址https://
treaties.un.org，“Treaty Events”项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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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委员会也许不应当审议关于外国投资的实质

性问题—其他机构更有能力去做，而是应审议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争端解决程序。

29. 可以在区域人权机构的决定中找到其他有

用的最新争端解决实践。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

法院的判决极大地促进了国家一级的人权保护和国

际法的逐渐发展。在解决人权争端方面，区域机构

比联合国更有经验，尽管对于其他类型的争端，至

少在拉丁美洲，并非如此。

30. 美洲人权保护制度的基本文书都以几乎同

样的措辞规定了美洲国家首先争取通过美洲制度所

设程序解决任何争端，然后才将事项提交联合国。这

些规定已适用多年，直到1954年危地马拉受到侵略。

危地马拉政府对安理会—当时的成员国包括巴西、

哥伦比亚和美国—发出了援助呼吁 233，但遭拒绝，

理由是美洲制度不允许各国直接诉诸安理会 234。情况

自那时已有改变，有关的区域文书得到了修订，其条

款中不再有可解释为剥夺一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三十五条将争端直接提交安理会权利的内容。

31. 最后他说，秘书处和迈克尔爵士编写的出

色文件，使委员会关于争端解决的工作有了一个良

好开端。委员会应在下届会议—新的五年期第一

次会议—上处理和平解决争端专题。据此，他赞

成在本届会议上将此事提交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以

便其能够采取适当行动。

32. 村濑先生谈到迈克尔爵士有用的工作文件

第20段中所列的供审议的专题时说，在委员会拟订

的草案中考虑列入争端解决示范条款 (第20 (a)段 )可
能会徒劳无功。每一套条款草案都具有显著特征，可

能都需要一个具体的争端解决条款。例如，如果他

提出一个关于国际环境法的专题，则肯定会纳入一

个关于科学证据—环境纠纷的一个重要特征—

的争端解决条款。但是，这可能不会同样适用于其

他法律分支。因此，“一刀切” 的做法未必恰当。 

33. 各种行为者在不同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申诉

权利和地位问题 (第20 (c)段 )将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话

题，但是期望各国接受委员会的主张则未免天真。《国

233 1954年6月19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致安理会主席电

(S/3232)。也见安理会1954年6月20日第104 (1954)号决议。
234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九年》，1954年6月20日，

第675次会议 (S/PV.675)。

际法院规约》任择条款下的声明 (第20 (e)段 )取决于

各国的政治意愿，而不是起草的技术问题。

34. 鉴于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产生的争端日益

增加，他赞成迈克尔爵士的建议，即为改进国际组织

所涉争端解决程序而考虑战略问题 (第20 (b)段 )。咨

询程序是国际组织可以向国际法院申诉的唯一方式。

咨询案所涉事由各不相同，基本属于四类：国际组织

成员的地位及义务、成员和观察员代表团在东道国

的地位、国际组织官员和专家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

境内的地位和待遇以及条约的解释。 

35. 尽管也许应当从国际组织的角度修订《国际

法院规约》，从而使它们能够以对抗制诉讼的方式提

出申诉，但这一建议必须出自各国，而非国际法委员

会。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也许是授权联合国秘书长

征求咨询意见，因为秘书长通常调停或仲裁国家之

间的争端，例如“彩虹勇士”号案的仲裁，并且法院

的咨询意见可以极大地有助于了结这类争端。但即

使这样温和的建议也可能遭遇一些国家反对。因此，

委员会在加强法院处理国际组织所涉争端的作用方

面似乎作用甚微。

36. 相形之下，通常认为解决国际组织与国家

之间争端最好通过仲裁解决。委员会可以以1958年
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235为基础，起草一套国际组

织所涉仲裁程序的示范规则，对此作出重大贡献。

37. 基金组织通常以暂扣资金的方式处理与成

员国的分歧，这在一些问题上引起了严重争端，比

如成员国中央银行的最佳会计办法以及债务拖欠国

应采取的紧缩措施。这似乎是最好通过诉讼和仲裁

解决的合同纠纷类型，但至今尚未为其设立适当的

审理场所。也许让诸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负

责经济活动的组织以私人当事方的身份来解决争端

是有道理的。至少在理论上，它们可以诉诸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或某个商业仲裁庭。

38. 然而，由于国际组织在本质上一方面有别

于个人，另一方面也有别于国家，因此也许应当制订

一套专门解决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争端的示范规则。

在起草这类规则时，委员会应当侧重于国际组织最

有可能面对的案件。一个典型的争端领域是国际组

织的解散或破产造成对第三方的负债，比如国际锡

业理事会或最近的朝鲜半岛能源发展委员会。示范

235 见上文脚注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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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也应当便利于私营公司诉诸仲裁—在这点上，

他的意见不同于迈克尔爵士。

39. 关于委员会可能想探讨的第二个专题，即

各国际性法院及法庭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第20 (d)
段 )，他说，国际性法院及法庭的增加是一个现实情

况，但是提出了如何克服国际案例法可能不成体系和

协调管辖权冲突的问题。首要的关注问题是不同法

院和法庭之间判例照援的缺失。例如，国际法院和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采用了不同的测试方法 (分
别为“有效控制测试” 和“全面控制测试” )来确定有

关国家的某些行为责任归属；前者如尼加拉瓜境内和

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后者如检察

官诉达斯科 · 塔迪奇案。

40. 第二个问题涉及平行管辖权，存在于全球

性法院与区域性法院 (国际法院与欧洲法院 )之间以

及拥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与专业法庭 (欧洲法院和世

贸组织 )之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

定》)时代，欧洲法院数次认定关贸专家小组的报告

对于欧共体成员国的国内法无效；他不能确定世界贸

易组织的成立是否已经消除了这一具体问题。混氧

燃料工厂案曾被提交至三个法庭：欧洲法院、国际海

洋法法庭以及《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奥

斯巴公约》)争端解决程序。养护和可持续开发箭鱼

种群案曾被同时提交至世贸组织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41. 各国试图克服管辖权冲突问题的方式之一

是通过条约规定。在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中，根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庭于2000年做

出了有利于日本的裁决，认为由于各当事方已经订

立了更具体的争端解决程序用于管辖争端解决机制，

所以根据《公约》的一般条款，它没有管辖权。另一

方面，在混氧燃料工厂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定

一个类似的区域条约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

约》)没有确切涵盖同样的权利，因此不排除国际海

洋法法庭行使平行管辖权 (2001年12月3日的命令，

第50段 )。

42. 也必须考虑待决案和已决案原则的适用性

问题。关于前者，在霍茹夫工厂案中，常设国际法院

裁定其对波兰没收德籍工厂的国与国争端可以行使

管辖权，尽管涉及这到德国私营公司的平行管辖权。

43. 关于已决案原则及其在不同国际机构之间

的适用，他指出，《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

何塞公约》)有一个明确的已决案条款 (第47 (d)段 )，
但是这一条款在各条约中很少见。该条规定，如果

某项申诉在实质上与委员会或另一国际组织以前审

理的申诉相同，则禁止美洲人权委员会行使管辖权。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在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

权的时候对《国际法院规约》做出了保留，使法院仅

对其他法庭尚未裁定的案件拥有管辖权 236。在其1960
年就西班牙国王1906年12月23日仲裁裁决案所做的

判决中，法院认为它不能就两国之前的约束性仲裁

的可受理性做出判决，尽管它保有宣布仲裁裁决无

效的权利。1991年，法院在1989年7月31日仲裁裁

决案的判决中维持了这一判决。

44. 他最后说，尽管他不能肯定迈克尔爵士在

第20 (b)和 (d)段中的建议哪个更好，但他愿意就委

员会可能希望处理的任何专题进行合作。

45. 卡弗利施先生说，尽管委员会应当审议和

平解决争端问题的所有方面，但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那些与多边公约有关的问题，这些公约通常是委员

会的工作成果。的确，至今的事实已经证明，不可

能为和平解决争端设立普遍的管辖权或一般性机制，

但是在具体领域已经取得成功，例如海洋法和世界

贸易组织法律。因此，在制定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时，

有必要谨慎前进。

46. 因为需要和平解决规则的领域非常不同，

所以他不赞成编写单独一套争端解决示范条款。如

村濑先生指出的，不能一刀切。然而，他可以赞成

起草数套条款的意见。

47. 他非常赞成或多或少地按照迈克尔爵士介

绍性发言中的意见而修改国际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这

可以构成第一步，并且不必排除工作文件第20段所

建议的关于其他专题的工作。

48. 如他在上届会议上所建议的，委员会应形

成一种本能的反应，即在起草一份文书时考虑是否应

包括和平解决争端机制条款的问题。如果包括，应该

是什么样的机制？这种反应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

即总是请特别报告员在开始研究一项专题时就审议

争端解决问题并提出如何处理的建议。

49. 他希望看到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就争端解

决问题开始真正的工作，从而在下届会议重新开始的

236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可查阅网站：https://
treaties.un.org)，第 I. 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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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新的委员会能够尽可能迅速地开始处理这一专

题。然而，他不希望委员会进行漫无目的的泛泛讨论，

这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果。 

50. 杜加尔德先生说，和平解决争端问题肯定

是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此来说，国际诉讼案件

的数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法院前所未有地

忙碌，这些现象令人鼓舞。因此，研究有助于和平

解决争端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成熟。

51. 因为国际组织的法律顾问们似乎反对将国

际组织单列出来予以特殊关注，所以仅注重国际组

织所涉争端的解决程序是不明智的。委员会因此应

当扩大研究范围。

52. 相反，在委员会编写的案文中应当考虑可

否加入争端解决示范条款草案。迈克尔爵士提出了

令人感兴趣的意见，即国际法院的最新案例法可能

促使各国重新考虑本国对争端解决条款的保留。杜

加尔德先生想知道，他指的是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

动案中提出的强有力的联合个别意见 (这一意见向各

国发出信号，表示法院可能就对争端解决条款的保

留有效性做出裁决 )，还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的适用案？迈克尔爵士认为对这一专题需

要小心谨慎，这一点相当正确。

53. 委员会最近编写的几套条款草案 (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的责任、外交保护以及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中尚没有争端解决条款。当

编写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37 时，卡特卡

先生发起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和有争议的辩论，建议

应当纳入争端解决示范条款 238。委员会当时在这一问

题上分为了人数对等的两派，但自那时以来，似乎

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问题应当留给第六委员会

或其他负责将委员会草案转为国际文书的国际机构

来处理。 

54. 的确有必要处理国际组织所涉争端解决问

题。委员会应当审议关于修订《国际法院规约》使其

能够审理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争端的建议。它可以

237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238 《2001年……年鉴》，第一卷，第2668次会议，第15页，

第38段；也见下列委员的发言：佩莱先生 (同上，第15至第16
页，第39至第40段 )；杜加德尔先生 (同上，第17页，第47段 )；
赛普尔维达先生 (同上，第2671次会议，第31页，第24至第

28段 )；以及通卡先生 (同上，第32页，第36段 )。

利用这一机会一方面审议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争

端解决，另一方面审议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争

端解决。过去，国际法的主体只有国家和国际组织，

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争端频繁地涉及到了非政

府组织。

55.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可以选择机

构审理海洋法所涉争端—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

法院或某一仲裁庭，所以引起了对挑选法庭行为的

关切。因此，如果委员会能厘清这一选择是否提供

了处理争端解决的有效手段，或者是否导致了争端

机制的不成体系现象，这将是有帮助的。

56. 关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任

择条款下的声明，他说，应当承认大多数国家没有

接受该条款的政治意愿。然而，它们很少受到压力

去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得到了115个国

家的批准，这是出于公众意见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

就任择条款而言，肯定有可能开展这样的一个程序。

如果委员会的确起草了一个示范声明，其他机构敦

促各国接受任择条款也许会更容易。

57. 委员会不应当对授权秘书长征求国际法院

咨询意见的主张感到恐慌。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并

且各国也许比以往更愿意接受这一主张。

58. 委员会也应当关注实况调查团的程序和原

则的制订问题。国际组织经常设立实况调查团以解决

非常严重的争端。但是调查团的性质有时候受到质

疑，理由是它在本质上不是司法机构。联合国法律顾

问在造访委员会时解释说秘书长从专家组征求意见，

但实际上这类顾问小组参与了实况调查工作。委员

会必须承认有必要为实况调查团制订一套行为守则，

特别是鉴于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9号决议附件

中所载的关于《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进

行实况调查宣言》的广泛指导方针在实践中很少得到

遵从。 

59.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秘书处关于和平解决

争端的出色说明 239审议了17项和平解决争端条款，

其中9项反映在案文中，8项没有。尽管这一说明为

起草争端解决示范条款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基本解

决方法，但他同样认为主要问题是缺乏国家接受这

类条款。

23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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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由于委员会即将通过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

案 240，所以没有比现在着重修订国际组织所涉争端解

决程序更好的时机了。因此应当审议以何种方式解

决适用这些条款可能产生的争端。 

61. 这一主题非常适合联合国加强法治的活

动。委员会可以先侧重于修订国际组织所涉争端解

决程序，然后扩充工作文件第20段所载的清单。他

强烈支持将专题提交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并建议

将其纳入下一次届会的议程项目。他赞同迈克尔

爵士说本届会议上没有充分时间任命该专题特别 
报告员。

6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答复辩论期间提出的若

干意见时说，在对争端解决条款的保留方面他所援引

的案例法是国际法院就《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

公约》的适用案所做的判决。法院的方针表明，国家

在接受具体公约，特别是人权条约中的条款时，它

们所面临的风险没有看起来那样大，原因是法院会

以合理的方式来解释和适用这类条款。

63. 杜加尔德先生说得对，在遵从任择条款项

下声明方面，政治意志是主要问题，但还是必须承

认实际起草这些声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必须深刻

了解案例法以理解各条款的效果。从他的经验来看，

各国通常没经仔细考虑就匆忙地做出了这类声明。从

技术的角度来说，如果委员会能审议这些声明可能包

括的元素，将是有帮助的。某些元素，例如截止日期，

也许是鼓励各国接受任择条款的手段，因为它们将

不再担心为多年前发生的事件负责。当欧洲委员会开

展这样的工作时，至少有一国接受了《欧洲人权公约》

第25和第46条中的任择条款，而且其他国家已开始

考虑这一行动。

64. 应当研究关于实况调查团的原则。探索

授权秘书长征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主张，也很有 
意义。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65. 坎迪奥蒂先生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主席 )
说，工作组由以下委员组成：卡弗利施先生、科米萨

里奥 · 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240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五章，E节。

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

生、佩莱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佩雷拉先生

(当然成员 )。

66. 佩雷拉先生 (最惠国条款研究组联合主席 )
说，除了另一位联合主席麦克雷先生外，研究组还

包括：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埃斯科瓦尔·埃
尔南德斯女士、加亚先生、哈穆德先生、村濑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上午11时35分散会。

第3096次会议

2011年6月1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

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

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

尔 · 伍德爵士。

其他事项 (续完 )(A/CN.4/638，J节 )

[议程项目15]

和平解决争端 (续完 )(A/CN.4/641)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主持会议。

1.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继续审议关于和平解决争

端的工作文件 (A/CN.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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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亚先生说，他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聆听迈

克尔爵士在上次会议上就其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工作

文件所做的陈述，也未能参加随后的讨论。但他有机

会阅读了迈克尔爵士发言的文本。如果他是上诉法院

或上议院的一名法官，他绝对会说他同意他的博学朋

友的意见，但有幸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要遵循

惯例对迈克尔爵士的简明介绍奉上溢美之词。迈克尔

爵士的介绍将对委员会这一专题的未来工作大有裨

益。迈克尔爵士首先提到了他本人于2010年上一届

会议上向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委员会应当讨论

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问题，并随后列出了一些委

员会在这方面可考虑的问题。他将对这一分专题加上

几点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问题是如何讨论，

讨论之前是否要采取一些谨慎措施。要全面审议涉及

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应当

修改《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以便使某些组织有可

能向该法院进行起诉或被起诉。一些作者曾建议将第

34条解释为包括某些国际组织。一些法官—尽管

是以学者身份—曾对此表示赞成，特别是罗伯特·詹
宁斯爵士和罗伯托 · 艾戈法官。后者曾在其1991年发

表于《美国国际法学报》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

根据争端双方是两个国家，还是一个国家与联合国

抑或属于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之一，继续将与一项国际文

书的解释或适用相关的争端解决诉诸不同的程序，这究

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当这些国际组织尚未作为拥有各自

权益 (这种权益与构成它们的国家的权益不同 )的单独法

人，成为国际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的时候，这种处理办法

的不一致也许是有道理的。241

为尝试扩大《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的范围以便反映

国际组织的当前情况，艾戈法官曾提出申请。显然，

这是这个题目的困难之一，因为有必要考虑是否应

对《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进行修订。

3. 已经制定出一种替代制度，目的是使一个国

际组织能就其可能与一个国家产生的争端寻求咨询

意见，例如在《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和1986年《维

也纳公约》上产生争议。为解决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

的争端向法院寻求咨询意见的制度也需要认真研究。

这一制度并不平衡，因为，如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

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所表明，有关组

织对如何表达请求这一重要问题有最后的发言权，即

便谈判是在有关国家和联合国之间进行，所使用的

241 R. Ago, “‘Binding’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美国国际法学报》，第85卷，第3期 (1991
年7月 )，第439至第451页，尤见第450页。

措辞也肯定不是那个国家想要的。而且，充分讨论

案情实质的机会和证据的出示也会在咨询程序中被

严重削减。

4. 国际法院的问题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

题，因为正如艾戈所言，一些国际公约可能有一个

或多个组织是其缔约方，这一情况使争端解决制度

复杂化。在一个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产生争议，

导致向其他国际性法院提起诉讼时，会出现另外一

些具体问题。特别需要看清的是，一个国际组织与

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导致产生与通常适用的解

决办法不同的办法。委员会曾讨论这一问题并修改

了一些条款草案，特别是有关反措施的条款，但在

这种情况下有关组织的规则可能会发挥作用，因而

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题目。

5. 关于可能的结果，并不适合就这一专题制订

一套条款草案。委员会可回顾一下涉及国际组织的争

端解决办法并提出一些建议，其中一些可能会具有

深远意义，特别是如果它们涉及《国际法院规约》第

34条的话。在将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这一议题

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计划之前，最好先弄清各国和

各国际组织的意见，看看它们是否认为作出这一新的

努力有意义。如果采取迈克尔爵士的建议，就可以在

委员会对大会的年度报告第三章中提出一个适当的

问题，以便在第六委员会中获得各国的反应，但也可

以征求一下国际组织的意见，因为让这些组织正面和

积极参与讨论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问题很重要。

正如当时的简要记录所反映，在对1986年《维也纳公

约》进行谈判时，多数国际组织没有规则相当满意，

而且情愿没有任何规则。后来，一些组织改变了意见

并最终交存了正式确认书，其数目之大超过了《公约》

生效所需。但《公约》尚未生效，因为一些国家仍不

愿意批准它。一些国际组织对其责任问题的态度也是

众所周知的：它们对目前情况相当满意，基本上认为

国际法准则是其行使职责的障碍。国际组织是否愿意

看到委员会在按照长期工作计划进一步讨论它们的

豁免问题，抑或它们是否正面地看待对其争端解决办

法进行的审查？可能不会。尽管如此，它们的早日参

与可能有助于改善获得其合作的前景，因此，在委

员会年度报告的第三章中提出一个适当的问题也是 
如此。

6. 哈穆德先生说，他赞成委员会在一个工作组

的范围内继续讨论和平解决争端这一问题，以便就

其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委员会就可为制



 第3096次会议—2011年6月1日 129

定这一领域的规则作出贡献。近些年来，一些国家

不断采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但在这方面

仍然有很大差距，限制了国际法传播的可能性及其在

国际关系中的适用。一些国家对采用它们所加入的

国际公约和协定规定的争端解决办法仍然持有保留

意见，不愿意接受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任择条款。

它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政治解决办法。至于国际组织

及其对争端解决办法的选择，正如许多委员所指出

的，出于各种原因，它们似乎倾向于寻求政治解决手

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来解决它们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

织的争议。它们与国家的关系一般遵循其组织章程

或与国家协定，包括总部协定以及特权与豁免协定。

另外，有一种普遍默契导致和平手段不被用于解决国

际组织之间的争端。在这方面，他同意加亚先生和

迈克尔爵士在上次会议上表示的意见。有几个原因

解释了为何不使用法律机制和平解决争端，其中包

括缺乏接受某些解决办法的政治意愿，因为这些办

法会直接或间接要求国际法人实体诉诸某一特定争

端解决程序并接受由此导致的结果。然而，还有一

个原因是，大家对问题的各个方面缺乏了解和认识，

委员会可通过对和平解决争端这一问题的研究，从

工作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它可以制定一个声明范本，各国可使用这种范本来接

受关于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任择条款，说明每种

声明要求的内容并明确指出可引起的国家法律责任。

鉴于各国不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部分原因是它

们不了解接受的后果，这会有助于它们更容易地接

受这种管辖权。还就国家和国际组织可利用的法律

解决争端机制进行探讨，其中包括仲裁和法律诉讼，

所有涉及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问题、国家的管辖权问题

以及国际组织的强制管辖权问题。委员会还可以制

定示范规则以纳入条款草案及国际公约和协定，从

而帮助和平解决争端。这些规则将只是一些示范解

决办法，因为很难制定适用于各种争议的示范规则，

而且各种条约和公约的内容、性质和签字者也不尽

相同。另外，有时可以用一种备选方案来替代国际

争端解决文书的内容，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是和

文书的目的完全或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委员会可拟

议若干备选争端解决机制，以便谈判各方可完全或

部分采用其中之一。如果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则

在必要情况下可指定一名特别报告员或成立一个工

作组予以审议。

7. 丰巴先生说，十分重要的是，委员会要为目

前关于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促进法治问题的辩论作

出贡献。在这方面，将和平解决争端这一议题列入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是正确的，迈克尔爵士编写的工

作文件 (A/CN.4/641)第20段中列出的题目清单似乎

总体而言是可接受的。

8. 迈克尔爵士关于优先考虑第20(b)段中提到

的议题，即改进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是令

人信服的。在这方面提出的总体框架似乎很有意义，

值得给予更多考虑。

9. 他感谢加亚先生对委员会工作的最终成果以

及如何进一步工作所做的评论，这些评论非常有意

义而且十分中肯。的确，不编写条款草案，而只是

提供一些建议，并在将题目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

计划之前，先看一看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反应，这

样做是明智的。在不对这方面可能作出的最终决定

妄下预断的情况下，他建议将这一议题转交委员会

的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10. 诺尔特先生对迈克尔爵士表示祝贺，他

的工作文件为委员会的讨论提供了良好基础。他

表示，他将仅对文件第20段中提出的议题发表 
评论。

11. 他对编写分段 (a)和 (e)中所提到的争端解

决条款范本是否有用表示怀疑。各国有很多种可能的

条款，不能确定的是，委员会是否能从政治、甚或

是技术角度出发，就最佳选择提出适当的咨询意见。

要取决于争议的种类、它们的利益和有关的实质性法

律，国家可能会采用一个或另一个条款。正如迈克

尔爵士在其工作文件的第15 (e)段中所回顾的，联合

国早在1992年就发表了《和平解决国家争端手册》
242，

其中包含了从国家实践中找到的一些不同争端解决

摘要，这一手册是可更新的。

12. 另一方面，在文件的第20段，(b)分段中提

出的建议是有希望的。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

有点被忽略了，尽管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在委员

会通过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之后可能会更

重要。分段 (b)中所阐述的议题范围可加以扩大，以

便包括分段 (c)中所提议题的某些方面。分段 (c)中提

到的接触和利用不同争议解决机制的问题可能与涉

及国际组织的争端十分相关，因此应当对其进行进

一步讨论。

242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和平解决国家争端手册》(OLA/
COD/2394)(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2.V.7)，1992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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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对分段 (d)中提到的议题，特别是有关国

际法中可能存在的程序不成体系问题，有些关切。委

员会已决定不将该议题列入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

题的初步研究。他不知道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否已

取得足够进展，使委员会可以不只拟议一个一般参

考框架。

14. 麦克雷先生对迈克尔爵士提出的工作文件

表示祝贺。他注意到，在第20段 (b)分段中提出的议

题受到了委员会成员的广泛支持，他同意诺尔特先

生的想法，即将其范围扩大，以包括在 (c)分段中提

到的一些内容。

15. 在第20段 (d)分段中提出的议题不应当取

消。讨论它的时机可能还不够成熟，但却是委员会关

于国际法不成体系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后续行动。如

果要为研究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成立一个工作组，让

该工作组讨论这一议题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16. 在第20段 (c)分段中提出的议题很有意义，

特别是对国际组织而言，但委员会应当从尽可能广

阔的角度看待它。国际组织有时会面临诉讼。迈克

尔爵士曾提到提交国内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以及工

作人员针对本组织的一些诉讼。最后一个问题不应

当排除，它值得进一步研究。对已经确立的使工作

人员能够通过国际机制起诉其组织的程序进行研究，

并将之作为基础，制定出适用于其他机制框架的程

序，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17. 除在上次会议上作为例子提到的组织被起

诉的情况以外，还应当提到向世贸组织提交的大量

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欧洲联盟或为原告或为被告，

这都是宝贵的经验来源。

18. 至于要遵循的程序，将题目转交委员会的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似乎是合理的，但需要注意合

适的时机。考虑到围绕着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的

争议，委员会在研究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这一

议题之前，先了解一下大会对这些国际组织的责任

条款草案的反应，是有益的。

19.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对迈克尔爵

士提出工作文件表示祝贺，同时感谢秘书处很有意

义的说明。她的评论一方面将集中在和平解决争端

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上，另一方面将集中在迈

克尔爵士拟议的议题上。 

20. 关于第一点，她同意，这对国际法而言是

一个重要问题—不仅从总体角度，即在国际范围

内保障法治来看是如此；从实际角度来看，委员会可

以作出有益的贡献。近些年来，争端解决模式经历

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特别是司法解决办法越来

越多地被采用，以及模式的某些方面受到质疑，如

咨询职能的范围和意义、合法性标准以及就和平解

决争端备选安排的互动，特别是结合司法模式进行

思考的需要等。这里包括国际法院最近对《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的裁决，以及国际

海洋法法庭最近就过往谈判和诉诸国际机构之间的

关系所做的其他裁定。

21. 关于第二点，值得特别注意的议题分为两

种一般类型：一方面是国际组织和争端解决，另一方

面是通过对拟议的不同议题 (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括

国际管辖权的形式条件 )进行交叉分析，就司法解决

争端进行范围广泛的审查的需要。

22. 她对编写与争端解决有关的示范条款有

些保留意见。建议肯定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委员会

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为现在还不清楚它在这方

面是否能作出很大贡献。最后，她赞成将和平解

决争端这一题目转交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审议的 
建议。

23. 雅各布松女士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

对迈克尔爵士提出工作文件表示祝贺。在上届会议

上，她强调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法治和和平解决争

端的关系。因此，委员会对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作

出贡献是有益的。

24. 关于迈克尔爵士所提出的供委员会审议的

五个议题，其中按顺序最重要的分别是第20段 (c)、
(e)和 (b)分段所提到的议题。尽管杜加尔德先生在上

次会议上曾提出相反意见，(b)分段中提到的关于改

进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的建议可列为一项 
议题。

25. 审议分段 (c)中提出的议题，即研究各方接

触和利用不同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将是委员会的

一个重要贡献，特别是如果附上如何改进机制和弥

补不足的具体建议。 

26. 关于任择条款下声明的 (e)分段中所载的建

议，其中包括详细制定并纳入示范条款范本，其提出

是适时的。这个问题现在已不那么敏感，而且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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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取得新的积极进展，委员会可对其他法律机构，

如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 (公法顾委 )所做的工作

加以利用。

27. 分段 (a)中提到详细制定争端解决示范条款

以列入委员会编写的草案，她不认为这有多大意义。

如果委员会平常编写公约草案时就将这种条款列入

其中会更好一些。没有“万能” 解决办法，示范条款

必须要适合每一具体情况。

28. 她在上届会议上说过，重要的是扩大讨论

范围，使其不仅包括真正的争端解决条款，而且包

括备选办法和机制，如实况调查机制。实况调查可

以是法律性的，不一定必须是政治性的。工作文件

中没有明确提到这方面，在建议中也未列出。她高兴

地注意到，在辩论过程中，其他委员提出了这些问题，

希望在该议题成为长期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之后，可将

这些问题纳入委员会未来与这一专题有关的工作中。

同样重要的是，应讨论从未用过的机制，如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的机制和《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

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一议定书》)第90条所规定的机制 (亦称国际实况调

查委员会 )。还应提及的是各条约项下所列的专家名

单，它们从未被用过。

29. 如果能在本届会议期间向长期工作方案工

作组提供一个工作计划，那将会是有益的。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遵照加亚先生和

麦克雷先生的审慎敦嘱，在委员会年度报告第三章

中表明，委员会正准备审议一个新的专题，即和平

解决争端，并按照与工作文件第20段不同的顺序列

出可能的分议题，并在适当情况下作出补充。这一

办法可使委员会看到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反应。

31. 应当为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编写一份文件。

该文件可在本届会议期间编写，但鉴于已经作出的

评论，可能最好等到2012年的届会再这样做。在这

一专题上仓促行事会引起忧虑。

32. 哈穆德先生说，他赞成迈克尔爵士关于在

委员会报告第三章中提及该专题的建议。然而，在将

该议题纳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计划方面，他想知道是

否可以在委员会成员提出其他问题的同时在工作组

中讨论这个问题。在制定工作计划和编写文件之前，

最好先确定要采用的办法和需要集中讨论的方面。

3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不应匆忙作出决定，

最佳方案是让扩大的主席团参照本届会议第二部分

和2012年届会的工作计划作出决定。

上午11时5分散会。

第3097次会议

2011年6月3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

嗣后：罗汉 · 佩雷拉先生 (报告员 )

出席：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

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

穆德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钱尼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完 *) 
(A/CN.4/636和Add.1-2 ；A/CN.4/637和
Add.1 ；A/CN.4/640 以及A/CN.4/L.778)

[议程项目3]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介绍了起

草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草案标

题及其案文如下：

国际组织的责任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条 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1.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负有的国
际责任。

2. 本条款草案也适用于国家对与国际组织行为相关的国
际不法行为负有的责任。

* 续自第308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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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 术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国际组织” 是指根据条约或受国际法治约的其他文

书建立的具有独立国际法律人格的组织。国际组织的成员除

国家以外，还可包括其他实体；

(b) “该组织的规则” 具体是指：该国际组织的宪章性文

件、依宪章性文件通过的决定、决议和其他文件及该组织已

确立的惯例；

(c) “国际组织的机关” 是指按照该组织的规则具有该地

位的人或实体；

(d) “国际组织的代理人” 是指由该组织机关之外、受该

组织托付负责履行，或协助履行其某项职能的官员和其他人

或实体，因此，该组织借助他们来实施行为。

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3条 国际组织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国际组织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均引起该组织的国际责任。

第4条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在下述情况下，国际组织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国际不法

行为：

(a) 依国际法，该行为可归于该组织；并且

(b) 该行为构成对该组织国际义务的违反。

第5条 把国际组织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在把国际组织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时须遵守国

际法。

第二章

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

第6条 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

1. 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履行该机关或代理人职能的

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组织的行为，不论该机关或代理人

相对于该组织而言具有何种地位。

2. 为确定该组织的机关和代理人的职能，适用该组织的

规则。

第7条 交由国际组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

或代理人的行为

交由国际组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

代理人的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前一国际组织的行为，如该组

织对该行为行使有效控制。

第8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若以官方身份并在该组织总体

职能范围内行事，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组织的行为，即

使该行为逾越了该机关或代理人的权限或违背了指示。

第9条 被国际组织承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行为

按照本条款草案第6至第8条不能归于一国际组织的行

为，在并且只在该组织承认此行为并当作自身行为的情况下，

依国际法应视为该组织的行为。

第三章

违反国际义务

第10条 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1. 如果国际组织的行为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该

组织即违反了该国际义务，不论所涉义务的起源或特性。

2. 第1款也包括一国际组织是否依组织规则对待其成

员，可产生的任何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

第11条 对国际组织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

除非行为发生时国际组织受一项国际义务的约束，否则

该组织的行为不构成对该项义务的违反。

第12条 违反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1. 国际组织的非持续性行为违反一项国际义务时，该行

为发生的时刻即为违反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使该行为的

影响继续存在。

2. 国际组织的持续性行为违反一项国际义务时，该行为

持续并始终违反该项义务的整个期间即为违反义务行为延续

的时间。

3. 如果一项国际义务要求一国际组织防止一特定事件

的发生，则该事件发生的时刻即为违反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

而该事件持续进行并始终违反该项义务的整个期间即为违反

义务行为延续的时间。

第13条 复合行为违反义务

1. 国际组织通过被一并定义为不法行为的一系列作为和

不作为违反国际义务的情事，发生于一作为或不作为发生的

时刻，该作为或不作为连同其他作为或不作为看待，足以构

成不法行为。

2. 在此种情况下，自该系列作为和不作为中的第一个作

为或不作为开始，这些作为或不作为反复发生并始终违反该

项国际义务的整个期间，即为违反义务行为延续的时间。

第四章

国际组织对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第14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

国际组织应对其援助或协助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的

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如果：

(a) 该组织这样做时知道该不法行为的情况；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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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该行为若由该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第15条 指挥和控制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国际组织应为其指挥和控制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的

国际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如果：

(a) 该组织这样做时知道该不法行为的情况；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第16条 胁迫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

胁迫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实施某行为的国际组织应对该

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

(a) 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该行为会是被胁迫国或国际

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且

(b) 进行胁迫的国际组织在知道该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

第17条 通过向成员发出决定和授权而避免承担国际义务

1. 如果国际组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使其成员国或

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实施若由该组织自己实施会构成国际不

法行为的行为，从而使该组织避免承担国际义务，则该组织

负有国际责任。

2. 如果国际组织授权其成员国或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实

施若由该组织自己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且有关

行为因授权得以实施，从而使该组织避免承担国际义务，则

该组织负有国际责任。

3. 无论有关行为对于上述决定或授权所针对的成员国或

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是否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第1款和第2款
均适用。

第18条 作为另一国际组织成员的国际组织的责任

在不影响本条款草案第14条至第17条草案的情况下，作

为另一国际组织成员的国际组织也可因前者的行为而产生国

际责任，其条件与第61条和第62条中适用于作为国际组织成

员的国家的条件相同。

第19条 本章的效力

本章不影响实施有关行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20条 同意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以有效方式表示同意另一国际组织实

施某项特定行为时，则对于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而言，该特

定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但以该行为不逾越该项同意的范

围为限。

第21条 自卫

国际组织的行为只要构成国际法上的合法自卫措施，该

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

第22条 反措施

1. 在遵守第2款和第3款的前提下，国际组织违反其对

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构成根据国际法，

包括本条款草案第四部分第二章中所规定的实质性和程序性

条件而对另一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施，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

解除。

2. 在遵守第3款的前提下，国际组织不得对作为其成员

的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除非：

(a) 符合第1款所指的条件；

(b) 反措施并非不符合该组织的规则；并且

(c) 别无其他适当手段促使该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遵

守关于停止违法行为和作出赔偿的义务。

3. 国际组织不得对违反该组织的规则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的成员国或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除非该组织的

规则规定了此种反措施。

第23条 不可抗力

1. 国际组织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力，

即起因于该组织无法控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无法预料的事

件，以致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该行

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

2. 在下列情况下，第1款不适用：

(a) 不可抗力情况是由援引该情况的组织的行为单独导

致或与其他因素一并导致；或

(b) 该组织已承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

第24条 危难

1. 对于国际组织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有关行为

人在遭遇危难的情况下，除此行为之外，别无其他合理方法

来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的其他人的生命，则该行为的不法

性即告解除。

2. 在下列情况下，第1款不适用：

(a) 危难情况是由援引该情况的组织的行为单独导致或

与其他因素一并导致；或

(b) 所涉行为很可能导致程度相当或更大的危险。

第25条 危急情况

1. 国际组织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来解除该组织违

反其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该行为：

(a) 是该组织按照国际法履行保护其成员国或整个国际

社会根本利益的职能时，为保障该利益免遭严重迫切危险可

采取的唯一办法；并且

(b) 没有严重损害该组织对其承担国际义务的一国或多

国的根本利益，或者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2. 在下列情况下，国际组织无论如何不得援引危急情况

作为解除不法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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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关的国际义务排除了援引危急情况的可能性；或

(b) 该组织促成了该危急情况。

第26条 对强制性规范的遵守

对于国际组织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

的任何行为，本章中的任何规定均不解除其不法性。

第27条 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

根据本章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妨碍：

(a) 在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再存在时遵守该项义务；

(b) 对该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物质损失的补偿问题。

第三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28条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国际组织依照本条款草案第二部分的规定对国际不法

行为承担的国际责任，产生本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第29条 继续履行的责任

依照本部分对国际不法行为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影响责任

国际组织继续履行所违反义务的责任。

第30条 停止和不重犯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

(a) 在该不法行为正在进行时，立即停止该行为；

(b) 在必要情况下，提供不重犯该行为的适当承诺和保证。

第31条 赔偿

1. 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

供充分赔偿。

2. 损害包括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任何损

害，无论是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

第32条 组织规则的相关性

1. 责任国际组织不得以其规则作为不能按照本部分的规

定遵守其义务的理由。

2. 第1款不妨碍国际组织的规则适用于该组织与其成员

国和成员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33条 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

1. 本部分规定的责任国际组织的义务可能是对一个或若

干国家、一个或若干其他组织、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

具体取决于该国际义务的特性和内容及违反义务的情况。

2. 本部分不妨碍任何人或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由

于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

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34条 赔偿的方式

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充分赔偿，应按照本章的

规定，单独或合并采取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方式。

第35条 恢复原状

在下述情况下，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恢

复原状，即恢复到实施不法行为以前所存在的状况：

(a) 恢复原状并非实际上不可能；

(b) 从恢复原状而非补偿中得到的利益与所引起的负担

不致完全不成比例。

第36条 补偿

1. 如损害没有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得到赔偿，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补偿该行为造成的损害。

2. 这种补偿应该涵盖在经济上可以评估的任何损害，包

括可以确定的利润损失。

第37条 抵偿

1. 如损害没有以恢复原状或补偿的方式得到赔偿，一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有义务对该行为造成的损失给予

抵偿。

2. 抵偿可采取承认不法行为、表示遗憾、正式道歉或其

他适当的方式。

3. 抵偿不应与损害不成比例，并且不得采取羞辱责任国

际组织的方式。

第38条 利息

1. 为确保充分赔偿，在必要时，应支付根据本章所应支

付的任何本金金额的利息。为此应规定利率和计算方法。

2. 利息从应支付本金金额之日起算，至完成履行支付义

务之日为止。

第39条 促成损害

在确定赔偿时，应考虑到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或为其提出

索赔的任何人或实体由于故意或疏忽以作为或不作为而促成

损害的情况。

第40条 确保履行给予赔偿的义务

1. 责任国际组织应根据其规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

其成员向该组织提供有效履行本章所规定的义务的手段。

2. 责任国际组织的成员应采取该组织的规则可能要求采

取的一切适当措施，使该组织能够履行本章所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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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义务

第41条 本章的适用

1. 本章适用于国际组织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规定的义务的行为所产生的国际责任。

2. 如果此种违反义务行为涉及责任国际组织严重地或系

统性地不履行义务，则构成严重违反义务行为。

第42条 严重违反本章规定的义务的特定后果

1. 国家和国际组织应进行合作，通过合法手段制止本条

款草案第41条含义范围内的任何严重违反义务行为。

2. 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均不得承认本条款草案第41条
含义范围内的严重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情况为合法，也不得

为维持这种现状提供援助或协助。

3.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本部分所指的其他后果和本章适用

的违反义务行为可能依国际法引起的进一步后果。

第四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一章

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

第43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的责任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权在下列情况下作为受害国或受害

国际组织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a) 被违反的义务是单独地向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承担的

义务；

(b) 被违反的义务是向包括该国或该组织在内的国家集

团或国际组织集团或向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而对此义

务的违反：

㈠ 特别影响到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或

㈡ 因其性质，在进一步履行义务方面，根本改变了作

为义务对象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地位。

第44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通知其求偿的要求

1. 援引另一国际组织责任的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应将其求

偿的要求通知该组织。

2.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具体指明：

(a) 如不法行为仍在继续，责任国际组织为停止该不法

行为而应采取的行动；

(b) 根据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的规定应采取哪种赔偿 
方式。

第45条 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

1. 如求偿要求的提出不符合应适用的国籍规则，受害国

不得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

2. 如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适用于求偿要求，那么在未用

尽所有可利用的有效救济时，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不得援引另

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第46条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

(a)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已有效地放弃要求；

(b)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基于其行为应被视为已有效地默

认其求偿要求失效。

第47条 数个受害国或国际组织

在数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由于一国际组织的同一国际不法

行为而受害的情况下，每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分别援引该

国际组织对有关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第48条 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任

1. 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若干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对

同一国际不法行为应负责任的情形下，可以对每一个国家或

组织援引涉及该行为的责任。

2. 只有在援引主要责任未得到赔偿的情况下，方可援引

次要责任。

3. 第1款和第2款：

(a) 不允许任何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通过补偿的方式获取

多于其所受损失的利益；

(b) 不妨碍提供赔偿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他责任国或

国际组织可能具有的追索权。

第49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 
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1.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在下列

情况下按照第4款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被违反的义务是

向包括援引责任的国家或组织在内的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集

团承担的，并且是为了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定的。

2.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有权在下列情况下按照第4款援引

一国际组织的责任：被违反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

3. 不是受害方的国际组织有权在下列情况下按照第4款
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被违反的义务是向整个国际社会承

担的，而且保护该义务所基于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属于援

引责任的国际组织的职责。

4. 有权按照第1款至第3款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可要求责任国际组织：

(a) 按照本条款草案第30条的规定，停止国际不法行为，

并提供不重犯的承诺和保证；并且

(b) 按照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的规定，履行向受害国或

国际组织或被违反的义务的受益人提供赔偿的义务。

5.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按照本条款草案第44条、第45条
第2款和第46条援引责任的条件同样适用于有权按照第1款至

第4款这样做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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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条 本章的范围

本章不妨碍个人或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可能具有

的援引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权利。

第二章

反措施

第51条 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1. 受害国或受害的国际组织只在为促使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国际组织依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履行其义务时，才可对

该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

2. 反措施限于采取措施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暂不履行对责

任国际组织的国际义务。

3. 反措施应尽可能容许恢复履行有关义务。

4. 反措施应尽可能限制其对责任国际组织行使其职能的

影响。

第52条 国际组织成员采取反措施的条件

1. 在遵守第2款的前提下，责任国际组织的受害成员国

或国际组织，不可对该组织采取反措施，除非：

(a) 本条款草案第51条所指的条件得到满足；

(b) 反措施并非不符合该组织的规则；并且

(c) 别无其他适当手段促使该责任国际组织履行关于停

止违法行为和作出赔偿的义务。

2. 责任国际组织的受害成员国或国际组织不得因该组织

违反了该组织的规则所规定的国际义务而对该组织采取反措

施，除非该组织的规则规定了此种反措施。

第53条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1. 反措施不得影响：

(a)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得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

相威胁的义务；

(b) 保护人权的义务；

(c) 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

(d) 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其他义务。

2. 采取反措施的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仍应履行下列义务：

(a) 其与责任国际组织之间任何可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

项下的义务；

(b) 尊重责任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以及该组织馆舍、

档案和文件的不可侵犯性。

第54条 反措施的相称性

反措施必须和所遭受的损害相称，并应考虑到国际不法

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有关权利。

第55条 采取反措施的条件

1.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在采取反措施以前应：

(a) 根据本条款草案第44条要求责任国际组织按照第三

部分履行其义务；

(b) 将采取反措施的任何决定通知责任国际组织并提议

与该组织进行谈判。

2. 虽有第1款 (b)项的规定，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采取

必要的紧急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3.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采取反措施，如已采取，务必中止，

不得无理拖延：

(a) 国际不法行为已经停止；并且

(b) 已将争端送交有权作出对当事方有约束力决定的法

院或法庭。

4. 责任国际组织若不秉诚履行争端解决程序，第3款即

不适用。

第56条 终止反措施

一旦责任国际组织按照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履行了其与

国际不法行为有关的义务，即应终止反措施。

第57条 受害国或组织以外国家或国际组织 
采取的措施

本章不妨碍根据本条款草案第49条第1款至第3款有权援

引国际组织的责任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对该国际组织采

取合法措施，以确保停止该违反义务行为，并使受害国或受

害组织或被违反的义务的受益人获得赔偿。

第五部分

国家对国际组织相关行为所负的责任

第58条 国家援助或协助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1. 援助或协助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在下列

情况下应对援助或协助的行为负国际责任：

(a) 该国在了解国际不法行为情况下这样做；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2. 国际组织的国家成员按照该组织的规则实施的行为不

负本条款草案规定的国际责任。

第59条 国家指挥和控制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1. 在下列情况下，指挥和控制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

为的国家应为该行为负国际责任：

(a) 该国这样做时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2. 国际组织的国家成员按照该组织的规则实施的行为不

负本条款草案规定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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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条 国家胁迫国际组织

在下列情况下，胁迫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

应为该行为负国际责任：

(a) 该行为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构成被胁迫的国际组

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且

(b) 该胁迫国这样做时知道该行为的情况。

第61条 国际组织成员国规避国际义务

1. 国际组织成员国，若为规避国际义务、利用该组织对

该国某一国际义务事项所具有的主管职权、致使该组织实施

若由该国实施即构成违反该义务的行为，即产生国际责任。

2. 无论该行为是否构成该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第

1款都适用。

第62条 国际组织成员国对该组织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1. 国际组织成员国应在下列情况下对该组织的国际不法

行为负责：

(a) 已接受该行为对受害方的责任；或

(b) 已导致受害方认定它将承担责任。

2. 按照第1款产生的国家的国际责任应推定为次要责

任。

第63条 本部分的效力

本部分不妨碍实施有关行为的国际组织或任何国家或其

他国际组织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第64条 特别法

关于国际不法行为之存在的条件、或国际组织或国家对

涉及国际组织之行为的国际责任，若其内容或履行须遵守国

际法特别规则，则不适用本条款草案。这种国际法特别规则

可能载于适用于国际组织同其成员之间关系的组织规则。

第65条 本条款草案中没有规定的国际责任问题

在本条款草案中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关于国际组织或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仍应遵守可适用的国际法 
规则。

第66条 个人的责任

本条款草案不影响以国际组织或国家名义行事的任何人

在国际法中的个人责任问题。

第67条 《联合国宪章》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2. 2011年4月29日至5月19日，起草委员会举

行了11次会议。起草委完成了67项条款草案的编纂

工作，并决定向全体会议报告，随附建议二读应通

过条款草案。

3. 这对国际法委员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

刻。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关于国际责任条款的工作，是

1949年被甄选为拟审议的各类原始专题之一，如今

即将完成，此举无疑是委员会为编纂和逐步发展国

际法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继2001年完成编纂了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43 的工作之后，委员

会将注意力转到了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上，过去十

年来为之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

4. 委员会拥有诸位如此才华超群，经验丰富的

特别报告员实属有幸，他们为构建并发展国家和国际

组织责任的国际制度概念，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和才

智。现任特别报告员乔治 · 加亚先生加入了那些曾为

推进对国际法当代理解作出奉献的特别报告员之列。

他谨以起草委员会名义对特别报告员以有效方式处

置对条款草案的二读表示深为赞赏。乔治 · 加亚先生

对该专题了然于胸，大为促进了起草委员会的任务。

他还对委员会成员们的建设性工作表示赞赏，并感

谢秘书处给予的重要协助。

5.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分为六个部

分，第一部分题为“导言”。

6. 第1条草案阐述了条款草案的范围。其第1
款除最后一部分由“国际法所指的不法行为 (act that is 
wrongful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改为“国际不法行为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外，以一读时的形式获

得通过 244。

7. 起草委员会修订了第2款，从而更贴切地体

现条款草案的范围。起草委力求找到一种方法以考虑

到第60和第61条草案中所述及的情景，即国家要为

某个国际组织所实施的，不属该组织的不法行为负责。

为之审议了各类不同的版本。该款还需涵盖第62条
草案设想的情况，即一国为之负责的不是本身的不法

行为，而是一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受第五部分标题

的启发，起草委将该段最后一部分编撰为：“对与国

际组织行为相关的国际不法行为 [负有的责任 ]。”

243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244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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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起草委员会还曾考虑过要具体注明参照第五

部分，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因为第五部分虽然集

中了与国家责任相关的条款，但并非是适用国家责

任的唯一部分，其他部分，如第一和第六部分，也

与此相关。委员会曾审议了所编撰的各个不同版本，

力图通过使用诸如“关联 (relates to)”、“指 (refers to)”

和“涉及 (concerns)” 等术语，展现出条款草案处理国

家责任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决定保留较为笼统的措

辞，“适用于 (apply to)” 国家责任。

9. 起草委员会还选择 [英文本 ]用不定冠词“an”

而不是“the” 来修饰国际不法行为，以便与第1款的

措辞相吻合。第1条草案的标题“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保留不改。

10. 第2条草案与术语相关。为二读审议所拟

的版本载有四个术语的定义，这一点不同于一读通

过的案文，其中仅列有三个术语的定义。

11. 一读通过的 (a)款和 (b)款保留了一读通过

时的措辞，分别为“国际组织” 和“该组织的规则” 提

供了定义，仅在 (b)款首次述及“组织” 之前添加了“国
际” 一词。这样做是为了使各条款在述及国际组织时

前后一致。还在通篇案文的其他几处进行了类似的

细微改动。对于 (b)款，起草委员会决定不采纳强调

国际法部分规则的提议，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其他

规则未必即是国际法的规则，但却不无相关—例

如，在确定管辖范围或准予同意时即是如此。同时，

起草委认为列入优先主次顺序并非妥当之举，因为

根据各个当事国际组织，主次顺序或有不同。

12. 新编撰的 (c)项和 (d)项造成了最大的困难。

纳入 (c)款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国际组织的机关” 的

定义。这是根据特别报告员受国家责任条款第4条
第2款 245 启发所提出的建议而编撰的。选用“是指

(means)”，而非“包括 (includes)” 的原因是要与 (d)款
“代理人” 的定义行文统一。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一

项提议，即不参照组织规则、编撰一个更实质性的

机关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该定义本可如下：“受组

织托付负责履行，或协助履行该组织某项职能的个

人或实体，该组织借助他们来实施行为。” 起草委员

会决定保留特别报告员所拟议的更笼统的措辞方式，

因为对于不同的国际组织，“机关” 这个概念的内涵

各有不同。参照某国际组织的规则，不被“机关” 定

245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5页。

义所涵盖的个人或实体却可能被视为“代理人”，前

提是满足 (d)款的条件。

13. (d)款对“国际组织的代理人” 进行了定义。

对一读通过的案文做出了两项修订。第一，在“代理

人” 之前加上了“国际组织” 的前缀，以便与新编的 (c)
款实现措辞统一。第二项修改添加了一句：“受该组

织的托付负责履行，或协助履行该组织的某项职能”，
目的是使该条款更贴近于国际法院在伤害赔偿案咨

询意见中所载的更为广泛的定义。“该组织借助 [他
们来 ]实施行为 (through whom the organization acts)”

一句被挪至该款最后，并改为“因此，该组织借助 [他
们 来 ]实 施 行 为 (thus through whom the organization 
acts)。” 正如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所述，“thus (因
此 )” 一词用以表明这不是一项追加要求，而是对履

行或协助履行该组织某项职能的要求所作的进一步

说明。注意到国际组织将其职能托付给其他人或实

体—如其他机构或公司—的做法，加入了“人或

实体” 的措辞。 

14. 起草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可通过列入“除
[……]机关之外” 的短句，以避免“机关” 和“代理人”

两个类别之间重叠的相关问题。尽管在某些情况下，

根据组织规则，人或实体既可被指定为机关，也可

被指定为代理人，但在两者之间加以区分还是有意

义的。例如，条款草案第6至第8条草案即列入了“机
关或代理人” 的措辞。(c)款和 (d)款的综合效果是，

为条款草案的目的，组织规则认定为机关者即为“机
关”，受组织托付负责履行，或协助履行其某项职能

的其他人或物，即为“代理人”。

15. 第2条草案的标题“术语”，保留不动。

16. 第二部分的标题为“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

为”，共分五章。

17. 第一章标题是“一般原则”，共有三个条款

草案，其中包括二读时增加的一条新条款。

18. 除了将第3和4条草案内第二次提及的“国
际组织” 改为“该组织” 之外，上述两项条款草案的案

文和标题均未经实质性改动获得了通过。一国提议

在第4条草案中列入损害因果关系要求。委员会决定

不这么做，因为不清楚如何才可规定国际组织实施

的行为须具备这个因素，而对各国的行为却无此规

定：2001年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案

文未曾有过这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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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5条是新推出的草案。这是在讨论第64
条草案特别法时提出的，特别是该条款可否被默示

理解为，若按某个国际组织规则为合法行为，那么，

就意味着必定属于国际法下的合法行为。起草委员

会认为作为政策问题，条款草案不应允许这样的 
解释。

20. 因此，新第5条草案要解决的是对国际组织

国际不法行为的定性问题。该条借鉴国家责任条款

的第3条第一句 246，经必要修订后编撰出了案文，并

确立了由国际法来裁定某个国际组织的行为究竟是

否为不法行为的原则。

21. 然而，起草委员会并没有列入国家责任条

款的第3条第二句，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显然无法宣

称这样的定性可不受该组织规则的影响。该组织的规

则可包括有可能与定性国际不法行为相关的国际法

规则。虽然委员会力求抓住—包括通过一项引述

该组织“内部法” 的提议—这一细微差别，但还是

无法编撰出令人满意的案文。因此，起草委只能权

且接受目前的版本，所基于的谅解是，最好在评注

中就与该组织规则之间的互动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

22. 起草委员会同意，该条款应出现在条款草

案的起始部分，处于与国家责任条款同类案文基本

相同的位置。起草委最初想将之作为第2款编入第4
条草案，但最后决定将之单列一条，因为它处理的

事项与第4条草案有所不同。

23. 第5条草案的标题是“把国际组织的行为定

性为国际不法行为”，效仿了国家责任条款第3条的

标题。

24. 第二章由四个条款草案组成，保留了一读

通过的标题，即“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

25. 第6条草案述及国际组织机关或代理人的

行为。除一些措辞修改之外，该条款大体保留了一

读通过的形式。[英文本中 ]第1款前的“an act” 之前

的“as” 被删除，以使行文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更

为一致。 

26. 有人提议案文应具体阐明，所述行为必须

依据该组织的指示或其控制之下，或以正式身份进

行。然而，起草委决定不列入这一元素，以免被认

246 同上，第41页。

为制定了一项附加要求。这个问题通过对第8条草案

的修订得到了解决。

27. 第2款为求臻善，修改了原文后一句，新案

文为：“适用该组织的规则”。目的是为了更清楚的阐

明该组织的规则并不是唯一确定机关或代理人职能

的基准，评注中提及了这一点，但在一读通过的案

文中却未讲明白。一方面，将职能归于某代理人超出

了一国际组织规则范围的事实，并不能使该组织否认

其代理人行为应当归于该组织。另一方面，组织规

则通常用于确定该组织机关和代理人的职能。由“应
适用” 改为“适用”，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细微差别。

28. 已将第6条草案的标题改为“国际组织的机

关或代理人的行为”，这样更明晰且与关于国家责任

的条款更为一致。

29. 起草委员会注意到，各国和国际组织对第

7条草案所作评论中，有许多是关于该条评注的。起

草委审议了某国的提案，即具体阐明由国际组织支

配用于履行其职能的机关。起草委认为这样做没有

必要，因此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

30. 第7条草案的标题已修正为“交由国际组织

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

行为”，目的是与其本身的案文更为一致。

31. 参照通篇草案所采用的措辞，在第8条草案

中删掉了 [英文本中 ] “国际组织代理人” 之前的不定

冠词“an”。起草委员会还决定将“以该身份” 改为“以
官方身份并在该组织总体职能范围内行事”。句中用

了一个“并” 字以清楚表明这是两个单独的问题。新

编撰的句子意在使案文切合国际组织的惯例。尽管起

草委员会对其可能会限制受害者针对国际组织寻求

救济的能力表示关切，但起草委一直认为，某一国

际组织未能管控住其机关或代理人的不法行为问题，

隶属第6条草案所述范围。

32. “即便 (even though)” 二字已被改为“即使

(even if)”，这是关于国家责任相应条款所采用的措辞。

第8条草案的标题“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未予改动。 

33. 第9条草案述及国际组织承认并接纳为自

身行为的行为。该条款除了将“前述条款草案” 改为

“条款草案第6至第8条” 并将第二次出现的“国际组

织” 之前的“国际” 二字删除之外，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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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9条草案的标题“被国际组织承认并当作

自身行为的行为” 未作改动。

35. 第三章共有四个条款草案。一读通过的标

题“违反国际义务” 得到保留。

36. 第10条草案述及发生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

对于第1款，起草委员会注意到某国际组织提出的一项

建议，即应明确如下内容：违反某组织规则的行为并不

等同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起草委曾考虑将“国际义务”

改为“依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以表达其间的细微差别，

但最终决定不作更改，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对其他

条款草案做相同的修改，从而会由于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之间的不同，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相反解释。将在评注中澄清说明“国
际义务” 指的是依据国际法形成的义务。

37. 起草委员会随后集中修订一读通过的结尾

句案文，即“不论其起源或特性 (regardless of its origin 
and character)”。起草委认为“其 (its)” 一字令人困

惑，于是决定将之重拟为“不论所涉义务的起源或特

性 (regardless of the origin or character of the obligation 
concerned)”。“起源和特性 (origin and character)” 之所

以改为“起源或特性 (origin or character)”，就是为了

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所采用的行文一致。 

38. 起草委员会将第2款中的“违反国际义务”

改为“任何违反国际义务”，从而表明并非所有依据

该组织规则产生的义务，都是国际义务。起草委曾

讨论过替换“可产生” 的其他措辞，包括“基于”、“根
据” 和“由……引起” 等。然而，起草委决定保留一读

通过的措辞，以表明虽然该组织规则本身并非即是

国际法，但这些规则亦可成为依据国际法产生义务

的基础。 

39. 起草委员会还在“可产生……国际义务” 之

前加入“国际组织……对待其成员”，以提醒该组织的

规则主要制约其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出于该组织规

则的、与非成员关系中的义务，不会成为国际法规

定的义务。这句话有助于确认在第32条草案中明述

并在第5条草案所暗示的内容，即不得假借组织规则，

不遵循或篡改本该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规则。 

40. 第10条草案的标题“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

发生” 未做改动。

41. 对第11、12和第13条条款草案的案文和标

题作了细微改动。

42. 第二部分第四章的标题为“国际组织对国家

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共有六个条款草案。

除对第14条 (a)项及15条稍作改动，将“该组织” 改

为“上述组织” 外，起草委员会决定不对第14条至第

16条以及第18条和第19条的案文和标题做任何改

动。第17条草案是该章中唯一经过修订的条款草案。 

43. 起草委员会在第14条草案下审议了是否对

“知道 [……]情况” 增列意向元素的问题，因为关于国

家责任的相应条款在评注中提及了这个元素。在一

读通过的案文评注中，特别报告员曾担心这可能与

未包括这个元素的条款草案之间会出现差异，而否

定了重提意向标准 247。虽然有人支持在条款草案中列

入意向标准，但起草委员会决定不这么做，因为这

会意味着责任概念的重心转移，可能对关于国家责

任的案文产生影响。 

44. 第17条草案在起草委员会中引起了一些讨

论，对该条款做了大幅改动。特别报告员曾提议使

该条款草案受限于目前的第14条至第16条草案，为

此目的在其原第1款的开头插入一句措辞。这将消除

这些条款与第17条草案之间的任何重叠，并能清楚

地阐明，第17条草案是确立责任的补充基准。起草

委员会判定这样的澄清并非绝对必要，而且这可在

评注中加以说明。

45. 正如全体会议的辩论所述，是否将条款范

围扩大至包括通过建议进行规避的做法，一直是起草

委员会审议的核心问题。特别报告员提议删除第2款，

从而将条款草案的范围限制在有约束力的决定中。另

一项提案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 248，包括第2款，但

删除了该组织对其所通过的建议承担起责任的表述，

仅保留了对授权负责的概念。还有一项提案加入了

一建议造成成员实施某行为的内容。起草委最后倾向

于将无约束力行为的责任限于组织授权的范围。对

此的看法是，不同的组织对“建议” 概念赋予了不同

的含义及法律后果。关键的问题是，该组织通过建议，

是否授权其成员按具体的方式行事。这类“授权” 概

念中包括了那些制约成员会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建议

类型。这要在评注中加以阐明。

46. 基于这一理解，起草委员会通过了一条类

似于一读时通过的条款，关键的不同在于将“避免”

概念放在了第1和第2款的更突出位置。

24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3页 (条
款草案第13条 )。

248 同上，第45页 (条款草案第16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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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第1款保留了一读通过案文的要点。第2款
扩大了国际组织要为其规避国际义务承担责任的情

景范围，纳入了国际组织授权其成员实施若由该组

织自己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新措辞阐

明“且有关行为因授权得以实施”，通过与授权挂钩，

加强了前面对实际实施行为的表述。其根本的理念

是国际组织对其独立法人资格的滥用。

48. 第3款基本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形式。唯

一的改动是将“成员” 改为复数形式，并删除了所述

“建议”。起草委员会还决定 [在英文本中 ]将标题中

的“addressed” 一词取代“directed”，因而最后一句改

成“to which the decision or authorization is addressed”。

49. 第17条草案的标题已被修改为“通过向成

员发出决定和授权而避免承担国际义务”，以便使其

更贴近于条款内容。新措辞的另一个好处是与第14、
15和16条草案的标题类似。

50. 第五章是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该章的标

题“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未作改动。起草委员会

仅对本章八个条款草案中的两个条款做了修改。起

草委完全按一读的案文和标题通过了第20、23、24、
26和第27条草案。起草委虽对第21条草案进行了讨

论，却未做修改，但对第22和25条草案进行了修改。

51. 对关于述及自卫问题的第21条草案进行了

较长时间的讨论，以期为特别报告员提供编撰评注的

指导。在审议了某些拟将“构成 (constitutes)” 改为“可
被视为 (may be regarded as)”、“可相当于 (may amount 
to)” 或“是 (is)” 等尝试完善案文的提案之后，起草委

决定保留一读时拟议的条款，同时承认条款所述的情

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性的，并与国家责任背景下的

情况不甚相同。该条 [英文本 ]采纳了未在关于国家

责任条款相应条文中出现的新措辞“and to the extent 
that” 即表明了这一点。

52. 第21条草案的标题“自卫” 未作改动。

53. 第22条草案涉及为解除不法性情况所诉诸

的反措施定性。这一直是起草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

许多讨论的主题。主要问题在于原第2款及一国际组

织何时可对其成员采取反措施 249。起草委员会接受了

全体会议辩论期间提出的工作假设，即—尽管实

践中颇为困难—有可能对两类反措施进行区分：针

对某个成员违反与成员身份不相关的义务所采取的

249 同上，第47页 (条款草案第21条 )。

反措施，以及针对某一成员违反因其成员身份对之

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所采取的反措施。因此，起草委

集中探讨了国际组织针对其成员采取反措施的种种

可能场景。起草委审议的备选办法之一是将第2款改

为一条“不妨碍” 条款，但这个想法未获得足够支持。

相反，起草委决定按工作假设构筑这项条款。

54. 第1款确立了针对非成员国采取反措施的

一般情景。起草委员会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除

非出现第2款和新编第3款所述的例外情况，否则适

用第1款。

55. 第2款述及针对一成员国或国际组织违反

与该国或该组织的成员身份无关的义务，采取反措

施的情况。作为政策问题，起草委员会一直认为即

使争议源自与成员身份不相关的义务，亦具有体制

性理由来限制可采取的反措施，从而维护该组织与其

成员之间关系。因此，第2款草案经编辑修改后，罗

列一读通过的案文所载的若干标准。

56. 第3款述及最后的一种情景：针对某个成员

违反因某成员身份所产生的义务而采取的反措施。鉴

于此问题所涉及的复杂法律情况，起草委员会认为，

只有在该组织规则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采取反

措施。另一项限制是要清楚阐明第3款所述及的是根

据该组织规则对不法行为成员国或该国际组织产生

的义务。在此情况下，是否可采取反措施问题将依

据该组织的规则来确定。倘若由国际法的其他规则

产生了该成员的义务，那么可适用第2款。第2款开

始的定性句，“在遵守第3款的前提下”，阐明了这两

项条款之间的关系。

57. 第22款草案保留了标题“反措施”。

58. 第25条草案述及援引危急情况为解除不法

性的理由。起草委员会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措辞，对

第1款 (a)和 (b)项作了些润饰。起草委修订了第1款
(a)项的范围，从而将“成员国的利益” 增列为国际组

织要维护的根本利益，因为一读版本可能未列入许

多并不履行保护整个国际社会利益职能的国际组织。

[对英文本而言，]在短句“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之后加入了一个逗号，并且将第1款 (a)
项中的“the function to protect that interest” 改为“the 
function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in question”，使之更加

明确。

59. 在第1款 (b)项中的“义务” 一词之前加上了

“国际” 二字。有人表示担心，在第1款 (a)项中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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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国际组织成员的利益可能搅乱其与第1款 (b)项
案文之间的平衡。起草委员会感到，提及“国际义务”

有助于澄清本款该部分所述的是一国或多国利益，其

中包括各非成员国，针对它们而援引的解除不法行

为的情况。

60. 起草委还审议了在第1款 (b)项中述及国际

组织本身利益的提案，但表示拒绝。起草委的理由

是第1款 (a)项并未列有这种利益，而且国际组织并

不具有“根本利益” 可供其援引危急情况以解除国际

组织行为不法性，或阻止其他实体针对国际组织援

引危急情况。这项一读期间商定的方针得以保留，

因为改变该方针即意味着扩大“根本利益” 的概念 
范畴。

61. 第25条草案的标题仍为“危急情况”。

62. 第三部分的标题“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内

容” 如前未变。 

63. 第一章的标题仍为“一般原则”。第28至第

30条草案的标题和案文按一读通过的措辞获得通过

未作任何改动。

64. 起草委员会审议第31条草案时，曾考虑是

否可把“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 (caused by the interna-
tionally wrongful act)” 改为“其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

(caused by its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但决定不

作改动，因为担心不经意之间篡改了含义。起草委

还同意在评注中阐明如下一点，即国际组织可就双

边协议进行谈判，规约赔偿的形式和幅度，以作为

减轻全面赔偿义务潜在影响的举措。

65. 第31条草案的标题“赔偿” 保留不变。

66. 第32条草案的根基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的相应规定。第1款与国家责任条款的第

32条 250相对应，确立的基本主张是相关国际组织不可

凭借组织规则作为不遵循第三部分所列义务的理由。

组织的规则不适用于非成员国或非成员组织，除非

这些第三方国家或组织已接受这些规则以规约它们

与该组织之间的关系，或这些规则可作为国际习惯

法适用。 

67. 在一读期间，委员会接受了如下观点，即

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之间，该组织的规则事

250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和第

108页。

实上可产生源于第1款的减损 251。这一点源自于第10
条草案，该草案承认组织的某些规则可能产生国际

法项下的义务。因此，第2款仅述及国际组织与其成

员之间的关系，并承认该组织的规则或可在第三部

分的运作中发挥某种作用。 

68. 在审议第32条草案期间，起草委员会听取

了如下提案，提议拟在与国家责任条款第3条相应的

条款中列入关于适用该组织规则的一般性原则声明。

目前，该原则声明已作为新的第5条加入条款草案，

该条复制了国家责任条款第3条的前半部分。起草委

员会还认为，既然承认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上

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规则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相互交叉，

而且该组织规则可作为部分国际法适用，就没有必

要提及该组织规则在何种情况下将某一行为定性为

是否不法行为。

69. 第32条第1款草案未作修改。起草委员会

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在“不得以其规则” 之后加入“as 
such” 以表明国际组织规则所起的作用略有细微不

同，但最终决定不作修改，因为这样可能意味着，或

许存在着组织规则适用于非成员的情况，而情况并

非如此。

70. 至于第2款，起草委员会决定将结尾句“组
织对其成员或成员组织的责任” 改为“组织与其成员

国和成员组织之间的关系”。目的是要使条文更加明

确，并表达如下观点，即第2款只是为了条款草案第

三部分的目的，刻划出对第1款的一项例外情况。

71. 第32条草案原先的标题是“组织规则的不

相关性”。起草委审议了各种修订标题的备选提案，

决定采纳反其道行之的做法，原因是第2款与其说是

叙述组织规则的“不相关性”，不如说更多地表述这

些规则与第三部分的“相关性”。因此，第32条草案

的标题被定为“组织规则的相关性”。这一修改非但

远未逆转国家责任条款的立场，反而在国际组织的

责任背景下，更体现出第2款作为对第1款一般主张

的例外情况。

72. 第33条草案列出了第三部分确立的国际义

务范围。起草委员会仅就第1款有关不同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组合方式的描述，进行了修改。曾经有一项提

议是修改将 “对于一个或若干个其他组织、一个或若

251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4页 (条
款草案第31条的评注第 (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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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改为“对于一国或另一

国际组织、若干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或整个国际社会”，
此句行文更贴近目前案文第47条的措辞和国家责任

条款的案文。但起草委员会感到此提案增加了无必

要的不确切要素，倾向于在一读通过的措辞基础上

展开工作。另有一项提议是加入“或其组合” 或“单独

或共同” 的短句，以表明有各种不同可能的组合方式，

但上述两项提案均未赢得充分的支持。委员会保留了

一读案文，只是颠倒了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表述顺序，

因为惯例是把国家排在前面。

73. 第33条草案保留了标题“本部所列国际义

务的范围”。 

74. 第二章的标题与原先一样，仍是“赔偿损

害”。起草委员会未作修改通过了一读时通过的第34
至第39条草案的案文和标题。 

75. 第40条草案叙述的是履行赔偿义务。特别

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中提出了一条修订后的案文，结

合了一读通过的案文，将之稍作修改后，作为新的第

1款推出，以及另一曾在2009年一读期间辩论后提出、

却未获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案文 252。该案文在特别报告

员第八次报告中被转录为新的第2款。

76. 起草委员会注意到，全体委员会始终支持

这样的行动。起草委同意调换两款的顺序，先叙述

国际组织承担的义务，然后再处理目前列在第2款中

的国际组织成员的义务。

77. 第40条草案的标题是“确保履行给予赔偿

的义务”。这是对一读通过的标题修订后的版本。原

先提到的“有效履行 (effective performance)” 已被改

为“履行 (fulfilment)”，从而使标题与条款草案案文相

吻合，而“赔偿义务” 一词亦改为“履行给予赔偿的 
义务”。

78. 第三章的标题仍为“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

制性规范的义务”。起草委员会未作修改通过了第41
和第42条草案的案文和标题。 

79. 第四部分和第一章的标题仍分别为“国际组

织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和“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一

读通过的第43、44、46和47条草案案文和标题未经

修改获得通过。对第45条和第48至第50条草案做了

修订。

252 同上，第58页 (第39条的评注第 (4)段 )。

80. 第45条草案述及求偿的可受理性。该条获

通过的案文实质上与一读商定的案文相同，只作了

如下修改。[英文本中 ]在第1款述及的“nationality of 
claims” 前加上了定冠词“the”。第2款中的短语“When 
a rule requiring the” 改为“When the rule of”。起草委

员会本想完善第2款，把靠近结尾那句“除非该组织

的规定” 改为“除非该组织规则的规定”，但觉得限制

过大。一国际组织有可能仅仅不坚持其豁免，但不

确定这是否可依组织规则进行。有人还表示担心，拟

议的短句是否会被理解为自酌性条文，这就有失初

衷了。起草委最后决定删除整句，以求与国家责任

条款的案文相符。

81. 若一国或国际组织，而不是受害国或组织，

援引条款草案第49条第5款所列的责任，那么只有

条款草案第45条第2款可适用。换言之，对于求偿

要求并无国籍规定。

82. 第45条草案的标题仍为“求偿要求的可受

理性”。

83. 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一些完善第47条草案

的提议，即找到更佳的方式编撰出若干国家和国际组

织可能遭受同一国际不法行为伤害的情况。这些提议

包括在标题中使用“数个” 这样的措辞。起草委决定

不对案文和标题作任何修改，指出“每一受害国或国

际组织可分别” 这一短语涵盖了一系列可能的安排。

84. 第48条草案述及出现数个责任国和国际组

织的情况。针对第1款，起草委员会再次审议了各实

体组合的描述方式问题。起草委承认，原先采用的编

撰案文并不妥当，因为条款草案处理的是，一国际组

织与一个或更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共同负责的情况。

因此，起草委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措辞，只稍作完善，

在“或若干国家或其他” 与“组织” 之间加入了“国际”

两字，并删掉了“组织援引” 之前的“国际” 两字。

85. 至于第2款，起草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

告员想在评注中澄清，相对主要责任，援引次要责

任的顺序问题。评注将清楚阐明，时间顺序并非一

项刻板规定。起草委曾审议过一项提案，即通过将“未
得到赔偿” 改为“不会予以赔偿” 或“赔偿未果”，在本

款案文中阐明这一点，但最终仍决定保留一读时通

过的措辞。

86. 一读案文中提到了目前的第62条草案。起

草委员会曾考虑以不同的方式编纂该条，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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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按本文所列情况” 的说法，但最终决定完全删

除这种表述，因为这会暗示在其他条款草案中规定

了次要责任。

87. 条款草案第48条的标题做了细微改动，改

为“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

任”，以使其更明确地贴近第1款的案文。

88. 第49条草案述及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起草委员会着重关注了

第3款。在“国际社会” 之前加上了“整个” 二字，沿

用了标准的措辞。起草委员会还审议了一项提议，即

在第3款的结尾增加一句“和此援引隶属援引责任的

国际组织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之列”。然而，有人表示

反对引入“权力” 概念，起草委同意将“隶属其职能之

列” 改为“属于……的职责”，认为这样的表述更为明

确。目前的措辞准许承担促进某一特定利益任务的

国际组织援引责任，在该利益所涉领域对违背义务

的行为加以追究。

89. 第49条草案第5款，以排除适用求偿要求

的国籍规则，限制了未受损害的相关国家或国际组

织援引责任的要求。全体委员会建议，应对这个问

题加以澄清，但起草委员会则认为一读通过的措辞

是令人满意的。

90. 第49条草案的标题仍为“受害国或国际组

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91. 第50条草案是针对第一章范围的保留条

款。在一读案文中，对应的条款阐明了整个第三部分

的范围。起草委员会曾就保留条款是否适用于反措施

问题的第二章进行了重点讨论，认为保留条款并不

适用。第50条草案处理是否可援引一国际组织的国

际责任问题。若将其适用于整个部分，则意味着承认，

除国家或国际组织之外的个人或实体有权采取反措

施，而这并非原意。可在评注中明确这一点。因此，

起草委决定把“部分” 改为“章”，以限制该条款。

92. 第50条草案的标题改为“本章的范围”。

93. 第二章的标题仍为“反措施”。除在第54条
草案的标题中增加了“反措施的” 几个字，将之改为

“反措施的相称性” 之外，第51、54、55和第56条草

案的案文和标题未经修改获得了通过。第52、53和
57条草案作了改动。

94. 第52条草案处理了国际组织成员采取反措

施的条件。通过区分国际组织成员通常情况下不依据

规则形成的义务，与基于组织规则形成的义务，起

草委员会将该条与第22条草案加以对齐。这就必须

加入新的一款，将前一场景在第1款中加以描述，并

在新的第2款中处理第二个场景。两款之间的关系通

过在第1款中标明其受新的第2款制约而建立。

95. 起草委员会还将条款草案原先的一个起始

句“根据本章所列的条件” 挪到第1款 (a)项，并将之

重拟为“本款草案第51条所指的条件得到满足”，以

便与第22款草案的案文接轨。

96. 第1款 (b)项保留了原 (a)项的案文。

97. 第1款 (c)项基于一读案文的原 (b)项，但

经过重新编撰以效仿条款草案第22条第2款 (c)项的

措辞。

98. 第2款是新编条文。其措辞基于条款草案

第22条第3款，略作了一些调整。

99. 起草委员会曾就第52条的标题考虑过不同

的编撰草案，其中包括“国际组织成员采取的反措

施”。起草委后来选定为“国际组织成员采取反措施

的条件”。

佩雷拉先生 (报告员 )继续主持会议。

100. 主席在起草委主席缺席情况下宣读起草委

员会报告时说，第53条草案述及不受反措施影响的

义务。该案文与一读通过的文本大体相同，所作修

改如下。

101. 关于第1款 (b)项，起草委员会考虑到各国

政府和全体委员会就此发表的评论意见，指出“基本

人权” 的表述不符合当代惯例。经讨论之后，起草委

决定删除“基本” 二字，其理解是将在评注中阐明其

意图并非扩大第53条草案的范围，从而限制采取反

措施的可能性。之所以作出修改只是为了体现当前

述及人权的方法，包括委员会本身工作时所采用的

方法。

102. 起草委员会决定简化第2款 (a)项，将“受
损害国或国际组织” 这一短句简化为“其”。起草委曾

考虑一国际组织重新编撰第2款 (b)项的提议，以便

体现出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赦免，然而，起草委最终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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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重拟，原因是起草委认为，列出国际组织享有的

特权和赦免并非该款的职能。拟议的修改不可接受的

另一原因是，并非所有国际组织都享有同等程度的特

权和赦免。起草委曾考虑将“任何 (any)” 一词改为“该
(the)”，但最终决定不作改动，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存

有一项一般规则，即所有机关和代理人都享有赦免和

特权，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些组织根本就不享有赦免。

将在评注中解释“任何” 一词指的是凡享有这种特权

和赦免的情况。

103. 对第2款 (b)项所作的唯一修改是将“代理

人” 一词换成短语“机关或代理人”，原因是在第2条
草案中引入了国际组织的“机关” 的新定义。

104. 第53条草案标题仍为“不受反措施影响的

义务”。

105. 第57条草案是就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

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取反措施制定的“不妨碍” 条

款。该条款源于国家责任条款的相应规定。起草委

员会注重使案文更贴近该条款，并在不改变实质的

情况下，完善措辞。

106. 该句的一读案文 [英文本 ] “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 改 为“does not prejudice the 
right”。“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现改为“一国际组织

的责任”。“对后一国际组织采取措施” 改为“对该国

际组织采取 [……]措施”。最后，“受害方” 现改为“受
害国或受害组织”。

107. 第57条草案的标题已改为“受害国或组织

以外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的措施” 以更加贴近条款草

案的内容。

108. 第五部分的标题已改为“国家对国际组织

相关行为所负的责任”。第60条草案的案文和标题未

经修订即获通过。对第58、59、61、62和63条草案

作了修改。

109. 第58条草案述及援助或协助国际组织实

施不法行为国家的责任。针对第1款 (a)项，除了将 [英
文本中 ] “that State” 改为“the State” 这一编辑修订

外，起草委员会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案文，现成为新的 
第1款。

110. 起草委员会讨论的重心是现今的新第2
款。起草委注意到，若干国家政府要求更清楚地划

分参与国际组织内的决策进程与援助或协助该组织

实施不法行为之间的区别。虽然第八次报告提到此

问题可作为评注要澄清的议题，但起草委还是决定

在条款草案本案文内列入对此点的表述。

111. 起草委员会采取了与处置反措施议题同样

的方式，在身为成员行事的成员国与不以成员国身

份行事的成员国之间划出了一条基本概念的分界线。

起草委认为，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可能

性应仅限于后一情景。

112. 审议的一种可能性是，列入一项一般性的

保留条款，编入第62或第63条，以阐明第五部分绝

非暗示，一国仅因具有某组织的成员身份即应承担

责任。然而，这一提案未获赞同，因为对其可能对

第61和62条草案带来的影响尚不清楚。出于行文叙

述的考虑，委员会主张在第五部分靠前的地方叙述

这个问题，通过在第58条和第59条草案中均列入第

2个款项的方式，就两个条款的范围进行精确阐述。

113. 新的第2款力求明确，在一国作为成员依

据组织规则行事的情况下，不产生一国援助或协助国

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要承担的责任。评注要说

明这并不影响该国要为其自身行为所负的国家责任。

换言之，该条款并不意味着某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因

参与组织活动而产生的违背其自身国际义务的行为，

就不必承担责任。例如，一国在一组织表决中拥护

实施导致灭绝种族的行为，仍会被追究国际法项下

其自身的责任。当这一表决是依据组织规则进行时，

该国将不会在此之外被追究援助或协助该组织实施

所述行为的责任。

114. 关于保留成员国在国际法项下义务的关切

是通过“若国际组织……即不会因此承担……规定的

国际责任” 的措辞来表述的，该措辞即意味着可以别

的身份来实施。

115. 第58条草案的标题仍为“国家援助或协助

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116. 第59条草案述及国家对所实施国际不法

行为的指挥和控制责任。与第58条草案一样，起草

委员会保留了一读通过案文，将之列为第1款，只

在 (a)项中做了技术性的完善，将 [英文本中 ] “that 
State” 改成了“the State”。起草委决定重复照搬第58
条第2款草案，将之列为第59条草案的新增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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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第59条草案标题仍为“国家指挥和控制国

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118. 起草委员会决定不在第60条草案中增列

在第58和第59条草案中增列的第2款。起草委感到，

暗示可依据国际组织规则进行胁迫，作为一项政策

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该条款并不区分作为成员进

行的胁迫，还是成员国以别的身份实施的胁迫。

119. 第60条草案的案文和标题按一读时的形

式获得通过，仅做了一些编辑完善，将 (a)项中的“该
国际组织” 改为“胁迫的国际组织”，并将 (b)项中的

“该国” 改成了“该胁迫国”。

120. 第61条草案述及成员国为规避一项国际

义务行为所负的责任。起草委员会通过了经重新编

撰后的第1款案文。

121. 特别报告员曾提议在该条一开始就加入一

限定短句，使第61条草案受限于现第58条到第60条
草案条款，从而限制这些条款之间出现的任何重叠，

但这项提案随后被撤回，因其未在全体委员会得到

充分支持。起草委员会于是着手重新拟订第1款。起

草委决定将案文中的“利用该组织对该国某一国际义

务事项所具有的主管职权” 这句话前置。另一些修改

包括使用“规避” 一词，替换掉“力求回避遵从”，从

而使该条的措辞与第17条草案的行文一致，并将“促
使” 改为“致使” 的表述，认为后者更加明晰清楚。

122. 起草委员会曾就意向问题，以及在“规避”

前加入“寻求” 一词以突显必须具备意向的提议进行

了审议。然而，起草委还是决定不采纳此措辞，因

为这样可被误解为，允许追究仅仅寻求规避但实际

上并未成功的未遂责任。起草委曾审议在“规避” 前

加上“蓄意”、“故意”、“有目的” 或“得以” 等修饰词，

以便使案文更明确的提案，但决定不予采纳，以免

偏离本条款草案看待责任的方式。关于意向的要求

被认为已经隐含在“规避” 和“致使” 的措辞之中。不

再列入一项附加限定的另一好处是，推出的案文强

调了通过利用组织主管职权所实施的规避行为。这

一点会在评注中加以阐述。

123. 对第2款未作修改。

124. 起草委员会曾审议了比照第58和第59条
的新的第2款，再列入一款的提案，但决定放弃这么

做，因为这会限制第61条草案的实际影响力。

125. 经若干次修订后，第61条草案的标题现

改为“国际组织成员国规避国际义务”，选定这样的

措辞是为了使该标题与条款草案的内容更为一致。

126. 第62条草案述及国际组织成员国对该组

织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考虑到所收到的若干意见，

起草委员会对一读通过的措辞作了修订。

127. 对于第一款的起始句，参照之前条款草案

的做法，起草委员会决定删掉 “在不妨碍第58至第

61条的情况下” 这一限定句。虽说这样会与那些条款

草案形成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但起草委认为总体上

还是可容忍的。

128. 对于第1款 (a)项，起草委员会对一项建议

进行了考虑，即对于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案

文要明确接受的必要性，因为接受可以是组织的内

部事务。起草委决定在第1款 (a)项的结尾添加“对受

害方” 一词，以明确这一点。

129. 起草委曾就澄清第1款 (b)项的若干提案

进行了审议。第一，起草委审议了是否可通过阐明

“由于其行为” 来强调行为因素，但决定在评注中阐

述该点。另一项提案是将 [英文本中的 ] “led” 改为

“induced” 或“caused”，但也没有得到采纳。

130. 关于第2款，参照一项提议，即需强调此

处设想的责任—即次要责任—是性质特殊的，

起草委决定将起始句中的“国际责任” 改为“任何国际

责任”。评注也将对此加以阐述。起草委员会还进一

步完善了第2款，将英文本中 的“which is entailed in 
accordance with” 改为“under”，以便与法文本一致。

起草委的理解是，第2款暗示了一成员国的责任是以

余留方式产生的，是国际组织自身责任之下的次要责

任。对这一责任的援引根据第48条第2款产生。第

63条草案澄清了国际组织的责任依旧不受影响。

131. 第62条草案的标题稍加修改为“国际组织

成员国对该组织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132. 第63条草案是第五部分的最后一条条款

草案，处理的是该部分的效力问题。起草委员会对

一读通过的案文作了三处修改：在 [英文本 ] “ int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前加上了定冠词“the”，在后半

部的“其他国际组织” 之前加上了“国家或” 三字，以

便与第19条草案一致，并删掉了“根据该条款草案的

其他规定” 一语。第三处修订是第二处修订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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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其意图是避免暗示国家责任由第五部分意外

的条款所处置。

133. 第63条草案的标题仍为“本部分的效力”。

134. 条款草案的最后部分—即第六部分—

的标题仍为“一般规定”。起草委员会审议了以“杂项

规定” 为标题的提案，但决定不作更改。 

135. 第64条草案述及特别法原则。起草委员

会未接受一项以该目的列入以下行文的提案，即不

论是否适用特别法，始终应有一个责任主体—这

一笼统的提法不能得到支持。起草委也未接受增添

一条款以规定须考虑到组织特殊性质的提案。

136. 因此，起草委员会仅致力于完善一读的案

文。“或一国要为一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一语，

现改为“或国家对涉及国际组织之行为” 从而贴近第

五部分的标题。起草委讲一个冗长的句子切分成两

句，其中第二句叙述了组织的规则。

137. 起草委还审议了一项提案，即扩大新的第

2句的范围，以表明并非只是适用于组织及其成员之

间的规则，尽管首要相关的是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规

则。这样做会留出一些空间，让某些组织规则也适用

于该组织与第三方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关系。该提案

未被接受，原因是这样会留下一项阐释空间，即国际

组织的规则始终优先于国际法规则。起草委一直认

为，组织规则在同第三方国家或组织间的关系中是

相关的，这并不是作为特殊规则相关，而是在一般

规则的适用上相关—例如确定同意的有效性；或者

在第三方国家或组织接受该组织的规则对之有约束

力时相关。对于后一情况，适用的基础是国家的接受，

而不是特别法规则。

138. 至此，焦点变成了在不做重大改动的情况

下，将该规定划分成两个句子以便于理解。商定的措

辞采用了“国际法特别规则” 这一短句，以明确表示，

正是该特点，即国际法规则这一特点，才是最重要

的。“可能载于” 这四个字用于阐明并非所有的这类

国际组织规则都可作为特别规则运作。起草委决定将

[英文本中 ]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改为“between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139. 作为讨论的结果，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加入

一项原则声明的可能性，即比照关于国家责任条款

第3条所载的类似声明并延续对第32条草案的讨论，

指出组织不可依赖于其内部规则以回避其国际责任。

该设想以修订的形式，在新编第5条草案中得到了 
实现。

140. 第64条草案的标题仍为“特别法”。

141. 第65条至第67条草案的案文和标题按一

读通过的措辞未作修改获得通过。

142. 第67条草案是涉及《联合国宪章》的保

留条款。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一读通过的案文和标

题。起草委认为，该条款不应被理解为联合国作

为一个国际组织享有本条款草案的赦免。起草委

还审议了一项提案，即应如国家责任条款 253 相应

规定的评注那样，指出条款草案必须依据《联合国

宪章》加以解释。然而，起草委决定既不在条款本

身内，也不在评注中做如是澄清，因为起草委认

为，这样的主张更容易在国家责任，而不是国际组

织的情景中进行维护。与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

能成为《联合国宪章》的缔约方，因此不能成为联

合国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也不一定受《联合国宪

章》规定的制约，甚至不一定受联合国机关决定的

约束。因此，更倾向的做法是制定一项条款，仅维

护《联合国宪章》，不就其在一般情况下是否对国际

组织有约束力采取立场。一项提案提议在“《联合国

宪章》” 前后加上“凡依……产生的任何义务” 等措辞

加以阐明，但未得到起草委的接纳，因为起草委担

心修改国家责任条款通过的措辞会产生无法预料的 
后果。

143. 最后，他代表起草委员会主席佩雷拉先生

表示希望全体委员会能在二读通过所推出的关于国

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

144. 随后，他请委员会二读通过上文所载的关

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标题和案文。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和第2条草案

第1条和第2条草案通过。

253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3页 (第
59条的评注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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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3至第5条草案

第3至第5条草案通过。

第二章 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

第6至第9条草案

第6至第9条草案通过。

第三章 违反国际义务

第10至第13条草案

第10至第13条草案通过。

第四章 国际组织对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第14条草案

145. 诺尔特先生在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支持下

说，他的理解是，相对国家责任条款第16条的案文

而论，该条款案文绝不以任何方式改变援助或协助

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范围。起草委员会只是考

虑是否应在第14条草案案文中反映关于国家责任案

文评注中提及的意向问题。起草委的讨论结果是不

建议这样做。然而，他不认为对讨论的理解是在第

14条草案的评注中不应提及意向问题。

146. 他询问特别报告员是否对此情况持有相同

的看法。

147.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诺尔特先生说

得没错，讨论的结果认为国际组织责任的案文应提

及—哪怕是间接地—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第16条
的评注引述意向为验证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

为所适用标准之一的那部分内容。他承诺将把这一

引述纳入第14条草案的评注，将由委员会适时进行

审查。

第14条草案通过。

第15至第19条草案

第15至第19条草案通过。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20至第27条草案

第20至第27条草案通过。

第三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28至第33条草案

第28至第33条草案通过。

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34至第40条草案

第34至第40条草案通过。

第三章 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义务

第41至第42条草案

第41至第42条草案通过。

第四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一章 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

第43至第50条草案

第43至第50条草案通过。

第二章 反措施

第51条草案

148. 坎迪奥蒂先生说，应对第51条第1款草案

的法文本加以核对，以便使否定式的措辞“ne peuvent 
prendre de contre-mesures” 与英文措辞“may only take 
countermeasures” 相一致。

第51条草案通过，条件是对法文本进行修正。

第52至第57条草案

第52至第57条草案通过。

第五部分

国家对国际组织相关行为所负的责任

第58条草案

第58条草案通过。

第59条草案

149. 加利茨基先生指出，[英文本 ]第59条第1
款 (a)项草案中的“that” 应改为“the”， 以对应第58条
草案第1款 (a)项的措辞中的定冠词。

第59条草案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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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条至第63条草案

第60条至第63条草案通过。

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第64条草案

150. 坎迪奥蒂先生指出，第64条草案的第二句

的英文措辞“an organization” 应改为“the organization”

以与法文“l’organisation” 相对应。

第64条草案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65至第67条草案

第65至第67条草案通过。

151.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二读，除了对英文

本和法文本案文略作编辑修正外，拟整体通过关于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

就这样决定。

152.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对委员会在第

六十三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结束之前通过二读案文表

示欢迎，因为这是委员会在届会下期会议上通过对

案文评注的前提条件。这是值得大家继续努力的集体

之作。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153. 按惯例相互致意之后，主席宣布第六十三

届会议第一期会议闭幕。

下午12时25分散会。

* 续自第309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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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4日至8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

第3098次会议

2011年7月4日，星期一，下午3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嗣后：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

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尼豪斯先生、佩莱

先生、佩雷拉先生、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奥斯

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

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伍德爵士。

悼念已故委员会委员 
康斯坦丁 ·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

1. 主席表示，他于2011年6月14日获悉康斯

坦丁 · 伊科诺米季斯去世的消息，因此国际法委员

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是在一种沉重的气氛

中开幕的。康斯坦丁 · 伊科诺米季斯先生在1997年
至2001年期间及2003年至2006年期间担任委员会委

员，他十分活跃，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他长期担任希腊外交部法律顾问，参加了多次旨在编

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的会议。主席说，他已经以委

员会的名义，向伊科诺米季斯先生的遗孀致函吊唁。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默哀一分钟。

悼念已故委员会委员 
弗朗西斯 · 马洪 · 海斯先生

2. 主席说，他还收到了弗朗西斯 · 马洪 · 海斯

去世的不幸消息。弗朗西斯 · 马洪 · 海斯为委员会的

工作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于1987至1991年担任委员

会委员，曾担任爱尔兰外交部法律顾问，随后开始

全职外交生涯，先后担任爱尔兰驻丹麦、挪威和冰

岛大使，以及爱尔兰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联合

国纽约总部的常驻代表。他还代表爱尔兰参加了若

干外交会议。主席说，他已经以委员会的名义，向

弗朗西斯 · 马洪 · 海斯的家属致函吊唁。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默哀一分钟。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主持会议。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638，B节；A/CN.4/642)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3.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卡姆托先生介绍其关于驱

逐外国人的第七次报告 (A/CN.4/642)。

4.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七次报告篇

幅不长，其目的在于介绍自撰写第六次报告第二份

增编 254以来围绕这一主题发生的最重要的近期进展。

除了在这一时期拟议或通过的国家法律以外，国际

*   续自第3094次会议。
254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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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于2010年11月30日对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

洛案的判决与正在审议的主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报告仅提及两项国家层面的发展，即瑞士在2010年
底通过的动议，以及法国议会于2011年2月否决的一

项有关剥夺国籍的法律草案。更为近期的发展情况，

是丹麦就同一主题通过了一项法律。

5. 2008年2月15日关于驱逐外国罪犯的人民

动议旨在对《瑞士宪法》进行修正，瑞士人民和各州

通过2010年11月28日举行的全民公投接受了这一动

议。新的宪法条款规定，凡在最终裁决中被认定犯

有谋杀、强奸或任何其他严重性攻击或任何其他形

式的暴力罪行，如抢劫、贩运人口、贩毒或盗窃等行

为的外国人，以及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社会保险或社会

援助的外国人，由主管行政机关自动取消其居留权，

并将其驱逐出瑞士领土。除驱逐措施以外，还规定罪

犯在5至15年内禁止进入瑞士领土，惯犯20年内禁

止进入瑞士领土。新的宪法条款旨在通过自动取消

被判定犯有上述罪行的外国人的居留许可，进而随

之将其自动驱逐出境，来限制行政主管机关目前享

有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该条款废除了行政机

关的操控余地及其对相关个人处境进行评估的权力。

因此，即使与过去的法律相比，2010年11月28日的

宪法修正案也是一种退步。过去的法律因导致“双重

惩罚” 已经遭受批评，它包括有期徒刑这一主要惩罚

和驱逐这一附加惩罚，而附加惩罚有时比主要惩罚

更令人难以忍受。

6. 在法国，2010年7月在格勒诺布尔的工人聚

居区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导致一些警察

伤亡，国家元首正是在任命新的伊泽尔省省长激起

各种社会情绪的背景下，提出了制定新法律的想法。

拟议的案文并未直接涉及驱逐，但规定可剥夺国籍，

从而可能导致驱逐，尽管该法律草案已于2011年2月
被参议院驳回，但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法律草案与

讨论的主题相关。

7. 丹麦于2011年6月24日通过了一项与瑞士

宪法修正案类似的法律，规定任何居住在丹麦并在刑

事诉讼程序中被判入狱服刑的外国人将被自动驱逐。

这一事项引起了极大争议，因为众多议会成员对该

法律草案投了反对票，许多非政府组织认为该法律

草案违反了国际法，丹麦可能会受到欧洲人权法院

的审查。

8. 国际法院2010年11月30日对艾哈迈杜 · 萨
迪奥 · 迪亚洛案的判决超越了国家的实践，后者见证

了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立法渐趋严格的走势。该判决将

在历史上脱颖而出，因其司法质量—其所言及所

为—是卓越出众的，尽管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即

涉及保护外国人所有权的方面还有待商榷。该判决之

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处理了至少7项由驱逐外国

人引起的法律问题：与法律相符的概念；向被羁押的、

有待驱逐的外国人告知其被捕原因的义务；向被羁押

的、有待驱逐的外国人告知其被驱逐的理由的义务；

禁止虐待被羁押并待驱逐的外国人；居住国主管机关

毫不拖延地知会原籍国领事机关该国国民被拘留的

义务；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权问题，以及驱

逐国对其责任的承认并提供赔偿。这些要点构成委员

会在5年多时间里讨论的议题的核心。在第七次报告

中，特别报告员回顾了这些问题，并在每一问题中转

录了判决中相关的段落，并表明法院的立场是如何与

向委员会提交的有关驱逐外国人主题的报告所载论

点相一致的。由于法院的判决是编纂的重要参考要

点，所以看来委员会已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具体而言，

第七次报告表明，依照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的指示所

拟订的条款草案具有合理和无可争议的依据。最后，

特别报告员请委员会注意纯粹说明性的第七次报告，

并留待起草委员会决定是否在审查将转交起草委员

会的条款草案时参考该报告的内容。

9. 坎迪奥蒂先生提请注意，第七次报告还载有

题为“调整的条款草案摘要” 的章节，这一章非常重

要，因为特别报告员对条款草案的一些标题和编号

进行了修正。

10.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试图以更

为有序的方式安排所有条款草案，使它们更加明确

和连贯。参加全体会议的委员不妨对他提交委员会

的条款草案的计划草案提出修正建议或评论。

11. 坎迪奥蒂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摘要

应当发给起草委员会。

1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赞同该提案，并感谢特

别报告员帮助委员会了解最新进展。这些信息非常

有用。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但不应将此视为委员

会同意或反对其中的批评。他自己就不完全赞成报

告所载批评。

13. 麦克雷先生说，注意到该报告可能比表面

上看起来产生更多影响，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对特别

报告员赋予一项授权，使之可能在评注中引用报告

的一些段落。在这方面，他希望确切地了解，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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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报告员看来，条款草案中的哪些规定与瑞士人民

动议的文本相冲突。

14.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瑞士法律

并未与任何具体的条款草案冲突。在就第六次报告进

行辩论期间，委员会研究了驱逐的依据和实施“双重

惩罚” 做法，委员会认为该做法招致了批评，因为判

处某人监禁并将其驱逐相当于实施双重惩罚—即

使驱逐不属于刑事判决，因其并不一定是在法律被违

反后由一法院作出的判决，而有可能由行政管理机

关命令实施。因此，应在评注中说明，必须避免被驱

逐者遭受“双重惩罚”。在起草有关驱逐外国人的依

据的评论时，引述瑞士最近的做法正是相关的一点。

15. 主席说，她的理解是委员会希望将特别报

告员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七次报告所载的经调整的

摘要转发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下午3时45分散会。

第3099次会议

2011年7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

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

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

先生、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

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

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638，A节；A/CN.4/639和Add.1 ；

A/CN.4/647和Add.1 ；A/CN.4/L.779 ；

A/CN.4/L.793和A/CN.4/L.795)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七次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对条约的保留

的第十七次报告 (A/CN.4/647和Add.1)。

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首先他对两名委

员会前成员的去世深表哀悼。康斯坦丁 · 伊科诺米济

斯是个有深刻信念的人，是一名出色的法学家。弗

朗西斯 · 马洪 · 海斯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外

交家。

3. 他转而介绍其第十七次—也是最后一

次—报告，他对于翻译部门高效率地辛勤翻译报告

以及《实践指南》中的所有评注草案表示感谢。在第

十七次报告中，他免除了传统的开场白，没有概述

在条约的保留方面的新发展或总结对先前报告和委

员会近期工作的反应，而是直切主题，在报告的第

一节专门论述保留对话问题。他十分感谢达尼埃尔·米
勒尔在起草该节时提供的帮助。

4. “保留对话” 并非一个艺术词汇，而是他曾

在其第八次报告 255中创造的一种表述方法，尽管在

其第三次报告 256中他已概述了这一概念。“保留对

话” 一词仅意味着，在一项既定条约没有具体规定

时，无论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则对保留的适用情况如

何，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可以—在许多情况下

确实如此—就另一方的保留意见或对保留的反

对意见的可允许性、范围以及意义展开非正式的 
对话。

5. 虽然这些非正式的作法难以转换为法律文

本，却有许多值得突出强调的优势。《实践指南》便

是这样做的恰当范畴，因为它是一个非正式的“软性

法律” 工具，将现行法规定和拟议法规定结合起来，

并附有实际建议。

6. 由于保留对话意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他选

择将有关对话的准则不列入《实践指南》，而是在其

附件中提及，可采用的形式可以是与《指南》有关的

建议、决议、结论意见或其他与《指南》相关的文书

形式，但不同于《指南》。

7. 一个重要的概括性观点是，各缔约国和各国

际组织之间的保留对话可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方

法多种多样。可以早在保留形成之前、仍就条约进

行谈判时举行。在此阶段，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自

由选择提请人们关注它认为有疑问的语言表述，或

指出它可能提呈一项保留。其合作伙伴也可自由选

择对这些关切做出反应，表达自身对正在考虑中的

255 《200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35
和Add.1号文件，第48至第56页，第70至第106段。

256 《199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491
和Add.1-6号文件。*   续自第309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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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保留。一旦有关国家在签署条约或是表示愿

意履行条约义务时已经形成其保留意见—如果这

些步骤并非同期发生—对话仍可在后期举行。在这

种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可以正式做出反应，接受或反

对保留，但他们也可非正式地作出反应，表达其关切，

要求提供澄清、或竭力说服保留提出方避免提出保

留，或缩小保留的范围。即使规定的12个月正式反

应期限逾期已过，也无法阻碍保留方的合作伙伴与该

国接触或恢复接触。保留对话涵盖所有这些可能性，

而且非常有助于防止立场僵化，增进合作伙伴之间

的理解，并可鼓励他们认真履行条约义务。

8. 当然，保留对话并不仅限于对有争议的保留

提出抗议：它也为保留提出方提供了解释、辩解或修

改其观点的机会。对话不应沦为一方的“独白”，尽

管不幸的是，事实常常如此。保留对话同样也可采

取集体反应或协调反应的形式，这一可能性在报告

第21至第27段已有论述。

9. 由于其形态多样，保留对话的其他优势是对

话既可在维也纳体制之内、也可在其体制之外进行。

他在报告第4至第7段指出，即使在保留须经所有缔

约国全体一致接受的传统制度下，也发生过这样的

对话，当全体一致制度仍在沿用、国际组织自身须

对针对国际组织文书的保留进行接受的背景下，依

然有这样的对话发生。

10. 《维也纳公约》所含蓄定义的接受和反

对—《实践指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常常

以第8至第27段所描述的方式开启保留对话。反对，

不论其是否意图拥有最大效果或“超大” 效果，通常

不仅为反对者提供了解释之所以反对保留的机会，也

为其提供了设法说服保留国修改或撤回保留的机会。

保留国有时会接纳这类建议。遗憾的是，尽管报告中

列举了几个接受建议的实例，但这种情形实属罕见。

同样，保留国也可以解释为何要坚持其原有保留的

措辞。同样，这种解释也不多见。

11. 在保留对话中，所涉缔约国相互对话，并

对其立场做出解释，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在出

现争议或条约监督机构须对保留的允许性或保留的

范围表明立场时，是极为有用的。

12. 正如他试图在报告第28至第53段中所描述

的，保留对话如发生在维也纳机制之外，则更为有

趣。对话可以用对保留做出反应的形式进行，这种

反应既不是接受，也不是反对，而是自成一格的评论，

对此保留提出方、争端解决机构或条约监督机构可

予以考虑。例如，报告第30段中提到1977年6月30
日关于英吉利海峡案的裁决，仲裁庭就1958年《大陆

架公约》第12条指出：

正如一些国家的作法……证实，第12条使缔

约国得以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对按照其条款

规定提出的保留自由作出反应，包括拒绝接受保

留。无论任何此类行动只是一种评论意见、仅只保

留立场、仅仅拒绝某一项保留或全盘拒绝根据条约

与保留国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意图 
(第39段 )。

这一段话证实，在关于接受和反对的维也纳机

制之外，各国可以不太正式和更加灵活的方式作出

反应。第32至第37段列举了这类非正式反应的一些

非常复杂的例子。正如他在第38段中所表示的，他

确信所给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某些保留对话甚至是

以更为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

13. 维也纳制度之外的其他形式的保留对话是

在条约监督机构的主持下进行的，其中首先是人权

监督条约。在过去几年里，正如第40至第45段中所

显示，这些机构一直强调保留对话的有益之处。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也试图采用说服而非谴责的方式极

力鼓励提出引发疑问的保留意见的缔约国撤销或修

改其保留。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报告第45至第48
段。第49至第52段载有欧洲论坛相关实践的简要说

明，例如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和公法顾委。

14. 简而言之，保留对话有多种不同形式，采

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很少以正式的形式进行，因此，

尽管有欧洲国家的推动，在其他大陆也获更多支持，

并有大量实践，但仍难以对保留对话进行定义。基

于其独有的优势，委员会不仅须述及这一实践，也

须给予鼓励。同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以法

律形式主义扼杀这一极为有益的做法，形式主义或

可破坏其灵活性和自发性，进而破坏其有效性。过

度注重形式的方式并非《实践指南》的特征，正如他

在第58至第61段中指出的，《实践指南》包含了旨在

鼓励保留对话的准则，特别是那些建议各国和各国

际组织应尽可能表明保留和反对的原因、或对他们

认为不被允许的保留做出反应的准则 (尽管对某一保

留的不允许实际上将阻止其产生效力 )。这种反应丝

毫不改变保留的法律情形或法律地位，但却有利于

保留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阐明立场。准则2.5.3提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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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各国际组织对其保留进行定期审议，并考虑其

保留是否仍然助其实现目标，是完全符合鼓励保留

对话的努力的。

15. 第58至第61段中引述的准则仅是保留对话

的一部分，他提出一项更为系统的方法：鼓励各国和

各国际组织以自认为适当的方式尽可能参与保留对

话。这是报告第68段所述建议草案或结论性意见的

目的。该文本与1997年委员会关于规范性多边条约、

包括人权条约的保留的初步结论 257 文本内容相当。

新文本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起草的，目的是不以形

式和方法限制保留对话，而是维护其灵活性和自发

性，以确保其有效性。他并非要求委员会不对文本

加以讨论即接受建议或结论草案，但全体会议这种

场合似乎不是详细审查它的恰当地方。因此，他建议，

如果大多数委员同意，应将文本提交对条约的保留

问题工作组，这个小组在修改《实践指南》过程中已

经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1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

关于将报告第68段所载建议或结论草案提交对条约

的保留问题工作组的建议。

17. 诺尔特先生说，他也支持将第68段文本提

交条约保留工作组。他对在报告中看到“关键角色”

和“利益攸关方” 等词语感到很惊讶。这些用语迄今

尚未使用过，最好避免这类行话。

18. 他谈到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称报告第

15段提到的“对无效保留的反对” 是就保留是否无效

做出澄清。但保留对话的根本目的就是对此做出澄

清。他因此建议，这一句应做“对认为无效的保留的

反对”，从而使其与准则草案4.5.3第 (2)段相符。

19. 特别报告员在第21段提到，就利比亚对《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曾提出的多项

反对，理由是该保留过于含糊因此无效。五年之后，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该保留进行了修改，使之更

加明确。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保留对

话的实例。然而，如果该保留因有悖《公约》的目的

和宗旨而的确无效的话，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如何

能在五年之后对该保留进行修改？该修改似乎更像

是一项迟交的保留，其提交根据准则2.3是不被允许

的。他要求对此做出澄清。

257 《199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7页，第

157段。

20. 这一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引发了关于

准则4.5.1和准则3.3.1是否明智的更为广泛的争

议，前者涉及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而根据后者，无

需区分导致不被允许的不同理由的后果。尽管对那

些一般性原则进行更改已为时过晚，委员会至少应

阐明，缔约国拥有修改被一个或多个反对国视为无

效的保留的机会，以便继续维持保留中有效的核心

内容。特别报告员似乎承认这种可能性，他在其第

十七次报告的第33段中说，“全部或部分撤回一项

被认为是无效的保留无疑是保留对话的主要目的。”

这种理解似乎也是第34段所述国家实践的基础。一

般来说，在第30段及其后的段落以及建议草案中，

更多地强调了对话，以确定某一项特定保留是否 
有效。

21. 虽然第39至第53段中列举的有关保留对话

的例子确实意义重大，但这些例子涉及到的是两个

特定领域，即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和欧洲国家之间的

协调。他很想知道在此类对话中是否有国际组织 (包
括其秘书处在内 )参与的实例。公法顾委和国际公法

工作小组并非最好的例子，因为这些例子说明了在

一国际组织内部各国意见的协调，而非国际组织如

此行事。

22. 他完全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委员会

不应试图构建一个法律框架或“软性法律” 文书，以

规范保留对话。不过，或许可提醒缔约国要注意条

约法中真诚与合作这一法律原则。

23. 他记得报告第68段的建议草案主要是从人

权条约监督机构的观点出发阐述保留对话，重点放在

保留的有效性上。但是保留对话远不仅此，因为它

关注的是可允许的保留及撤回不允许的保留。委员

会对建议草案的文字措辞应具有适当的普遍性，不

要过多针对人权问题。

24. 萨博亚先生说，第十七次报告论述的议题

对维护国际文书的稳定性和最佳运作意义重大。保

留对话为缔约国提供了补充性保障，鼓励他们解决

其关于保留的争议。他认为，完全可以接受报告第

68段所载关于保留对话的建议或结论草案文本。他

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将其提交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

作组的建议。

25. 麦克雷先生询问建议或结论草案是打算交

由大会通过，还是由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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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回答这一非常敏

锐的问题时说，由于可追溯到1997年的历史原因，

他认为要谨慎行事，不要预先臆断第68段文本要确

定的形式。根据大会对《实践指南》180条准则及评

注所决定采取的行动，第68段的文本可以作为《指南》

附件或与独立于《指南》。因此，虽然第68段建议草

案的文字措辞类似于决议草案，同时他也希望委员

会对其内容给予认可，并希望大会本身将其作为决

议草案予以采纳，但他有意将最终的形式这一问题

留作待定之事。

2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将报告第68段
的文本提交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作组进一步审议。

就这样决定。

2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就委员会在向大会

提交的关于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应如

何阐述第四章—对条约的保留—提出了若干建

议。文本有数百页之多，因此既要论述有序，还要

讲究效率，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对所有为完成第四

章浩繁文字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感谢，包括曾提请

注意某些问题一致性的翻译服务处人员。

29. 迈克尔 ·伍德爵士、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
和诺尔特先生进行有关程序问题的讨论后，主席建

议，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作组应立即召开会议，以

便审议会议早些时候提交给它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第68段中的文本。

上午11时20分散会。

第3100次会议

2011年7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

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

奇先生、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

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

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 
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议程项目13]

国际法院院长的发言

1. 主席表示欢迎国际法院院长小和田恒法官，

并请他发言。

2. 小和田恒法官 (国际法院院长 )说，他对于到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讲话感到高兴。这是他第

三次有幸在这一庄严机构上讲话，这为联合国两个

主要法律机构—一个致力于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

法，而另一个依照现行国际规则和原则进行裁决—

之间富有成果的互动提供了机会。他谨借此机会向

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和新当选的主席莫里斯 · 卡姆

托先生表示祝贺。按照惯例，他将首先报告法院过

去一年中的司法活动，然后他将更详细地讨论委员

会可能特别感兴趣的一些突出法律问题。自2010年
7月以来，法院一共作出了八项裁决：一项案情判

决、一项咨询意见、一项关于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

两项关于诉请获准参与的判决、一项关于诉请获准

参与的命令、一项关于反诉可受理性的命令以及一

项关于请求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的命令。如往年一样，

这些案件涉及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并且诉讼标的范

围广泛。尽管决定的类型有所不同，但都含有实质

性的重要问题，令人感兴趣地阐明了国际法院的 
判例。

3. 2010年7月6日，法院在国家管辖豁免案中

对可否受理意大利反诉的问题下达了命令。德国于

2008年12月提交的主案所涉的争端是：对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第三帝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的行为，意大利允许在本国法院就德国提起民事索

赔，是否侵犯了德国的管辖豁免权。在其于2009年
12月23日提交的辩诉状中，意大利提出关于“德意

志第三帝国军队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而对意大

利受害者欠下的赔偿问题” 的反诉 258。法院在2010年

258 国际法院，国家管辖豁免案 (德国诉意大利 )，“意大利

的辩诉状”，第一卷，第128页，第7.1段 (可查阅网站www.
icj-ci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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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的命令中认定：意大利打算以反诉向法院提

交的争端所涉的是《欧洲和平解决争端公约》在当事

方间生效前的事实和情况，而法院对主讼行使管辖

权的基础是该《公约》的仲裁条款。因此，法院裁定，

根据《法院规则》第八十条第1款，反诉不在法院的

属时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不可受理 (命令第30至第

33段 )。

4. 2010年7月22日，法院根据联合国大会在

2008年10月8日第63/3号决议中提出的请求，就科

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出具了咨询

意见；大会征求意见的问题是：“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

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 法院在咨询意见

中认为， 2008年2月17日通过的科索沃独立宣言不违

反国际法。在处理大会的请求时，法院首先研究了

本身是否拥有管辖权来提供所请求的咨询意见。就

这一初步问题，法院认为所涉问题是由大会提交的，

而大会有权就《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下的

任何法律问题请法院提供咨询意见；并且由于这一问

题是《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和《国际法院规约》第

六十五条意义上的“法律问题”，所以法院拥有管辖

权根据请求提供咨询意见。法院随后审议了若干参

与方根据各种理由提出的问题，即它是否应将其作

为酌处事项，婉拒行使管辖权并出具咨询意见。在

详细审议了关于法院为何应当行使这一酌处权的各

种论点之后，它认定“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行使

管辖权” —这是法院在关于咨询意见的管辖权问

题上一贯得出的结论。随后，法院仔细地审议了大

会所提出问题的确切范围和含意，特别是大会提出

的咨询意见请求中的“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 的提法。

法院认为其司法职能的一部分是，主动审议所询问

题的推定前提，即独立宣言是否是由科索沃临时自

治机构颁布的。法院还认定，在本案中，问题不在

于国际法是否赋予科索沃宣布独立的一个积极权力，

而在于宣布独立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法院然后审议

了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否符合一般国际法的问题。它

注意到，从18、19和20世纪早期国家实践得出的结

论都清楚表明：国际法并不禁止宣布独立。法院宣

布：领土完整原则的范围只限于国家关系领域。它分

析了一些参与者为证实国际法禁止宣布独立而援引

的安理会三项决议 (第81段 )。它的结论是，不能够

从这些决议中得出一般性的禁止规定，因为这些决

议处理的具体情况是以非法使用武力或违反强行法

规范宣布的独立。法院因此认定，一般国际法中没

有禁止宣布独立的适用规定。法院接着分析了科索

沃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安全理事会1999年6月10日第

1244 (1999)号决议的问题。它确认，第1244号决议

的目标和宗旨是“在临时基础上，建立一个临时的、

特殊法律制度，取代塞尔维亚的法律秩序” (第100
段 )。为了确定独立宣言的作者在何种程度上受这一

临时法律制度的约束，法院仔细分析了独立宣言的

作者是否实际上就是“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 的问题，

并质疑了这一提法的准确性。在分析了宣言的内容

和形式及其通过的背景之后，法院认定其作者不是

“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而是“在临时机构框架之外，

以科索沃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一起活动的人” (第109
页 )。据此，法院得出结论，认为科索沃独立宣言的

通过并未违反第1244 (1999)号决议，原因如下：第

一，决议和独立宣言的运作层面不同 (第1244 (1999)
号决议是要在科索沃设立“一个临时的、特殊法律制

度”，而独立宣言是一种决定科索沃最终地位的尝试 )；
第二，由于第1244 (1999)号决议不涉及“其他行为者

的具体义务”，因此没有一般性地禁止宣布独立。最

后，由于独立宣言的作者不是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

所以不受第1244 (1999)号决议所设宪法框架的拘束，

因此他们的独立宣言不违反该决议所设立的框架。最

终，法院认定独立宣言的通过并不违反任何适用的

国际法规则 (第122段 )。

5. 2010年11月30日，法院对艾哈迈杜 · 萨迪

奥 · 迪亚洛案的案情实质下达了判决。该案是根据

外交保护法提交的，事关自1964年起定居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的几内亚公民迪亚洛先生的基本权利以

及他作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注册的Africom-Zaire和
Africontainers-Zaire公司合伙人的直接权利。在2007
年5月24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初步反对意见的前一

裁决中，法院认为：“就其事关保护 [迪亚洛先生 ]作
为Africom-Zaire和Africontainers-Zaire公司合伙人的

直接权利” (第98 (1) (a)段 )并且“就其事关保护迪亚

洛先生的个人权利来说”，几内亚的申诉可以受理；

但是就其事关“Africom-Zaire和Africontainers-Zaire
的权利据称受到侵犯而保护迪亚洛先生来说” (同上，

第 (2)(a)段 )，则不可受理。在其2010年11月30日的

判决中，国际法院首先审议了可否受理关于迪亚洛

先生从1988至1989年作为逮捕和拘留措施受害者的

申诉。法院认定这一申诉不可受理，因为这是几内

亚在答复刚果民主共和国初步反对意见之时才提出

的，未包含在原诉之中，并且与原诉标的—1995
和1996年的事件—并无直接关联。法院接着审议

了关于迪亚洛先生的个人权利保护以及1995和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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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迪亚洛先生采取的逮捕、拘留和驱逐措施的申

诉。在这方面，几内亚辩称，驱逐迪亚洛先生首先违

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以及《非

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十二条第4款。法院就这

一点指出，为了履行这些条款，这些文书的缔约国

对合法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外国人的驱逐必须遵照适

用的国内法进行，且性质上不得是任意的。法院认为，

1995年10月31日的驱逐令不符合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法律，因为没有事先与国家移民委员会进行咨询—

根据1983年9月12日控制移民法第16条的规定，需

要征求后者的意见，还因为没有根据该法第15条进

行“推理”。因此，法院认为这一驱逐措施违反了《公

约》第十三条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十二

条第4款；迪亚洛先生按《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三条而享有的其案件得到主管当局审议的权利，

没有得到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拿出“令人信服

的国家安全理由” 为剥夺这一权利提供依据 (第74
段 )。法院也裁定，对迪亚洛先生的逮捕和拘留，违

反了《宪章》关于个人自由和安全的第六条。它还认

为，剥夺迪亚洛先生的自由不符合既定的法律程序，

是任意的，并且没有在逮捕之时告知迪亚洛先生被捕

原因或对他的指控。法院进一步认定刚果民主共和

国没有在逮捕之时告知迪亚洛先生请求本国领事协

助的权利，违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

条第一款 (b)项。另一方面，关于几内亚称迪亚洛先

生在拘留期间所遭受的条件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的主张，法院的结论是几内亚未能证明事实

如此。法院接着审议了一系列几内亚提出的申诉，即：

拘留和驱逐迪亚洛先生，直接侵犯了他在刚果民主共

和国设立的两个公司Africom-Zaire和Africontainers-
Zaire中作为合伙人的权利。在澄清两个公司的法律

存在以及迪亚洛先生在公司中的作用和参与等若干

问题后，法院首先审议了几内亚的申诉，即刚果民

主共和国驱逐迪亚洛先生侵犯了他出席大会和表决

的权利。法院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驱逐迪亚洛先生，

很可能妨碍了他个人出席任何大会，但是这种妨碍

尚未构成剥夺他的上述权利。国际法院接着审议了

几内亚的论据，即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法驱逐迪亚洛

先生侵犯了他管理公司的权利。法院得出结论认为，

几内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犯迪亚洛先生任命经

理人的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任命经理人是公

司的责任 (大会 )，而不是合伙人的权利。至于几内

亚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犯迪亚洛先生被任命为经

理人的权利以及他作为经理人不得被解职的据称权

利的申诉，法院的结论是，由于有关人员已经实际

上被任命为经理人，并且依然是两个公司的经理人，

所以不存在可能的侵犯行为。法院还驱回了几内亚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犯迪亚洛先生行使经理人职

能的权利的申诉，认为尽管他身在国外履行经理人

的责任更为困难，但几内亚没有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关于几内亚称刚果民主共和国驱逐迪亚洛先生侵犯

了他监督和监控公司管理的权利的论点，法院驳回这

一申诉，认为尽管迪亚洛先生被拘留和驱逐出刚果民

主共和国可能会使公司的经营活动更加困难，但是这

完全不可能直接妨碍他监督和监控公司管理的能力，

无论他可能身在何处。最后，法院驳回了几内亚关于

刚果民主共和国侵犯了迪亚洛先生在Africom-Zaire
和Africontainers-Zaire公司的股东财产权的申诉。

6. 关于尼加拉瓜在边境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

案，哥斯达黎加于2010年11月18日提出申诉，并且

为了确立法院的管辖权援引了《美洲和平解决条约》

(《波哥大条约》)第三十一条以及两国根据《国际法

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作的声明。这一申诉事

关所谓“尼加拉瓜军队侵入、占领和使用哥斯达黎加

领土并且违反尼加拉瓜对哥斯达黎加的义务” (第1
段 )。2011年3月8日，根据在本案中指示采取临时

措施的请求，法院下达了命令。哥斯达黎加称，尼加

拉瓜在两个不同情况下占领了哥斯达黎加领土，事关

穿越哥斯达黎加领土的运河修建以及某些疏浚圣胡

安河的相关工程。在决定本案的案情实质之前，哥斯

达黎加请国际法院下令指示采取临时措施：第一，尼

加拉瓜不应派驻军队或其他人员参与运河的修建和

扩大，在有关区域砍伐树木、移除植被或倾倒沉积物；

第二，尼加拉瓜应当暂停其疏浚方案；第三，尼加拉

瓜应当克制，不采取其他任何可能损害哥斯达黎加

权利的行动。

7. 法院在命令中认定，初看起来，哥斯达黎加

援引的文书为法院行使管辖权裁决案情实质提供了

依据，使之能够视情况所需指示采取临时措施。法院

还认为，提请采取措施保护这些权利—特别是对有

争议的领土伸张主权的权利—似乎合理，并且在

所要保护的权利与提请采取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关联。

8. 法院在确认本身有权指示采取临时措施之

后，接着审议了所争议的权利是否可能遭受不可弥补

的损害以及这类风险是否迫在眉睫的问题。法院认

定，鉴于尼加拉瓜打算在争议领土上开展—即使是

偶然的—若干活动，的确存在哥斯达黎加所主张

的对上述领土的主权带来不可弥补损害的真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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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种风险是迫在眉睫的，可能会导致不可弥补

的人身伤亡事件。

9. 法院决定为双方指示采取临时措施，呼吁各

方避免在争议领土上派遣或驻扎任何人员，无论是

平民、警察或安全人员，直到法院就争端的案情实

质做出裁定，或者双方就所涉事项达成协议。

10. 2011年4月1日，法院就《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的初步反对意见作出了判

决。格鲁吉亚在本案中称俄罗斯联邦违反了1965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格鲁吉亚援引

了《公约》第二十二条的仲裁条款，以证明法院拥有

管辖权。法院根据格鲁吉亚就同一事项指示采取临时

保护措施的请求，在2008年10月15日下令采取某些

保护措施。对于法院根据《公约》第二十二条行使管

辖权，俄罗斯联邦提出了四项初步反对意见：双方之

间不存在关于《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公约》第

二十二条的程序要求尚未得到满足；据称的不法行为

发生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之外，因此法院无属地管辖

权；以及如果法院可能拥有任何管辖权，也只限于属

时管辖权，也就是《公约》在双方之间生效之后，即

1999年7月2日之后发生的事件。

11. 法院审议了俄罗斯联邦就三个特定时期发

生的事件提出的第一项初步反对意见。第一，就《公

约》在双方之间生效—即1999年7月2日—之前

的时期，法院认定，即使发现这一时期存在着关于种

族歧视的争端，也不可能是关于《公约》解释或适用

的争端。第二，法院认为，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

邦成为《公约》缔约国到敌对行动爆发期间，没有任

何文件或声明证实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在《公

约》解释和适用上存在着争端。第三，关于2008年，

特别是2008年8月7日至8日夜间在南奥塞梯开始的

武装敌对行动之后，发生的事件，法院指出，尽管格

鲁吉亚的申诉主要是关于非法使用武力的指控，但也

明确提到了俄罗斯部队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动。这些申

诉是直接针对俄罗斯联邦的，但被后者否认。国际

法院因此认定，2008年8月12日，在格鲁吉亚和俄

罗斯联邦之间就后者履行《公约》的义务产生了争端。

法院据此驳回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项初步反对意见。

12. 在审查俄罗斯联邦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

程序要求的第二项初步反对意见时，法院根据对“任
何争端……不能以谈判或以本《公约》所明定的程序

所解决者” 几字通常含义的分析，认为第二十二条规

定了在法院受理前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第141段 )。
它还指出，《公约》的筹备工作资料支持它在审议该

条通常含义时所得出的结论。

13. 法院认定在诉诸法院之前必须满足《公约》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前提条件之后，审议了这些前提

条件，包括关于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法

院指出，根据其认定，一争端产生于2008年8月，

即提出申诉不久之前，双方只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就

争端事项进行谈判。在审议了关于这一时期的事实

记录之后，法院认为，尽管双方关于种族清洗的若

干申诉和反诉可能证实存在着关于《公约》解释和适

用的争端，但双方并未在谈判中就此作出努力。法

院因此认定，格鲁吉亚未能证明它从2008年8月9日
至8月12日期间曾试图就《公约》有关事项与俄罗斯

进行谈判，或者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联邦就后者在《公

约》项下的实质性履约义务进行过谈判。因此，法院

接受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二项初步反对意见，认定《公

约》第二十二条不能作为法院管辖权的根据，法院不

能着手审议案情实质，还指出法院不需要审议俄罗

斯的第三或第四项初步反对意见。

14. 在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

亚 )中，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提出了两项获准参与

的诉请，但法院在2011年5月4日的两项不同判决中

将之驳回。2010年2月25日，哥斯达黎加诉请获准

参与，称它争取作为非当事方参加，“以将其合法权

益的性质告知法院，并争取确保法院关于尼加拉瓜和

哥伦比亚之间海洋划界的决定不影响这些权益”。国

际法院在就这一诉请进行判决时，首先讨论了《国际

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和《法院规则》第八十一条规

定的关于参与的法律框架，随后分析了一国必须满

足的获准参与的各项标准，即拥有可能受本案决定

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参与的确切目的、以及

在诉请参与国与案件当事方之间的任何管辖权依据。

在总体审查了这些构成因素后，国际法院审议了它们

是否存在于哥斯达黎加的案件中。关于“可能受影响

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法院指出，尽管尼加拉瓜

和哥伦比亚在评估哥斯达黎加可能拥有的具有法律

性质利益的区域界限方面存有分歧，但它们承认至

少在主讼当事方所主张的某些区域，哥斯达黎加拥

有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法院然后审议哥斯达黎加

是否证明了法院在主讼中的决定“可能影响” 其具有

法律性质的利益。它的结论是哥斯达黎加尚未做到

这一点，因为在法院划定主讼双方之间的海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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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视情况需要，使有关划线在伸展到可能涉及第

三国具有法律性质利益的区域之前即告终止。因此，

国际法院认定，不能准许哥斯达黎加关于获准参与

本案的诉请。

15. 关于洪都拉斯，它请求法院允许其作为

当事国参与案件，或者—如果法院不接受这一请

求—作为非当事方参与。在区别了两类参与之后，

国际法院指出，无论一国以何种资格参与，都必须满

足《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证明

它拥有可能受法院未来决定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的

利益。它因此审议了洪都拉斯是否已经满足这一条

件的问题。洪都拉斯具体指出的、可能在主讼中受

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利益的区域，是法院于2007年
10月8日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

海洋争端案的判决中做为诉讼标的的一个区域，并

且该争端已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判决中得

到解决。国际法院因此审议2007年的判决是否妨碍

它允许洪都拉斯获准参与。

16. 法院确定，根据2007年10月8日判决所具

有的已决案件效力，洪都拉斯不能够在法院于该判

决中所划定平分线的南部区域拥有具有法律性质的

利益。关于平分线北部的区域，法院认定洪都拉斯

不可能拥有可能受主讼决定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的

利益，原因很简单：它在那一区域的权利未曾受到尼

加拉瓜或哥伦比亚的质疑。法院也认定，洪都拉斯

在申诉所涉的海洋区域不拥有可能受影响的具有法

律性质的利益。法院还裁定：对于法院主讼决定可能

对洪都拉斯通过1986年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双边条

约 259所享有权利产生的影响，洪都拉斯不拥有法律性

质的利益，因为该条约仅是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之

间的事情，与法院确定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之间的

海洋边界并无关联。因此，法院驳回了洪都拉斯的

获准参与诉请。

17. 2011年7月4日，国际法院对希腊在国家管

辖豁免案中提交的获准参与诉请下达了命令，该案双

方的争端在于：意大利允许就德意志第三帝国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对德国

259 《哥伦比亚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海洋划界的

条约》(1986年8月2日，圣安德烈斯 )，《公报》(哥伦比亚 )，
第135年，1999年12月14日， 第43815期， 第1页 (1999年
12月13日第539号法 )，可查阅哥伦比亚国家印刷局网站：

www.imprenta.gov.co/portal/page/portal/IMPRENTA/Productos/
Diario_Oficial。

提出民事诉讼，是否侵犯了德国的管辖豁免权。希

腊在诉请中称，它拥有可能受法院对本案未来决定

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因它认为德国已经“默
认了—如果没有承认—因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所实施的一切作为和不作为对希腊应

负的国际责任” (第16段 )。与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

斯在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中提

交的获准参与诉请不同，主讼双方都没有对希腊的

诉请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法院在2011年7月4日下

达的命令中允许希腊参加诉讼。关于《法院规则》第

八十一条第2款规定的第一项参加标准，即寻求参与

的国家必须拥有可能受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

法院指出，在它将对主讼出具的判决中，法院可能

发现有必要根据国家豁免原则审议希腊法院的裁决，

以应德国的请求裁定关于意大利宣布可在本国执行

希腊的判决是否侵犯了德国的管辖豁免的问题。国

际法院认为，这足以认定希腊拥有可能受主讼中所

下达判决影响的法律性利害关系。

18. 关于第二项标准，希腊指出，其参与诉讼

的确切目的是“将可能受法院关于德国在本案中所提

要求的决定影响的希腊合法权益的性质告知法院”(诉
请书第10段 )。法院在命令中指出，只要希腊参与的

目的是将其可能受影响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告知

法院，这一目的似乎的确符合参与的作用。关于《法

院规则》第八十一条所载的第三即最后一项标准，法

院指出，在诉讼双方与寻求参与的非当事方国家之

间，没有必要确定存在着管辖权依据；由于希腊明确

表示它寻求作为非当事方进行参与，因此没有必要

确定这一管辖权的依据。法院因此准许了希腊的参

与诉请。

19. 另外，在前一年，法院收到了三个新的诉

讼案和一个新的获准参与诉请。除尼加拉瓜在边境

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案之外，向法院提交了另外两

起诉讼案：第一，2010年7月20日，布基纳法索和尼

日尔根据一项于2009年生效的专门协定，向法院联

合提交了一项关于彼此边界的领土争端案 (边界争端

案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 ))。第二，2011年4月28日，

柬埔寨提出请求解释1962年6月15日柏威夏寺案所

做判决。在其诉请书中，柬埔寨请法院裁定并宣布“泰
国负有的 ‘撤出它在柏威夏寺、或位于柬埔寨境内附

近地区所驻扎的任何军事或警察部队、或其他卫兵

或看守’ 的义务，是尊重柬埔寨领土完整的一个总体

和持续义务的特别结果”(诉请书第45页 )。在同一天，



 第3100次会议—2011年7月7日 161

柬埔寨还请求法院指示采取临时措施。法院目前正

在审议这一请求，并将很快下达命令。

20. 最后，法院在上一年收到的第三起诉讼案，

即南极捕鲸案。

21. 他现在将以个人身份讲话且他的观点不一

定反映国际法院的观点。他将就所提到的案件阐述

三点。

22. 他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法院的酌处权，该

权力允许它不接受一项咨询意见请求。《联合国宪章》

与《国际法院规约》一样，规定法院“可以” 作出一项

咨询意见。因此，这不是一项义务。法院至今适用

的基本标准如下：如果它认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不提

供咨询意见，则拒绝提供。

23. 咨询意见程序的历史演变表明，其起源不

是《国际法院规约》或《联合国宪章》，而是《国际联

盟盟约》第十四条。当时，常设国际法院并非国际联

盟的一部分，尽管两个机构密切相关。由国际联盟

理事会请常设法院提供咨询意见，以便理事会审议

所受理的问题。为此原因，常设法院发现无法就芬

兰与俄罗斯之间有争议的东凯勒利亚地位案提供咨

询意见。常设法院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俄罗斯没

有同意国际联盟介入它与芬兰的争端。第二，常设

法院必须就某些事实问题作出裁决，但由于俄罗斯

拒绝参与任何调查，常设法院是否能够得到充分资

料以便就这些问题得出结论，令人怀疑。

24. 随着国际法院的设立，咨询程序被正式纳

入了《国际法院规约》和《联合国宪章》，并且情况略

微有了变化。首先，现在可以由大会、安理会、或

经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以及专门机构请求提供咨

询意见，条件是请求关系到“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

律问题” (第96条第2款 )。其目的是协助这些机构的

工作，而所征求的咨询意见可能不与一项特定争端

有直接联系。因此，咨询意见是向请求机构、而不

是向争端当事方提供的。所以，一方未接受法院管

辖权的事实并不相关。第二个不同在于：根据《联合

国宪章》，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因此，

它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根据《联合国宪

章》第六章行使职能。所以它负有一项附加责任，即

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合作的义务。当然，如果向

法院提交的事项与其司法职能无关，法院不必审理。

25. 国际法院将《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的

容许性措辞 (国际法院“可以” 发表咨询意见 )解释为

授予它一项酌处权，可拒绝提供一项咨询意见。然

而在实践中，法院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26. 在1956年关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针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指控所做裁决案的咨询意见

中，法院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可阻止它接受一项提供

咨询意见请求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问题 (《汇编》第

86页 )。法院后来不断提到这一问题，但由于它从来

没有拒绝提供过咨询意见，因此从来未就这些理由

的内容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它多次拒绝了若干据

称存在着“令人信服的理由” 阻止它提供所请求的咨

询意见的论据。

27. 在此类案件中经常提到的论据是要求法院

就之提供咨询意见的案件标的涉及双边争端。如上所

述，最开始的咨询程序与这类争端密切相关。法院的

立场没有变化，即：请求涉及双边争端的事实，不足

以使它拒绝提供咨询意见。理由是法院并非向潜在

争端的当事方提供意见，而是向请求机关提供意见。

28. 另一经常提出的论据是争端的政治性质。

这一论据与法院无关，法院作为适用国际法的司法机

构，不依据政治标准作出判决。这有时在法院内部造

成紧张关系，但是法院总是恪守其严格的司法职能。

29. 在决定是否提供咨询意见时，法院必须考

虑的另一因素是请求机关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

组织的利益问题。由于法院是联合国系统的组成部

分，所以在适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 (和平解决争端 )
时有义务与整个系统合作。如果请求机关确信需要征

求法院的意见，则法院有义务予以考虑。如果涉及

联合国系统数个机关的利益，法院可能会发现自己

的处境微妙。在法院根据大会请求就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提供咨询意见时，法院

明确表示大会有权讨论某些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

所以大会有权就科索沃的情况请求法院提供咨询意

见。因此，国际法院有权应大会的请求提供咨询意见。

30. 然而，法院拥有管辖权不意味着其有义务

行使这一权力，因为如上所述，它拥有拒绝提供意

见的酌处权。法院必须考虑联合国内部权力分立这

类微妙的问题。《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

大会权力相对于安理会权力的界限。在这一具体案

件中，法院认为它有权根据大会的请求来解释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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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1244 (1999)号决议，而且安理会未曾表示反对。

一名对有关咨询意见附加了不同意见的法官这样写

道，重要的是评估 

请求机关对于该请求所涉事项是否具有或者声称具

有充分的利益。

在没有这一利益的情况下，不存在向请求机关提供

其行动所必须的法律因素的目的。因此，不存在法院进

行合作的理由，并且有时视为答复责任的东西消失了 (基
斯法官的个别意见，第15至第16段 )。

因此，虽然法院一贯积极回应咨询意见的请求，但

这类请求经常使法院处于困难境地。

31. 关于他想以个人身分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即各国提出的获准参与诉请，小和田恒法官说，法

院在许多情况下拒绝准许这类诉请。主要原因是通

常难以按照《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的要求，确定诉

请国对有关争端的法律性质的利益。近年来，法院

收到的大部分获准参与诉请都是有关海洋划界案的。

它出于两个理由拒绝准许诉请。第一，根据《国际法

院规约》第五十九条，法院的裁决除对当事方之外并

无约束力，因此，提交诉请的第三国将不受法院裁

决的约束。这是一个形式上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更

为实质性。法院可能认为第三国的相关法律利益不

大可能受到未来裁决的影响。

32. 非争端当事国参与的可能性，始于1899年
和1907年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当时，尽管仲

裁裁决仅对达成“妥协” 的当事方有约束力，但是当问

题涉及到争端方以外的势力所加入的公约解释，则每

一势力都有权参与案件。因此，参与的权利扩大到任

何能够确定其在案件中具有法律性质的利益并且该利

益可能受法院决定影响的第三国。一个论据是：许多

国家都已通过了参与程序。的确如此，但是重要的是

铭记在大多数案件中，向国内法院提交的参与诉请是

由争端当事方所提出的。几年来，关于诉请获准参与

的国家是否应是有关争端当事方的问题，国际法院选

择了中性地解释《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然而，

情况依然不明确，需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33. 值得注意的第三点涉及法院可以根据《国际

法院规约》第四十一条命令采取的临时措施。他的一

位前任在国际法委员会讲话时提到，过分利用临时

措施成了在审判达到审议案情阶段之前获得案情实

际判决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法院绝对必须避免的

危险。在请求采取临时保护措施的最初阶段，法院

很难确定它是否拥有管辖权、是否存在着争端、是

否存在着必须维护的权利及其实质内容可能是什么。

实际上，法院必须在不涉及案情实质的情况下做出

初步确定。法院在涉及初步反对意见时面临着同样

的困难，但是它可以根据《规则》第七十九条决定将

裁决推迟到审议案情阶段。对于请求指示采取临时

措施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可能存在着紧急因素。

34. 主席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分享其洞见与看法，

这无疑为委员会委员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下午12时40分散会。

第3101次会议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

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

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

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

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 )

[议程项目13]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1. 主席欢迎欧洲委员会代表，国际公法法律顾

问委员会 (公法顾委 )主席贝利亚尔女士和法律咨询

和国际公法主任莱泽图阿先生 (法学家 )，并邀请他

们向委员会致辞。

2.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解释说，公法顾委原本是作为欧洲法律合作委员

会的小组委员会成立的。1991年，它成为一个完整

的委员会，直接向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汇报工作。

公法顾委负责国际公法问题的意见交流，其中包括

最热门的话题。公法顾委或可受邀就国际法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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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协调成员国间的立场；在有些情况下，部长委员

会和人权指导委员会曾要求其提供法律意见。

3. 公法顾委将55个国家外交部的法律顾问以

及若干政府间组织的代表汇聚在一起，因而其成员

状况是独一无二的。若干观察员国家和组织也积极

参加了公法顾委的工作，尽管他们没有投票权。这

一多样性大大地丰富了它的审议意见。

4. 公法顾委不仅仅是一家协调机构，它还是一

处论坛。其成员所居的高级职位以及他们对委员会

工作的高度奉献使得委员会的报告、意见、评论和

建议具有毋庸置疑的可信度。

5. 公法顾委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因而它能够定

期更新议程上的专题。对于国际条约的保留意见以

及解释性宣言方面更是如此。由于各国在收到保留

国批准一项条约的通知之后只有12个月的时间能够

对保留国家作出反应或进行表述，因而委员会必须

能够快速反应。

6. 公法顾委的议程包括许多方面的专题，其各

种会议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就当前的发

展和各国实践交流信息。在这样的交流基础上，公

法顾委就下列主题设立了数据库：外交部法律顾问办

事处的组织与职能；关于国家豁免的国家实践；以及

国家实施联合国制裁和尊重人权的情况。

7. 2011年3月17日和18日公法顾委在斯特拉

斯堡举行了第41次会议。这是她首次主持这一会议。

会上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豁免的讨论特别具有启发

性。若埃尔 · 索利耶先生代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国
际刑警组织 )强调了开通警察与司法之间合作渠道的

重要性，这种合作不仅与国际刑警组织的中立性一

致，也与有关豁免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相协调。他解释

说，国际刑警组织在这方面的做法主要依据国际法院

在逮捕证案判决中所确立的先例，尽管这一先例的

范围仍不明了。在第41次会议上，委员会还注意到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加入程度非

常令人失望，强调了有更多国家批准该《公约》十分 
重要。

8. 作为一个咨询机构，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

常常要求公法顾委对某些事项提供看法。在第41次
会议上，针对部长委员会2011年3月2日的决定，公

法顾委就欧洲委员会关于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草案交换了意见，并审查了公

约若干条款草案与国际法，包括人权法，的相符性。

讨论十分活跃，各代表团一致认为，鉴于该公约的重

要性，尽管一些措辞还需澄清 260，但应立即予以通过。

公法顾委建议并完成了对标题—这并非小事—

的修正，还澄清了若干条款。在讨论结束时，公法

顾委通过了一部可被视为意见的案文。部长委员会

于2011年4月7日通过了《欧洲委员会关于防止和打

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该《公约》已

于2011年5月11日开放供签署。

9. 公法顾委在每次会议上都邀请了若干外部人

士发言。在第41次会议上，对一些极其热门的专题

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介绍，激发了活跃及富有启发性

的意见交流。

10. 根据1999年10月5日第1267 (1999)号决议

设立的安全理事委员会监察员 261，金伯莉 · 普罗斯特

女士详细介绍了她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其中包括需

要公开宣传新设立的监察员办公室，为安全理事会

综合制裁名单上的人员能够与办公室联系提供便利，

以及应对资源缺乏和信息获取问题。欧洲联盟法院

法籍法官让—克洛德 · 博尼绍先生以个人身份论述了

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所带来的问题。公法顾委驻关

于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非正式工作小组

观察员，埃里克 · 温纳施特罗姆先生汇报了小组工作

的进展情况。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秘书长汉斯 · 范隆先

生提请大家注意在欧洲人权法院最近一些不准予儿

童返回其居住国申请的裁决与1980年《国际儿童拐骗

事件的民事问题公约》条款进行协调的困难。

11. 公法顾委的议程定期安排讨论国际法委员

会的工作，并常常进行深入的讨论。欧洲委员会对

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的评论与意见

已于近期提交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关于

对条款的保留专题，公法顾委的成员受邀参加了会

议，就对欧洲委员会和其他部门支持下缔结的国际

条约所做的保留和声明进行了审查，并宣布了其反

对意图。因此，公法顾委已成为保留对话中的关键 
行为者。

12. 在公法顾委2011年3月的会议上，各国就

巴基斯坦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

260 公法顾委，第41次会议，会议报告，2011年3月17至18日
[CAHDI (2011) 5]，附录十。

261 监察员办公室是根据安全理事会2009年12月17日第

1904 (2009)号决议成立的。普罗斯特女士是秘书长于2010年
6月3日任命的 (S/201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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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

约》的保留意见表达了他们的关注，并概述了他们

对此的意见。马来西亚和泰国部分撤消其对《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的保

留，促使公法顾委成员就部分撤消的法律后果进行

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对保留原文的反对所涉及

的部分如果不包括在保留被撤消的部分之内，则该

反对应维持。但在部分撤消时首次提出的反对没有

效果。如《实践指南》所载的那样，这些结论完全符

合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看法。公法顾委对准则以

及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二读成果充满期待。

公法顾委还将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委员会对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审议，因为该问题自然

对组成公法顾委成员的各外交部法律顾问来说是 
重要的。

13. 在总结发言时，她说公法顾委的成员们致

力于进一步推进国际公法的作用和尊重国际关系中

的法治。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 
国际公法主任及法学家的发言

14. 莱泽图阿先生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法学家 )论述了过去一年欧洲委员会在法

律领域的进展，他说土耳其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
5月担任了部长委员会的轮值主席国。在该段时间内

的优先任务是欧洲委员会的改革，欧洲人权法院的

改革，《欧洲人权公约》所建立的监督机制的加强以

及欧盟加入《公约》的情况。

15. 出于对持续性的关注，委员会的工作方式

有了重大的革新，接替土耳其担任主席国的乌克兰

正在和随后主持委员会的联合王国和阿尔巴尼亚进

行了磋商，以促进欧洲委员会的改革—这是其秘

书长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16. 2010年1月20日，秘书长向部长委员会介

绍了一系列旨在通过精简工作从而达到振兴委员会

的措施。优先措施之一是审查欧洲委员会的各项公

约，以期在人权、法治和民主领域内创建一个共同的

法律平台；确认已经过时或者需要更新的公约；制定

措施促进欧洲联盟加入欧洲委员会现有的和将来的

公约。秘书长关于这次审查的初步报告将于2011年9
月提交至公法顾委。

17. 自他上次在委员会发言以来，已有两份新

的欧洲委员会公约开放供签署。《〈欧洲引渡公约〉第

三附加议定书》于2010年11月开放供签署。该项议

定书的目的在于当有关人士同意引渡时，简化和加

速引渡的程序。至今，已有11个国家签署了该议定

书，1个国家已经批准，尚需2个国家批准才能生效。

2011年5月11日，《欧洲委员会关于防止和打击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开放供签署。在欧洲

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文书，因为这是为防止此类暴

力，结束肇事者有罪不罚现象和保护受害人提供全面

的框架的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案文。它界定了

各种各样暴力侵害妇女的形式，其中包括强迫婚姻、

女性生殖器切割、骚扰和身心暴力，并建立了一个

监督机制以确保各缔约国有效实施。至今已有13个
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签署了这份《公约》。

18. 2010年12月8日，部长委员会通过了《关

于伪造医疗产品和涉及公共健康威胁的类似犯罪的

欧洲委员会公约》。该公约是将伪造、制造和提供未

经准许的药品或侵犯医疗安全要求的行为以罪处罚

的第一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它提出了制裁措

施并概述了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保护受害者和促进协

调的方法。该项文书或将于2011年10月开放供签署。

19. 在谈到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

时，他说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是首要事项。

在2011年6月的会议上，关于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

权公约》的非正式工作小组在最后完成经修订的加入

协定草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工作小组还与民间社

会的代表就欧洲联盟加入《公约》所有的附加议定书、

第三方干预和责任分摊方面进行了第二轮的磋商。

20. 近期组织的高层会议之一是2010年11月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0次欧洲委员会司法部

长会议，会议的重点是司法现代、透明和有效之必要

性、今日欧洲的监狱政策和第三个千年的数据保护

和隐私问题。担任部长委员会主席的土耳其于2011
年4月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了关于欧洲人权法院前

景的高级别会议。该次会议在2010年于瑞士因特拉

肯举行的同一主题会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为

法院工作的关键性决策与长期作用铺平了道路。

21. 欧洲委员会极其重视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合

作。和国际法委员会一样，欧洲委员会正在努力解

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欧洲委员会成员对

民主、人权和法治十分重视，不断为此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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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佩莱先生说他有兴趣了解公法顾委的成员

们讨论委员会的工作是否是为了形成一个协调或者

共同的欧洲委员会立场。他想了解公法顾委的工作如

何与国际公法工作小组的工作相关联，因为这两个

机构似乎有一定的重复性。公法顾委的成员们对《对

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有什么期望—他们期望其具

有何种程度的权威性？最后，他想了解欧洲联盟可

望何时成为《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方。

23.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公法顾委的成员们一般在其九月会议上讨论委

员会的工作。这些讨论可以使成员们就某些关切达成

共同理解，并对某些问题形成一致意见，但其目的

并非是产生共同的立场。在她看来，公法顾委和国

际公法工作小组之间的工作并没有重复。他们所讨

论的问题有一些重叠，但这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使

一些问题更为清楚。公法顾委有着广泛的成员，在

这方面是一个宝贵的论坛。至于《实践指南》，公法

顾委的委员们正在等待最后的案文，这可能会确定

一些人的观点，也会促使其他人重新考虑其立场。

24. 莱泽图阿先生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法学家 )说很难预料欧洲联盟成为《欧洲

人权公约》缔约方的确切时间，因为加入的过程冗长

而复杂。目前，工作正在在为谈判加入协定而设立

的非正式工作小组框架内进行。一旦达成协议，将

要求欧洲联盟的各成员国批准。批准程序将遵照这

些国家的宪法规定而进行。

25. 哈苏纳先生询问在公法顾委内是否讨论了

有关个人跨界移徙的问题，包括驱逐外国人的问题。

26.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此类问题目前没有在公法顾委的议程之上。然

而，该问题的某些方面可在专门讨论提交欧洲人权法

院的，有关国际公法的案例项目之下予以讨论。这

些讨论将为各国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机会分享信息和

交流涉及此类案件的意见。

27. 诺尔特先生要求进一步详细了解先前提到

的有关部分撤回保留的情况，特别是认为一项保留

有悖于条约目的与宗旨的国家如何看待其部分撤回。

28.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一些国家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对一项已经部分

撤回的保留重新提出反对意见，但决定，只要反对意

见继续适用于没有撤回的那部分保留，就没有必要

这么做。有一项一致认同，即如果在提出原始保留时，

没有出具反对意见，则在部分撤回保留时便不能提

出反对意见。

29.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西班牙在

马来西亚部分撤回其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的保留时审议了这个问题。西班牙认为，部分撤

回并没有引进任何新内容，保留是在适当的时候制

定的，而且仍然有效。

30. 诺尔特先生问在确定一项公约是否过时时

采用的是法律标准还是政治标准。

31. 莱泽图阿先生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法学家 )说目前在审查各项公约的相关性

方面仅采用技术标准。与此类审查相关的公约是那

些开放供签署之后20年尚未生效的公约，那些不再

实施的公约以及那些已被近期公约所中止的公约。然

而，这将由成员国或部长委员会来决定这方面的后

续措施。

3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询问公法顾委可采取何

种实际步骤来鼓励各国，例如法国与联合王国，以

加速批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进

程，并询问是否有更多国家可能在近期加入《公约》。

欧洲委员会以其人权工作闻名，但可能更应努力宣传

其通过公法顾委及其他机构在国际公法领域内所开

展的重要工作。关于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组织

与作用的数据库价值极高，值得在欧洲委员会之外推

广。公法顾委可以采取步骤使其优秀网站更易查询，

并制定欧洲委员会在国际公法领域内所开展的各种

各样活动的宣传材料。

33.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

主席 )针对有关《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的问题答复说，公法顾委注意到批准进程缓慢，但

没有任何理由对其最终的结果持悲观态度。据她的

理解，法国议会最近已授权批准该《公约》，并已交

存了批准文书。她鼓励联合王国采取步骤促使其议

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34. 莱泽图阿先生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法学家 )说已经采取行动宣传欧洲委员会

在国际公法领域内的工作。然而，他同意需要进一

步努力，他注意到有关出版宣传资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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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问正在采取何种

步骤促进非成员国家加入欧洲委员会公约，在这方面

哪些公约应视为是具有特别意义。他还想了解委员会

目前审议的哪一些问题很可能构成今后公约的基础。

36. 莱泽图阿先生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法学家 )说，过去一年内，非成员国家加

入欧洲委员会公约的程序发展很快。最初，条约仅向

成员国开放签署，但现在已经可能邀请非成员国家

成为某些公约的缔约方。其他近期发展包括非成员

国家无须得到邀请，就有机会参与某些条约的谈判，

并在其生效之前签署公约。如果一个非成员国家表

示愿意成为某一公约的缔约国，便可开始进行非正

式磋商进程以便确认任何潜在障碍。这些发展有助

于增加非成员国家成为缔约国的条约数量。今后的

公约可能包括有关贩卖人体器官的条约，和欧洲联

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条约。

37. 彼得里奇先生说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

约》是一项理由根本充分的决定，但其带来的种种困

难却被低估了。他询问由部长委员会组织的关于欧

洲人权法院未来前途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哪些一

般性意见。

38. 莱泽图阿先生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法学家 )说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

是产生于1970年代后期的一个想法，且实际上是《修

订〈欧洲联盟条约〉和〈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的里斯

本条约》第6条项下的一个要求。欧洲委员会和欧洲

联盟目前正在履行这一要求。有必要进行若干调整，

主要有两项原因。第一项原因是在预期欧盟加入的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修改公约监察体系的

第14号议定书》生效之前，《公约》仅是针对成员国

的关闭性条约。尽管欧洲联盟有其特殊地位，但却并

非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第二个理由是《公约》的对

象是国家，而欧洲联盟并非是一个国家。这些问题

目前正在解决之中：为解决在欧洲联盟法和《欧洲人

权公约》下引起问题案例建立各种机制，使欧洲联盟

法院能够为欧洲人权法院的未决问题提出意见，确

保欧洲联盟参与部长委员会。

39. 两次关于欧洲人权法院未来前景的高级别

会议以绝大多数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持有的观点为前

提：《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修改公约监察体

系的第14号议定书》仅于2010年6月1日生效，这是

必要的但仍不够，关键是要探讨其他方法解决法庭

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高级别会议是欧洲委员会及其

政府间机构正在进行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些步骤。为

了使委员会成员更加深入地了解将要解决的剩余问

题的状况，他将向委员会转交两次会议的结论。

40.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从开始进行有关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

的谈判时，人们就知道将会产生的实践和技术问题，

也知道要进行种种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重要的是

确保加入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完成，既不有损于《欧洲

人权公约》的机制，也不有损于欧洲联盟的法律制度。

尽管存在这些调整困难，但仍然取得了进展，并将

继续取得进展。

41. 作为公法顾委的主席，她定期收到有关欧

洲人权法院前景的发展情况。她最近收到了对法庭组

织事项条款采用简化修订程序的意见征询，该程序目

的在于确保更大的灵活性。法庭目前的工作量为14
万起案件左右，每年增加数量约为2万起案件。由此

提出了此类解决方法的提案，如案件甄别，提高对

法庭裁决的认识，促进争端和解程序和最终确保申

诉者将法庭作为最高法庭。毫无疑问法庭面临着若

干挑战性问题，公法顾委很可能参与解决其中许多 
问题。

42. 村濑先生说，他很高兴听到公法顾委已经

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进行了讨论。

至今已有11个国家批准了该项《公约》，现在还需要

19个国家批准才能够使其生效。他希望公法顾委能

够在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中间促进批准进程。

43. 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安排第六委员

会讨论关于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形式。他认为，

这些条款草案应该以一个框架公约的形式通过，为

此目的，在第六十六届会议上，大会应该将其作为

一项宣言通过，从而承认其所包含的法律原则。或

许公法顾委的成员可以举行有关此条款草案的讨论。

44.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公法顾委通常在其秋季会议上深入讨论有关

国际法委员会的问题。如果各成员国商定，可以就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可能讨论的问题组织一次意见

交流。

45. 坎迪奥蒂先生问，是否在公法顾委或欧洲

委员会内就国际法委员会将纳入其长期工作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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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新专题发表了任何意见，如果没有，公法顾委

考虑拟定这方面的建议可能是有用的。

46. 贝利亚尔女士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将在2011年9月会上进行意见交流时，公法

顾委可以讨论坎迪奥蒂先生的请求。公法顾委也已

经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纳入该次

会议的议程之上。但她不清楚是否国际法委员会确

实需要一些新专题还是其工作量已经相当充足。

47. 坎迪奥蒂先生说，委员会目前正在结束三

个不同专题的工作，需要将新专题纳入其长期工作

方案之内，因而欢迎任何有关新专题的建议。

48.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与公法

顾委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可作为委员会工作方法的

典范，特别在国际一级与其他致力于加强法治的国

际组织创造协同增效方面更是如此。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A/CN.4/L.783和Add.1-8)

49.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案第四章，

并提请注意载于文件A/CN.4/L.783/Add.3内该章节的

部分内容。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1. 定义 (A/CN.4/L.783/Add.3)

1.1 保留的定义

准则1.1通过。

评注

第 (1)段

5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法文本中的措

辞“précise (说明 )” 应该由“���� (反映 )” 替代，其

他语文本应相应予以修正。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6)段

第 (2)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5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最后一句 “此外，

保管人的任务也变得极为复杂” 予以删除，因其提到

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5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尽管有所犹豫， 
但他同意这一提案。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和第 (9)段

第 (8)和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5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请注意该段的最

后一条脚注 , 并建议由于2011年已经出版了此间援引

著作的英语译本，因此在通篇英语案文中应援引该

著作的英语标题而不是法语标题。

第 (10)段经对英文本的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 (11)段

54. 针对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佩莱先生 (特别报

告员 )的发言，主席说秘书处将确保在整篇《实践指

南》中连贯一致地引用拟稿人姓名。

第 (11)段通过。

第 (12)段

5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删除“委员会

一委员指出” 一句并将第二句的开头修改为：“[交换

函件 ]确实不太可能。”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和第 (14)段

第 (13)和第 (14)段通过。

第 (15)段

56.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最后一句，该句似乎

有些混乱，而且有点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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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6)和第 (17)段

第 (16)和第 (17)段通过。

第 (18)段

5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多条脚注内

所载的关于多边条约的引述需要在《实践指南》整篇

中予以标准化。为反映所援引的案文的最近版本而

更新脚注的提法，这会是有益的。

第 (18)段通过。

第 (19)段

5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 [法文本中 ]以
下措辞“soient entachées d'illicéité” 应修正为“ne soient 
pas valides”。还应进行以下措辞的替换：以“cette non-
validité” 替换“cette illicéité”；以“une réserve non-valide”

替换“une réserve illicite”；以“déclarée non-valide” 替换

“déclarée illicite”。

第 (1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0)和第 (21)段 

第 (20)和第 (21)段通过。

第 (22)段

5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 “关于保留的预

期效果” 一句，原因是其语义含糊不清。

6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同意这一建议。

第 (2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3)段

第 (23)段通过。

第 (24)段

61. 诺尔特先生提议 [英文本中 ]应以“reserva-
tion” 替代“author of the” 和“which lies” 之间的“treaty”，
使其与法语案文统一。

62. 此外，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除 [英文本

中 ] “guidelines” 之前的“draft”。

第 (24)段经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 (25)段

6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以“有人” 替代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第 (2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6)和第 (27)段

第 (26)和第 (27)段通过。

第 (28)段

64.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第 (28)段，因为它是

适用于整个《实践指南》普通声明，并非仅是对准则

1.1内的保留的定义的一般声明。

6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同意删除这

一段，因为该段解释了区分保留和其他单边声明所

遇到的种种困难，并指出在该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

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第 (28)段通过。

准则1.1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1.1.1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准则1.1.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66.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提出保留国家的伙伴”

改为“其他缔约国和组织”。

6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接受诺尔特先

生的提议。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8)段

第 (6)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68. 诺尔特先生指出需要核查该段最后一处脚

注中，归于“德国” 的保留意见是否确实是由前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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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民主共和国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他质疑

“扩大其权利 (而不是其义务 )”，该句容易引起误会，

而且不准确，他建议删除第 (9)段内两处这一用法。

6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也难以理解“扩大

其权利 (而不是其义务 )”，这一措辞在第 (9)段内出现

过两次。在有关国家船只豁免的例子里，该措辞是

不正确的，因为保留国确实扩大了义务：它获得承认

条约的其他缔约方的所有船只均豁免的额外义务。

7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该措辞的第一次

出现是在对雷娜塔 · 沙法日著作的直接引用，必须保

留不变。第 (9)段应该与第 (6)段内关于“扩展性保留

意见” 总标题之下的两类声明的解释一起阅读。

7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 (6)段所列的第二类

声明提到了意在向缔约方施加一项条约没有规定的

新义务的声明。如果一缔约国那么做，那么也对自己

施加了新的义务，因为条约是对等的。因此，他认为，

沙法日女士的论据是错误的。不过，委员会不应该篡

改对其著作的引用。然而，“因为保留国只是扩大其

权利 (而不是其义务 )，同时增加其伙伴的义务” 应予

以修正为“保留国只是扩大其权利，同时增加其伙伴

的义务”。这样，委员会是在表达其自己的观点，仅

是释义沙法日女士的句子而非引用。 

就这样决定。

72. 坎迪奥蒂先生提议，在第一句内，“社会主

义国家” 的提法应该由“东欧国家” 替代，这是表现现

代用法的比较中立的词句。

73. 诺尔特先生说他总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

表达了比“东欧国家” 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包括古

巴在内，因此他倾向于保留这一句子。

74.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支持坎迪奥蒂先生提

出的提案，尽管他希望能够将其略微修正改为“中东

欧国家”。

75. 加利茨基先生说他倾向于保留“社会主义国

家” 的词语，因为它提到的不仅仅是一组国家，还提

到提出该项保留意见的那个历史时期，并提到其作

者对船只拥有者的政治和经济态度。

76. 萨博亚先生说他不理解引用一个具体的政

治制度的意义，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支持一作者的保留

或反对的政治原因。他提议以“几个其他国家” 替代

“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消除任何政治思想意识或地理

方位的提法。

77. 诺尔特先生说如果其不作为一个普遍规则，

他可以接受萨博亚先生的提议。历史上不只仅是东

欧国家采取过集体保留意见或立场；而且，委员会不

应该在其术语中清除社会主义过去的提法。

7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赞成确立一

项不提及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般规则。一般而言，这

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在有关国家船只豁免的具体例

子中，可特别明显地看到持有被描述为“扩展性保留

意见” 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79. 主席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发言说，鉴于其

通常作为一个集团采取立场，“社会主义” 国家的提

法确实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以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

确定其行为的方式不是无关联的。

80. 麦克雷先生说，如果确实社会主义国家一

贯地作扩展性保留意见，那么保留“社会主义” 一词

确实是恰当的。

第 (9)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通过。

下午1时5分散会。

第3102次会议

2011年7月11日，星期一，下午3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

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

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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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262 

(A/CN.4/638，D节；A/CN.4/643263
；

A/CN.4/L.794264)

[议程项目7]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开始审议发生灾害时的

人员保护专题。她提醒大家，在听取特别报告员介

绍本专题第四次报告之前，需要重读起草委员会在

2010年完成工作的、并且国际法委员会在2010年7
月20日第3067次会议上注意到的第6至第9条草案。

她提请委员会注意A/CN.4/L.776号文件 265 所载的条

款草案，并请委员们逐条通过。

第6条 应对灾害的人道主义原则

第6条通过。

第7条 人的尊严

第7条通过。

第8条 人权

2. 佩莱先生在卡弗利施先生的支持下说，在法

文本中使用“touché” 表示“受……影响的”，似乎不当。

他希望在同时指人员和国家时，将英文用语翻译为

“affecté(e)”。

3. 诺尔特先生说，这一措辞出现的次数很多，

应当在整个案文中加以修改。

4.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他打算在适当时候拟定一个关于定义和表述的条款，

将对应英文中“affected State (受灾国 )” 的措辞包括在

内。他本人同意佩莱先生所建议的改动，可将其纳

入整个案文。

就这样决定。

第8条通过，但需对法文本进行编辑更正。

262 在其第六十二次会议 (2010年 )上，委员会通过了条款

草案第1至第5条及其评注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30至第331段 ]并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

条款草案第6至第9条 [同上，第297段 ]。
263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264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265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第六十二届会议文件。

第9条 受灾国的作用

第9条通过，但需对法文本进行编辑更正。

5. 主席说，她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希望通过起草

委员会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的报告，其

全部案文载于A/CN.4/L.776号文件中。

就这样决定。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6.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

员保护专题第四次报告 (A/CN.4/643)。

7.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于2011年5月在日内瓦

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第三届会议开幕辞中指出的，

没有城市或国家能够免受灾害 266。灾害毫无差别地袭

击最发达和备灾工作最好的国家以及最贫穷和最弱

势的国家。2010年，鲁汶天主教大学灾害传染病学

研究中心估计，大约373起全球性自然灾害已经造成

近296,800人死亡，影响将近2.08亿人，造成损失近

1,100亿美元 267。

8. 自然灾害的蔓延和加剧已经促使各国、各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学者们分析各方面问题，

并寻找适当的应对措施。大会在第六十五届会议上

至少通过了12项关于灾害的决议，其中包括2011年
1月28日通过的第65/264号决议，题为“围绕自然灾

害领域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展国际合作：从救济到发

展”。在这些决议中，经常就一些规定进行了重申。

也首次就其他热门话题通过了决议，如于2010年12
月15日通过的题为“因应海地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包

括地震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紧

急救济、善后、恢复和重建” 的第65/135号决议。

2011年4月6日，安理会通过了一份主席“关于海地

问题” 的声明 268。安理会在声明中指出海地的恢复是

一个长期的挑战，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为海地当局

提供支持，确保最弱势的居民群体获得基本社会服

266 《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和世界重建会议第三届会议会

议记录》，2011年5月8日至13日，日内瓦，第4页（可查阅网站： 
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1/documents/GP2011-
Proceedings.pdf (2016年12月28日访问 ))。 

267 见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2011年1月24日，新闻

稿 (可查阅网站：www.unisdr.org/files/17613_2011no3.pdf (2016
年12月28日访问 ))。

268 S/PRST/2011/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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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正义。它还欢迎捐助者的努力，并呼吁其毫不

延迟地落实全部资金承诺。它也强调了恢复工作、

国家安全、法治与民主机构信誉之间的联系。它指

出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相互依存，并重申安全必

须伴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安理会认为，海地在恢复

和重建方面的迅速和具体进展，对于实现长久稳定

至关重要。

9. 本五年期即将结束，评估—无论多么简

短—委员会本专题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担任

特别报告员的四年中，他提交了四次报告，一年一

份。第一份于2008年提交，是一份初步性报告 269。他

在其中回顾了相关的法律渊源以及过去在编纂和逐

渐发展本专题方面所进行的法律尝试。报告也概述

了需要审议的主要法律问题。在2009年提交的第二

次报告 270 中，他分析了本专题的属事管辖、属人管

辖和属时管辖范围以及本专题所适用的“灾害” 一词

的定义。他还开始研究合作的基本义务。2010年，

他在第三次报告 271 中审议了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

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人道、中立、公正和不歧视，

以及受灾国保护境内人员的主要责任问题。关于后

者，他在2010年7月介绍其第三次报告时说，他打

算在第四次报告中拟订一个或若干个条款，详述受

灾国主要责任的范围和限度问题 272。他恪守了这一 
承诺。

10. 他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中也就本专题的

范围、“灾害” 的定义、合作的义务、以及救灾的人

道主义原则、人的尊严和受灾国的主要责任拟定了

具体的条款草案。关于后一议题，他在第8条草案第

2款中拟订了措辞，确认了关于经受灾国同意的原则。

在委员会全会详细审议之后 273，这一条款已提交起草

委员会，但因时间不足，尚未加以审议。

11. 他在第四次报告中提出三条新草案：受灾

国在国家应对能力不足时寻求援助的责任 (第10条 )、
不任意拒绝同意外部援助的责任 (第11条 )，以及国

际社会提议援助的权利 (第12条 )。

269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98
号文件。

270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
号文件。

27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
号文件。

272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9段。
273 同上，第316至第324段。

12. 根据他自第一次报告以来拟定的广泛保护

概念，应承认保护与主权和不干涉 (或者不干预 )原
则之间的矛盾。在所有四份报告中，他都强调了这两

个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及其所衍生的受灾国同意的重

要性。这些矛盾曾反映在委员会对前三次报告的讨论

中，特别是关于合作的义务 (第5条 )和受灾国主要责

任 (第9条 )的条款草案的讨论中。但是，意见分歧已

经得到克服，并且第二和三次报告中拟定的条款草

案不仅在委员会成员之中、而且在第六委员会代表

之中得到了普遍赞成。因此，在短短两年内，委员

会就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九条处理艰巨原则问题

的条款草案。这九条草案，加上他在第四次报告中

拟订的三条新草案—如果如他所愿获得通过—

将构成本专题整套条款草案的基础，而余下部分将

涉及更多操作性问题。委员会将随后迅速地推动本

专题的工作。根据联合国秘书处的请求，本专题已

被纳入工作方案，位于“国际法的新动态和整个国际

社会的紧迫关切事项” 的标题项下 274。

13. 关于第四次报告中拟议的三条草案，他回

顾说，在通过第9条条款草案 (受灾国的作用 )—阐

述受灾国根据主权确保在境内保护人员并提供救灾

援助—之后，现在有必要审议该国在灾害程度或

受灾时间超过其应对能力时的义务。为此，首先有

必要提及经受灾国同意的要求中所隐含的国家主权

和不干涉这两项核心原则—如第9条草案第2款明

确规定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以及受灾国同意的要

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结合行使主权的国家所承

担的责任进行审议。这类义务就它国来说，可能是

横向的；但是就其境内或管辖下的居民或人员来说，

可能是纵向的。这些义务的范围及其如何关系到主

权和不干涉两项基本原则以及经受灾国同意的要求，

对于第四次报告至关重要，报告争取解决在两个必

要义务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14. 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第45段中第10条草

案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责任 )规定：

“如果灾害超出受灾国国家应对能力，受灾

国有义务酌情寻求第三国、联合国、其他主管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根据这段话，受灾国的权利至少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承

认和捍卫。第一，只有当有关国家不能够视情况要求

274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56至第

257段，以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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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应对时，才产生寻求援助的义务。这重申了关于

受灾国在指挥和监督救灾行动方面负主要作用的第9
条草案已经阐述的原则。如第四次报告第49段所述，

一国政府最有能力判定一场灾害的严重程度及本国

应灾能力的限度。这一观点符合欧洲人权法院通过

的“判断余地” 原则。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根据 [《欧

洲人权公约》]第15条，国家当局在评估本国的生命

是否受到公共紧急状况威胁方面享有广泛的判断余

地” (A.等人诉联合王国案，第180段 )。

15. 其次，如“酌情 ” 二字以及英文本中的

“among” 一词—在西班牙和法文本中没有类似用

语—所表明的，受灾国有权从本国认为能够以最

适合其情况具体要求、并最充分尊重其国家主权的

形式提供这类援助的任何其他实体寻求援助。一国

没有义务从一切实体或者甚至从一切准备好提供援

助的实体寻求援助。根据国际法学会在2003年布鲁

日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第1款的界

定，人道主义援助意味着“为满足受害者生存必不可

少的基本需要而提供纯粹人道主义性质的货物和服

务的所有行动、活动和人力及物力资源” 275。在第10
条草案中，“援助” 一词反映了提供人道主义保护在

操作方面的广泛应用范围，并强调了受灾国有权决

定什么范围和性质的援助最适合其履行国际人权法

和习惯国际法责任。

16. 第三，关于受灾国“寻求” 援助，而非“请求”

援助的义务，是强调一项基本原则，即受灾国没有

义务接受所有援助提议。“寻求” 一词出现在国际法

学会2003年布鲁日决议的第三条第3款：“当受灾国

无法向在其管辖或实际控制下的受害者提供足够的

人道主义援助时，应当向主管的国际组织和 /或第三

国寻求援助。” 同时，第10条草案重申了审议中各条

草案—如第2条草案所含的—的目的，即满足所

有受灾者的基本需求，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这

也是第5条草案所述的合作义务的一种表达，设想在

受灾国和第三方—包括其他国家，政府间和非政

府组织—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17. 第四次报告第36段指出，不仅第三国，而

且受灾国也负有合作的义务。他在报告第36至第39
段提到的关于合作的文书称，受灾国纵向行使主权

就包括了受灾国在应付能力不足时寻求援助的义务。

275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0卷 (2003)，布鲁日会议 (2003
年 )，第二部分，第265页 (可查阅网站：www.idi-iil.org)。

如大会在1990年12月14日第45/100号决议前言中指

出的：“听任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自生自

灭，不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啻是危害生命和伤害

人的尊严”。委员会通过的第7条草案强有力地确认

了人的尊严原则的核心地位，并且再次在寻求援助

的责任方面进行了强调。

18.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77段第11条草案 (受
灾国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义务 )位于关于寻求援

助义务的第10条草案之后，逻辑充分地确认了这一

责任。如先前所强调的，这一规定反映了保护的要

求与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强调必须经受灾国的同

意—之间的精妙平衡。

19. 前面援引过的大会第45/100号决议提到如

下情况：由于否认局势已经构成一场灾害、或者由于

适当的救援或提议尚未得到同意或同意得过迟，以

致受灾者的处境恶化。特别是当受灾国无能力或不

愿意做出适当和有效应对，威胁甚至侵犯了受灾者

的权利和尊严的时候，对受灾者的援助必不可少。一

般说来，即使同意预先假定了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的

可能性，但在各种关于保护人员的法律制度，比如

国际人权法、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法律和国际人

道主义法—第四次报告第59至第66段就这三个领

域进行了分析—中，均载有对拒绝这类援助的权

利的限制。在报告第70段中，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

是：为了有效地履行关于提供保护和援助的义务，一

国不能援引其基本的同意权，除非这不会在需要外

部援助且外部援助存在的情况下，造成保护和援助

的缺失或减损。

20. 不接受援助的决定是否是任意性的，取决

于具体情况，并且应该逐案而定。这方面的实践是决

定性的，因此价值不高，无法推导出一条一般性规则。

显然，缺少对援助的明显需求，可以是一个不具任

意性拒绝的理由。拒绝不具有任意性的另一理由是

某些标准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如果第6条草案援引

的人道主义原则没有得到尊重。

21. 另外，如果决定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则意

味着受灾国有义务就其决定向援助国提出合法理由。

最后，无论是否接受一项人道主义援助提议，受灾

国不得不当地延长做决定的时间。第一个结论在国

际人道主义法上最显而易见。根据《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70条的评注，“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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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合理的原因、而非任意或任性的原因” 276拒绝同

意。另外，《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

定书》)规定：“主管当局……不得没有正当理由就拒

绝这类救援” 277。关于第二个结论，《第一议定书》第

70条的评注指出：“具体来说，只有出于安全原因而

无法进入受援居民所处的领土，才真正能够为拖延

提供理由” 278。迅速提供救援，至关重要。受灾国关

于外部援助或援助提议的决定必须尽可能快地传达

给有关各方。这就是为什么大会在1988年12月8日
第43/131决议和1990年12月14日第45/100号决议

序言中指出，“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行动迅

速可使灾民树木不致急剧上升。” 根据2000年《民防

援助框架公约》第三条第 (5)项，“对于援助的提供或

请求，接收国应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审查并给予以 
答复”。

22. 综上所述，第11条草案载有两款规定：

“1. 如果受灾国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所需

援助，则不应任意对外部援助拒绝给予同意。

“2. 受灾国在接到根据本条款草案第12 条
草案提出的援助提议时，应毫不延迟地通知有

关各方其有关此种提议的决定”。

23. 特别报告员报告第109段中第12条草案的

标题为“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包含了下述单独一

段话：

“在应对灾害时，国家、联合国、其他主管

政府间组织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应有权向受灾国

表示援助意向。”

第10和第11条条款草案阐述的是受灾国的责任，而

第12条草案阐述的则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表示援

助意向的权利。它承认当发生灾害时，国际社会有

保护人员的合法利益。如初次报告第14段所述，这

是埃默尔 · 德 · 瓦泰勒早在1758年就提出来的 279。即

27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
cols of 8 June 1977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1987年，多德雷赫特，克鲁威尔出版社，第819页，第2805段。

277 同上，第1479页，第4885段。
278 同上，第826页，第2846段。
279 E.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

ural Law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to the Affairs of Nations 
and of Sovereigns, vol. III, book II,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6, 第一章，第114至第115页。 

使需要从更广泛的受灾国主要责任的角度审视这一

利益，表示援助意向也是团结互助的一个重要表示，

所依据的是第6条草案所援引的人道、中立、公正和

不歧视原则。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方面，受灾国

的主要责任、非受灾国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利益，与

非受灾国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相辅相成。这类意向

表示是团结的实际体现，合理地来自于承认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在本质是一项全球性事务，确认受灾国

起着核心作用、负有保护居民的主要责任。2005至
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第13 (b)段强调了灾害应对

行动的这一双重性质—一方面是受灾国的主要责

任，另一方面是涉及国际社会利益的事件—指出

“在全球日益相互依存的情况下，需要协同的国际合

作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激发和协助开发必要的知识、

能力和动机，在所有层面减少灾害风险” 280。如特别报

告员第四次报告第85至第87段所述，这一整体方针

一直是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演进的一部分。

如报告第88至第95段所述的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反

映的，除了关于武装冲突的法律之外，它还促进了国

际法最近的发展。就此，应当援引国际法学会2003
年布鲁日决议第四条第1段：“各国和各组织有权向

受灾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只要纯属人道主义性质，

这类援助不应视为非法干涉受灾国内政” 281。

24. 国际组织和其他人道主义行为者正当尊重

第6条草案所述的原则以及关于经受灾国同意的要求

所体现的主权和不干涉两项核心原则，进行及时干

预，可以有效地反映国际社会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

员的利益。第四次报告第97至第104段罗列了有关

文件，包括大会1981年12月17日第36/225号决议

和1991年12月16日第46/108号决议。这些文件认

为，秘书长有权呼吁各国提议援助自然灾害和类似

紧急处境中的受灾者。大会在第43/131号决议中也

承认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在提供援助方面的基本作

用。近来肆虐世界各地的灾害，包括2004年袭击亚

洲国家的海啸、2010年和2011年袭击海地和日本的

地震，突出表明存在着各国向受灾国表示援助意向

的广泛和一贯实践。在2011年初的海啸和地震袭击

日本之后，共有28个国际组织表示了人道主义援助 
意向。

280 《2005年兵库宣言》(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报告 (A/
CONF.206/6和Add.1)，2005年1月18至22日，日本兵库县神

户市 )，第一章，决议2 (2005-2015年兵库行动纲领：加强国

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 )，第6页。
281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0 (2003)卷……(见上文脚注

275)，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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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最后并且也重要的是说一说第12条草案缺

少的内容。尽管案文承认了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但

决不要求受灾国接受这类意向。在受灾国境内提供援

助，依然取决于该国的同意。也不应将这一条草案解

释为承认一切援助提议都是合理的。一项表示援助

的意向绝不能要求受灾国接受任何限制其主权的条

件。条款草案仅声明表示援助的意向本身不是国际

不法行为，不能解释为干涉受援国的内政。《1949年
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

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第十八条的评

注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根据这一点，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有权主动提供服务，并且无论援助意向是否获得

接受，这类行动都不能被视为干涉一国内政或有损

主权 282。《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中的原

则25规定，不应将援助意向的表示视为不友好的行

动或对一国内政的干涉 283。因此很明显，受灾国可以

规定，如果接受援助意向，捐助方必须尊重若干条件，

保障受灾国充分行使主权—他将在下次报告中审

议这些条件。

26. 萨博亚先生说，第四次报告简明扼要，依

据国际法律渊源和各种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实践，为拟

议的条款草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关于受灾国在本

国应对能力不足时寻求援助的责任的第二章，特别

是在第31段中，特别报告员仔细阐述并平衡了主权

和不干涉原则与经受灾国同意的要求方面与受灾国

在应对能力不足情况下有责任寻求援助的原则方面。

如第10条草案那样，他依据可能把寻求协助的义务

视为国际法规则的判例法、实践和国际文书，在第

32至45段发展并阐述了这一推理。如第44段解释的，

“寻求” 而非“请求” 援助的责任意味着，受灾国在监

督和协调援助工作方面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并且所

寻求和提供的援助符合那些已经审议过的条款草案

所确认的人道、公正和不歧视性原则。

27. 其后一章阐述了受灾国有责任不任意拒绝

同意外部援助的义务。《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和

五十六条规定的合作义务，构成了有关人权以及经

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合作等大多数义务的法律依据。

当然，这种合作必须是双向的。特别报告员充分地

表明，受灾国和国际社会真诚合作以向灾民提供必要

援助是多么的重要。他提供了许多关于有责任不任意

28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
cols of 8 June 1977 … (见上文脚注276)，第1480页，第4892段。

283 秘书长的代表弗朗西斯 · 登的报告 (E/CN.4/1998/53/
Add.2), 增编，第13页，第2段。

拒绝同意的规定。好几个例子来自国际人道主义法，

其中包括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年6月8日的附加议定书，或者来自关于流离失

所者的法律。第四次报告第77段中拟议的第11条草

案阐明了这一义务，并交叉援引了第12条草案。他

建议说，应在“外部援助” 前面加上“根据这些条款草

案所确立的原则” 一语，以强调公正和不歧视原则的

重要性和受灾国的主要作用。 

28. 报告最后一章所载的第78至第109段阐述

的是国际社会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特别报告员令人

信服地表明，这一权利源于这样的观点，即：在一国

中对人员的保护正如人权保护一样，不仅仅是该社会

和有关国家的合法关注、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合法

关注。他还强调了这一事实，即只要援助意向符合各

基本的原则、保障受灾国的主权完整及其主要作用，

就不应把表示援助的意向视为不友好行为或对受灾

国内政的干涉。第82段提到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 )284 反映了灾害具有双重性质，不仅影响受灾国，

也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基于团结互助或非受灾国

通达的自我利益。这些强制性的条例毫无疑问地来

自于国家立法中根基牢固的一项义务—不危害他

人的健康—但也包含了有关预防和援助受灾者的

内容。他总结说，拟议的所有条款草案都应提交起

草委员会。

29.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

出，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表明了委员会这一专题工作

的重大意义。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27段指出：根据鲁

汶天主教大学灾害传染病学研究中心的资料，2010
年，大约373起自然灾害—包括在日本最近发生的

地震和海啸、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洪水、以及

在美国的风暴—共造成296,800多人丧生，近2.08
亿人受影响，损失近1,000亿美元。

30. 报告的第一部分处理了各国政府的评论：在

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上，这些评论集中在迄今为止委

员会编写的九条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草案

上。一般来说，各国政府表示欢迎所取得的迅速进展，

并强调了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31. 关于第5条草案中所载的合作的义务，他支

持关于阐述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的想法。

284 世卫组织，第五十八届会议世界卫生大会 (2005年5月
16-25日，日内瓦 )，决议和决定 (WHA58/2005/REC/1)，WHA 
58.3号决议“修订《国际卫生条例》”，附件，第九条，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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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合作可引起的具体问题的条款，将是极其

宝贵的。第6条草案当然应包括不歧视原则，指明对

不同处境人员—主要并特别是弱势者—给予不

同的待遇，并不构成歧视。他支持做出这样的规定：

领土国负有主要责任来保护境内人员和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在国家主权与人权

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32. 关于正在讨论中的报告其后几章，他表示

欢迎特别报告员采取了非常谨慎和平衡的方针处理

所出现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并考虑到了各国的意

见以及现行的实践。

33. 至于受灾国在应对能力不足时有责任寻求

援助的问题，这方面的案文是第9条草案自然及合乎

逻辑的延伸，阐述了主权和灾难发生时切实提供保

护的义务。为论证这一以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为基础

的方针，特别报告员援引了国际法院的裁决、大会

1991年12月19日的第46/182号决议—载有灾害情

况下提供援助的准则—以及国际法学会2003年布

鲁日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他还正确地指出受灾国

对境内人员负有明确责任，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为他

的立场提供更多支持，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以及《残

疾人权利公约》的规定。依据对这些文件的分析，特

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认为，“受灾国对本国领土范围内

的人员所承担的主要责任反映出主权的 ‘内部’ 方面，

它可能也包涵在灾害影响超出国家应灾能力的情况

下寻求外部支持的义务” (第39段 )。这一立场在《机

构间常委会自然灾害情况下人员保护业务准则》中得

到了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机构间常委 )的确认，该《准

则》是布鲁金斯―伯尔尼项目就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所

发表的 285。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7条草案也确认

了人的尊严原则。

34. 特别报告员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法问题，

受灾国有权拒绝一援助意向。但是他补充说，这种权

利并不是无限的。大会在第43/131和45/100号决议

的序言中都充分明确指出，“听任自然灾害和类似紧

急情况的灾民自生自灭，不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

啻是危害生命和伤害人的尊严”。然而，主要的问题

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表示或不表示同意的自由。

在关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领域，日内瓦四公约

285 机构间常委会， IASC  Operational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Situation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Brookings–Bern Projec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2011年9月 (可
查阅网站www.brookings.edu/)。

的第一和第二议定书被理解为不得任意地拒不同意，

否则其规定就失去了意义。类似的表述出现在国际

法学会在1989年 286 和2003年 287通过的各项决议中，

以及迪特里希 · 辛德勒教授于1995年为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编写的一份报告 288中。

刚刚列举的分析表明，如果某些条件 (例如，“中立”

和“公正” 意味着所提议的援助没有任何政治含义，

不期望回报 )没有得到满足，则拒绝接受人道主义援

助就不属于“任意” 的。此外，决定拒绝人道主义援助，

意味着受灾国至少有义务为其决定提供正当理由。报

告中拟议的第11条草案反映了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的国际惯例。尽管委员会应通过这一条，但他认为，

该条草案第2款应明确规定必须提供拒绝的原因。起

草委员会可在审议第11条草案的同时考虑这一建议。

35. 关于国际社会提出援助意向的权利，特别

报告员用第四次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其他国家

和国际组织可向受灾国提供支持的问题。他采取了整

体性的方针，并在报告第84段非常好地解释了他的

观点。他依据的是以下这些文书中的各种规定：1907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

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一公约》)、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冲

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以及其

他文书，包括1991年《美洲便利灾难援助公约》等区

域性文书。

36. 特别报告员也研究了国际组织提出援助意

向的问题。第四次报告的最后几段就这方面的国际规

则和实践进行了审查，其中包括许多实践事例。他

本人完全支持特别报告员第106段中的结论：“表示援

助意向的权利不限于未受灾国，它还适用于其任务

规定可解释为包括提供这类援助的国际组织以及其

他人道主义组织。”

37. 第四次报告以第12条条款草案为结束，规

定各国、联合国和其他主管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286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3 (1989)卷，圣地亚哥—

德孔波斯特拉会议 (1989年 )，第二部分，resolu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affairs of States (关于人权保护和不干涉国家内务原则

的决议 )，第338页。
287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0 (2003)卷……(见上文脚注

275)。
288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the Right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1995年1月25-27日，巴黎，D. Schindler, “The right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ight and/or obligation?” (SHS-95/
CONF.805/6)，规则6，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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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都有权向受灾国提出援助意向，以应对灾害。他

支持关于将这一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38. 佩莱先生说，总体看来，除少数例外，他

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三条草案没有太大反对意见。然

而，三个方法论问题困扰着他。首先是三条草案与

人道主义法之间的关系。根据委员会于2010年通过

的第4条草案，“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可适用国际人

道主义法规则的情况” 289。这项规定似乎非常明智，因

为不宜在同一套条款草案中涵盖武装冲突情况下的

人员保护与其他类型灾害情况下的人员保护。因此，

他不知道特别报告员为何如此严重地依赖只适用于

战争时期的文书，从而引起了一个需要在评注中解决

的一致性问题。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更为严重：第四次

报告似乎理论性很强，尽管特别报告员从一开始就表

明了关键问题的现实程度。除了提到若干当前灾害

的第105段外，整个阐述的重点不是特别报告员认为

适当的东西—这值得称赞，但肯定比实践事例用

处小—就是可敬和权威的实体通过的案文。然而，

不能将实践减少到只是一系列案文的程度；构成实践

的不仅仅是大会、国际法学会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可能所说的内容，而且是土地和居民受灾之国的实

际态度—例如，缅甸政府在该国发生洪水后不愿

意接受援助—以及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等的反

应。特别报告员几乎没有提及这些事项，这是令人

遗憾的。因此，委员会应当认真对待报告第24段中

向其给出的建议，并且在编写草案最终文本的评注

时予以参照。第三，他非常惊讶并有点失望地看到，

报告几乎没有提到新的、而且在他看来大有可为的

关于保护责任的概念。特别报告员在第81段暗示了

这一概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这可以甚至

应当是整套条款草案的指导原则。这样才有可能重

新调整未来条款草案评注的重点，强化论据，并避

免不必要的谨慎。

39. 他一直不赞成在委员会工作方案中列入政

治上敏感的主题。在他看来，这类主题似乎更适合

外交谈判，而非一个独立专家机构的编纂工作。然而，

由于已经要求委员会—实际上是委员会要审议这

一问题，因此，委员会不妨大胆积极地投入逐步发

展工作，不要过于谨慎和拖延。在此基础上，他愿

意赞成特别报告员所拟条款草案的一般要旨，尽管

28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0至第

331段。

他对所使用的方法感到担心并且原本希望看到一个

更为坚定的态度。

40. 此外，他希望在拟议的文本中看到更多的

细微差别。首先，报告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主张让他

感到不安，即—受灾国如果不愿意协助本国灾民，

则应寻求协助：这似乎很离奇。如果该国选择不使用

自己的资源，那么它为什么，尤其是以什么权利，去

呼吁国际团结互助？特别报告员在第37段援引了以

北欧国家名义作出的声明，并在第71段再次表达了

类似的看法，从而似乎承认说：居民遭遇第3条草案

所界定灾害的国家可以拒绝使用自己的资源援救居

民。然而在他看来，它肯定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正

是保护的责任的精髓—个国必须保护其人民—

没人可以承认，甚至是暗示一国可能不进行保护。这

一观点也很难与关于受灾国作用的第9条草案第1款
相融合。因此，他不赞成在第11条草案第1款中将国

家没有能力应对灾害的情况与国家没有意愿应对灾

害的情况等同起来。显然，一国可能资源不足，对

此无法加以指责，但它没有缺乏愿意的权利：它必须

愿意协助灾民。第11条草案第1款目前的措辞暗示一

国可以将其保护的责任强加给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

这不符合第9条草案第1款的内容，对此梅莱斯卡努

先生曾提请大家注意。

41. 关于第11条草案，他希望就其他三个细节

发表意见。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条款草案所指的

“有关各方”。以他的理解，特别报告员会去做这件事。

其次，将受灾国的决定通知有关各方还不够；也必须

提供决定的理由，在这方面，他完全同意梅莱斯卡

努先生的意见。第三，将第11条和第12条草案的顺

序颠倒一下会更清楚：首先因为第11条草案援引了

第12条草案，其次因为提及12条草案所涉的援助提

议之后再提及第11条草案所涉的对这类提议的反应，

似乎合乎逻辑。

42. 他不反对第10和第12条草案，但认为其基

本逻辑过于曲折。与萨博亚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

不同，他未被第44段所作的细微区别所说服。尽管

如此，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因为特别报告员承认说，

如果受灾国发现自己资源短缺，则有责任寻求外部

援助。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也许不该首先诉诸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不是救灾。还有两个细节问

题他希望就其发表评论。首先，在第四次报告的法

文本第95段，对国际法学会2003年通过的关于人道

主义援助的决议第四条引用错误。该条第2款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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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États et les organisations ont le droit d’offrir une 
assistance humanitaire aux victimes se trouvant sur le 
territoire des États affectés, sous réserve du consentement 
de ces derniers.” 290 在报告所有条款草案的法文本中，

最好将“touché” 改为更适合的“affecté”。希望起草委

员会和特别报告员会同意。其次，在报告第49段引

述的A.等人诉联合王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裁决

的第173段承认各国在评估本国是否处于公共紧急状

态威胁方面有广泛判断余地，但补充说：“尽管如此，

缔约方不享有无限的酌处权”。这与特别报告员所写

的并不矛盾，而是确认了需要在国家主权与基本的

人道主义要素之间争取平衡。换言之，在一个自由

的要素—主权—与一个福利主义的要素—团

结互助—之间争取平衡。这转述了埃马纽埃尔 · 茹
阿内即将以英文出版的一本新书的标题“The Liberal-
Welfarist Law of Nations: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自由福利主义的国家间法律：国际法的历史 )” 291。他

希望将第10、11和12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佩莱先生认为保护

责任应当是案文的指导原则，但是在他看来，根据

上下文，这指的是领土国保护本国居民的职责：佩莱

先生想的不是委员会已经拒绝了的新的“保护责任”

概念。

44. 佩莱先生说，在英语中应当是一项“duty to 
protect (保护的职责 )”。他个人从来没有拒绝保护责

任的概念：尽管这主要是领土国保护其居民的责任的

问题，但国际社会也有职责帮助该国保护其居民，并

且在必要情况下使它有义务这样做。他完全不同意

迈克尔爵士关于这一概念已经被拒绝的说法。相反，

它是有用的并且完全适于本专题。特别报告员在起

草报告时似乎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尽管他令人遗憾

地彻底忘了提及。

45.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他同意迈克尔爵士

的意见。委员会已经长时间地讨论了保护责任的概

念 292，并已决定不在目前的工作中予以采用。重要的

290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0 (2003)卷……(见上文脚注

275)，第270页。 
291 E. Jouannet，The Liberal-Welfarist Law of Nations: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292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47至

第250段，以及《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3
和第164段。也见《2008年……年鉴》，第一卷，第2978至第

2982次会议，第117至第164页，多处。 

是记住，保护责任有非常具体的参数，适用于种族

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中 293。

46. 瓦钱尼先生说，在特定情况下，特别报告

员需要就保护责任与国家主权进行协调。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中确实肯定了保护责任，但如佩莱先生所

指出的，并未公开说明他在这样做。

47. 诺尔特先生说，佩莱先生的态度似乎不太

一致：他曾反对审议本专题，原因是该专题具有政治

性，涉及到正在进行的关于保护责任在国际法上的

地位的政治辩论，但是现在当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已

经包括了这一专题时，他又希望委员会将保护责任

作为一项指导原则来对待。他个人认为，特别报告

员避免提及具有政治争议的“保护责任” 的主张，并

同时纳入了源于别处的主要内容—人权领域的保

护义务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与团结互助原则—以

适用于本专题，这样做是相当明智的。事实上，特

别报告员没有明确提到保护责任的概念，不意味着

他拒绝了其核心内容，而是理智地将之应用于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

48. 彼得里奇先生呼吁不要重新开启辩论特别

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的方法问题，这样可能导致本专题

的工作停顿下来。委员会已经决定把重点放在自然灾

害，而不是人道主义法、战争法或保护责任的概念上。

考虑到这一决定的影响，所产生的办法实现了完美

的平衡，并且是唯一使委员会能够继续开展本专题

工作的方法。

49. 村濑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出色的第

四次报告，并说，在进行评论之前，他想谈谈2011
年3月袭击日本的灾难，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在过去

4个月中，日本真正感受到了国际团结和援助的巨大

价值。3月11日，在该国遭受地震和随后的海啸蹂躏

后不久，日本政府和人民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帮助和鼓励。为了更新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104段中

列举的数字，他说，迄今为止，日本已收到161个国

家和43个国际组织发出的提供援助意向。收到了大

量救灾物资，可观的捐款以及来自许多国家、地区

和组织的众多救灾队伍的亲手帮助，所有这些都值

293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大会2005年9月16日第

60/1号决议，第138至第139段。也见秘书长题为“履行保护

责任” 的报告 (A/63/677)以及大会2009年9月14日第63/308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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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衷心表示感谢。日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最

危难的时候，世界与他们站在一起。

50. 福岛核事故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这样的焦

虑，令人深感遗憾。日本就导致事故发生的人为因

素向国际社会道歉，并为避免了一个更大的灾难感

到欣慰；这无疑得益于当局已动员了当前最好的资

源。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 294，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于2011年6月20日至24日举办的部长

级核安全会议 295强调了对灾区情况进行初步评估的重

要性，与国际社会分享了事故的经验教训。他确信，

日本政府将继续努力，以迅速和透明的方式传播信

息，以加强国际核安全。

51. 日本的经验表明，团结互助和国际合作的

原则是整套条款草案的基石；按照他的理解，特别报

告员所拟议的条款是劝告、促进和宣传性的，而非

义务或强制性的。委员会如果试图制定权利和义务

之间法律关系的严格规范，显然是不合适的。委员

会的目标不是争取确定国家违反义务的责任、或者

在不履行该责任的情况下适用制裁。基本目标是便

利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因此，特别报告员正

确地使用了“职责 (duty)”，而不是“义务 (obligation)”：
以他的看法，“职责” 的观念处于道德意旨和法律义

务之间的某一点上。

52. 当然，少数国家拒绝外部援助、或充其量

有选择地接受援助，仍然是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

人人都知道，这些国家—没有必要指名道姓—

的领导人甚至在正常情况下都不在乎数十万人正在

忍饥挨饿。这种情况促使我们适用一个严格的强制

性方针，而非柔和、促进和推广性的方针。但是因

为几乎不可能追究这些国家的责任，所以这不会解

决如何便利救灾活动的问题。应当从更开阔的角度，

而非仅从本专题的背景来考虑问题。委员会已经正

确地决定：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概念与本专题

工作无关。

294 “Report of Japanese Government to the IAEA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nuclear safety: the accident at TEPCO’s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stations (日本政府向原子能机构部长级核安全

大会提交的报告：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事故 )” (可查阅网

站http://japan.kantei.go.jp/kan/topics/201106/iaea_houkokusho_
e.html，2017年2月28日访问 )。

295 “2011年6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部

长级核安全大会”，总干事的报告 (可查阅网站 https://www.
iaea.org/About/Policy/GC/GC55/GC55InfDocuments/Chinese/
gc55inf-10_ch.pdf)，2017年2月28日访问 )。

53. 如果委员会倾向于不在第12条草案中使用

“义务” 一词，则也应避免使用“权利” 一词。如果谈

论合法的权利，将超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范围。

虽然国家肯定可以提出援助意向，但这类意向不是

行使法律权利，而是国际善意和合作的表示。因此，

第12条草案的标题应当是简单的“表示援助意向”，
并且该条草案的案文中“应有权……表示援助意向”

几字应改为“可表示援助意向”。

54. 保护自然灾害受害者的一个重要内容，肯

定是鼓励一种与灾民团结的意识。物质和财政援助及

合作是宝贵的，但团结的表示可能是同样珍贵的。在

这方面，他希望列举一个受2004年海啸破坏的亚洲

小岛国大使的例子。为了体现该国与日本的团结，在

许多外交官和商人因害怕放射性污染而逃离东京，使

日本感到被遗弃时，他自愿地到东京就职。抵达后

不久，大使便参观了受灾地区的疏散中心；他的政

府向受灾者捐赠了100万美元和300万袋茶叶，并派

出15名军人参加海啸灾区的清理行动。该国的这些

行动超越了它的基本外交责任，赢得了日本民族的 
尊重。

55. 鉴于已经存在着大量救援行动规则，委员

会不应卷入详细规则的制定，而是应将其留给负责

救援活动的机构。然而，应当指出速度对于救援工

作至关重要，因为地震72小时后废墟下被困灾民的

存活率会大幅下跌。也有必要消除法律障碍，以便

使救援队和搜救犬尽快到达现场。或许应当一提的

还有救援队应是自给自足的，从而不对灾区带来额

外的负担。

56. 在救灾活动中，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必不

可少。如他曾提出的，在新的灾害实际发生之前，主

管国际组织就应已经建立好一个合格和可靠的、可

经认可而开展救灾行动的非政府组织名册。这些组

织应符合国际公认的救援组织的标准，有能力、可靠

和有效；并且任何受灾国家都可以从名册中选择合适

的组织。这种机制可能会缓解一些受灾国对援助组

织能力的关切，加速允许救灾人员进入灾区。日本

政府已同邻国进行了关于灾害管理合作的谈判，2011
年4月9日，在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和日本的特别

部长会议上就此达成一项协议 296。此外，2011年5月
22日，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缔结了灾害管理问题

296 见http://asean.org/chairman-s-statement-on-the-special-asean-
japan-ministerial-meeting-jakarta-9-apri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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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国合作协议 297，以尽最大努力推动灾害预防工作，

并加强救援能力和救灾制度。根据该协议，当严重灾

难发生在这三个国家之一时，另外两国将评估情况，

确定受灾国的需求，并根据受灾国的请求尽快派遣

紧急救援队和提供救灾物资。反过来，受灾国将在

本国立法允许的范围内，参照国际惯例和灾区情况，

尽可能迅速地促进合作，允许救援团队和物资入境。

最后他说，一个框架公约将会便利和促进邻国之间

类似的双边、三边和区域协议的缔结。他最初对专

题的意义有所怀疑，但现在相信：委员会通过这一工

作，将能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57. 彼得里奇先生感谢村濑先生令人感动和有

说服力的发言，并且说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取得的良好

进展。第四次报告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方法，使委员

会能够推动工作前进。村濑先生正确地强调团结的

重要性，而这是本专题的基石—当自然灾害后成千

上万的人挨饿、流离失所或濒于死亡时，如何应对？

还应当提到，在埃塞俄比亚，仅一年中就有100多万

人死于饥饿和当局的疏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拒绝承认灾难发生、没有请求、更不用说接受援助，

并且援助即使送出最后也未能分发。这与日本的情

况差别很大。在埃塞俄比亚，表示的团结受到了阻碍。

58. 委员会的目标是制定规则，以确保自然灾

害情况下受灾居民可以得到援助。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并且就此取得任何实际进展，需要采用一种平衡

的方针。这是在上届会议上通过四条非常重要的草

案时所做的。委员会还应当牢记，出于主权和现实的

原因，提供援助的主要义务在于受灾国。没有该国

的同意与合作而调派援助，可能会造成问题，甚至

适得其反。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拟议了三条

草案，通过设定某些限制，包括对受灾国主权的限制，

使援助有可能派送，尽管受灾国可能会有某些疑虑

或担忧。虽然措辞肯定可以改进，但案文与委员会

预期的结果完全一致：方向正确，因此值得支持。根

据第10条草案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义务 )，在前面提

到的那些情况下—埃塞俄比亚和缅甸—国家有

义务寻求援助。这是值得称赞的。至于第11条草案 (受
灾国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义务 )，尽管“任意” 一词

可能需要在评注中进一步充实，但案文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对受灾国在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的决策权

297 见三国合作秘书处网站 (http://tcs-asia.org)以及2011年
5月22日的峰会宣言 (http://cn.tcs-asia.org/bbs/board.php?bo_ta 
ble=catg&wr_id=827&sca=515&page=1)。

设置了界限，同时又不损害国家的主权。根据该条

草案第2款，在接到根据第12条草案第1款提出的援

助意向时，受灾国应毫不拖延地将其就意向作出的

决定通知所有各方。简而言之，以透明的方式回应，

是受灾国避免被指为未履行不任意地拒不同意这一

职责的最好方式。因此，第11条草案既审慎又现实，

同样方向正确。至于第12条草案 (表示援助意向的权

利 )，也许甚至可以说成“团结的责任”，但至少案文

阐述了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这当然与干涉一国

内政无关。

59. 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指出，自然灾

害专题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兴趣，这完全可以

理解。事实上，当人民成为上述自然灾害受灾者时，

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行动这一观念正在为人们所接受，

而旧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预一国内政的主权观

念正渐渐丧失领地。但是，委员会不应在这个方向上

走得太远，以免起反作用。最后，他祝贺说，特别

报告员第四次报告是本专题工作上意义非凡的一步，

重要、敏感和及时。在关于发生自然灾害时的人员

保护的公认国际法原则，与必须援助灾民并确保其

尊严和人权在最为要紧之时得到尊重之间，报告取

得了适当的平衡。

下午5时55分散会。

第3103次会议

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阿多克先生、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坎

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卡

米沙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

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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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38，D节；A/CN.4/643 ； 
A/CN.4/L.794)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关于发生灾害时

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43)。她欢迎

新委员，阿多克先生，并说同仁们期待着与他携手

开展工作。

2. 诺尔特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编撰了丰富且均

衡的第四次报告，为委员会的讨论奠定了一个绝好

的基础。报告回顾了“灾害” 这一抽象术语下的一些

惊险境况，以及委员会为应对这些境况制定适当且

平衡规则的责任。

3. 委员会委员对第四次报告的反应在某种程度

上取决于，关于同意职能的最终措辞，这仍是起草

委员会在编撰第8条第2款草案原则面临的问题。他

在原则上同意，其他国家或行为者要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必须得到受灾国的同意，但他不主张以绝对的

方式阐述这样的要求：例如，可能存在着受灾国无法

表示同意的例外情况。

4.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编纂第10至第12条草案

所采取的基本做法，特别是关于受灾国负有寻求援助

的职责的前提，这一前提源于受灾国确保保护本国领

土内所有人的首要责任。报告第33段所述及的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足够食物的权利问

题的第12号 (1999年 )一般性意见 298 与此相关。然而，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第40段关于“在超出一国

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寻求国际援助可能是受灾国

履行国际人权文书和国际习惯法规定的主要责任的

一个要素” 的阐述多少有些疲弱；当国力殆尽，寻求

国际援助是受灾国的职责。特别报告员最终显然承

认了这一事实，然而，他在第10条草案中指出，受

灾国有“酌情” 寻求援助的职责。“酌情” 一词只应用

于寻求援助职责的实施模式。

5. 第10条草案所载的寻求援助义务不可，且不

应与第11条草案所述的不拒绝予以同意的附属义务，

29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0年，补编第2号》

(E/2000/22-E/C.12/1999/11)，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二十和第二十一届会议报告，附件五，第103页。

以及第12条草案所列明提供援助的权利相剥离。当

灾害超出一国能力时，该国必须履行寻求其他国家

和相关行为方援助的义务，后者则负有提供此类援

助的附属义务；不论是寻求援助，还是提供援助，受

灾国都有义务不得任意拒绝表示同意。将这两个相

互关联和附属的权利与义务脱离，可导致在实践中

人为的区分，并在紧急情境下引起形式主义的争论。

6. 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44段所述，如果“‘寻
求’ 这一措辞的隐含之意是通过启动一个进程来达成

可能的一致” 属实，那么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势必成

为该进程过程中的义务，而不是进程完成后的一项

义务。

7. 第12条草案对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的表述，

应同时鼓励基于合作、国际团结和人权的原则提供

的援助。虽然要承认第三方国家或组织提供援助的

特定法律义务太过了一些，但通过近来的一些辩论，

至少人们接受了别的国家和组织拥有保护所有面临

直接威胁的人的生命与基本人权的义务。在不重新

挑启分歧颇大的保护责任问题的辩论情况下，他觉

得必须强调国际社会内就此概念现有的共同立场。

8. 回到第11条草案第2款，他说“通知有关各

方其有关此种提议的决定” 的措辞应改为“给予理性

的回应”。这将更好地抓住要旨，即确保可对履行不

拒绝表示同意的义务作出客观的评估。按目前的措

辞，第2款似乎未充分考虑到报告第44段所提倡的

更广泛的、通过商议对待提供国际援助的办法。因

此他认为，用以进程为导向的版本来阐明就不接受

援助意向提供理由的义务，应是更好的做法。

9. 他同意佩莱先生，委员会不应审议如下情况，

即在履行不任意拒绝援助意向的义务背景下，一国

不愿使用本国现有资源的情况。第9条草案对每一受

灾国确立的首要义务是“确保对其国境内人员的保护

并提供抗灾救济和援助”，这意味着该受灾国必须使

用其现有资源确保对人员的保护。

10. 为此原因，他提议第10至第12条草案应合

并编撰成下列新条款草案：

“1 在应对灾害时，国家、主管政府间组织

和相关非政府组织都有权向受灾国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并鼓励上述各方本着合作、国际团结

和人权原则精神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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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灾害超出受灾国国家应付能力，受

灾国有义务寻求其他各国、主管国际组织和相

关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

“3 受灾国不应任意对外部援助拒绝表示同

意，并应对表示援助的意向给予理性的回应。”

11. 他的这项提案从整体上汲取了特别报告员

提议的精髓。首先是总体规则，根据该规则，不论受

灾国的国力如何，在每一灾害情况下都有表示援助意

向的权利。提案继而提出了一项特别规则，即当无力

提供必要救灾援助时，受灾国有义务寻求援助。最后，

提案推出了一项既适用于一般规则，又适用于特殊

规则的准则，阐明了不得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义务，

以及对提供援助给予理性回应的义务。

12. 他提案背后的根据并非出于对特别报告员

基本方针和理论的反对，相反，是源于找到更好地

表达特别报告员意向的措辞的期望。他同意第10至
12条草案应提交起草委员会。

13. 瓦钱尼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对这一重要且

敏感的问题编撰了这份颇具思维启发性的报告。各

国对这一项目的即时性发表了评论，而特别报告员

则以令人赞赏的步调推动了工作的进展。

14. 他冒昧地不顾方法谬误之忌，首先对声称

国家、联合国及其他各实体有向受灾国表示援助意

向的权利的第12条草案发表评论。该条款虽可接受

并可送交起草委员会，然而，有人可能会吹毛求疵

地询问何为“相关非政府组织” 的定义。此外，可以

正确地说，一般国际法赋予了国家向另一面临灾害

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权利。例如，根据第七届美洲国

家国际会议通过的《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进入国

际关系的能力是界定国家的特征之一；因此，当一国

甚至都不能主动向另一国表达援助意向，会显得相

当怪异。因此，第12条草案应被视为多余的，或至

多也只扮演了证实的角色。

15. 再说得更远一些，有人或者会说，在缺失

特定可用的禁止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期间，所有法人，

包括跨国公司，甚至极富有的个人，都可有权向一

受灾国家表示援助的意向。只要第12条草案仅限于

提供帮助的权利，那么，其范围可扩大至确认所有

法人均有这项权利。

16. 另一方面，第12条草案并未示意可允许干

涉受灾国的内部事务：该条款仅设定了表达援助意向

的权利，受灾国可以予以拒绝。正如霍菲尔颠在分

析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称 299，与一国表

达援助意向的权利相对应的是，受灾国有考虑是否

接受的职责和义务，但并非必须接受援助。

17. 在他看来，第10至第11条草案比第12条草

案更具争议性。第10条的要意是，当灾害超出国力

所能应对的范围时，受灾国即负有寻求援助的义务。

特别报告员强调，评估灾害是否实际超出国力所能

应对范畴时，受灾国拥有“判断余地”。从正面角度

讲，第10条草案规定受灾国在遭灾期间要重视灾民

的人权。特别报告员报告第33段的论述要旨是，《经

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宣布了获取食物的权

利，而各国受义务的约束要竭尽全力满足这项权利。

因此，只要灾害暴发，获取食物的权利遭到损害，受

灾国就有寻求援助的职责以满足该项权利。

18. 然而，这一方式多少有些问题。首先，《经

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获取食物的权利

规定被若干国家视为基本务实，或忠告性权利。此

权利示意各国采取“适当的步骤”，确保获取食物的

权利，但这是以“基于同意的国际合作” 这一表述为

限定的。《公约》宽泛的措辞不能转变成受灾国具体

的承诺，保证一旦害灾来临，因国力需要时，“寻求

援助”。下列问题着重突出了这个微妙但重要的区别。

19. 为何《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

列获取食物的权利对受灾国规定了寻求援助的职责，

但却未对非受灾国规定提供援助的职责？为何《公

约》相关条款规定了受灾国的具体承诺，但却未规定

《公约》其他缔约国的承诺？若答复是非受灾国可自

由同意是否给予援助，那么按逻辑推理，受灾国亦

可自由同意是否寻求援助。《公约》所列的获取食物

的权利显然不是各国原本打算奠定的灾害时寻求援

助义务的依据。难以用一种法律解释来为这项权利

的延伸做辩护：因此，第10条草案极易因对并非用

于救灾的规则进行有缺陷的推论而遭受攻击。

20. 此外，特别报告员编撰第10条草案的方法

或可产生分类的问题，即该款推出的拟议规则属于国

际法的编纂，还是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就国际法编

299 W. N. 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and Other Legal Essays，1919年，

耶鲁大学出版社，1920年重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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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而言，为了提供佐证必须提供更多数量且无可反

驳的条约及其他国家实践的实例。特别报告员在介绍

其报告时强调了近期灾害实例的数量与强度。然而，

在承认存在一项各国必须寻求援助的规则之前，委

员会应确定，这些近期的实例是佐证，还是削弱了

这一观点，即这样的规则已存在于现行法。在这方面，

佩莱先生对报告采用的手法和使用的资料来源所发

表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

21. 公平说来，特别报告员确实考虑了一些国

家实践的要素，然而，这些要素是有限的，而且并

未达到承认一项习惯法规则的程度。同样，某些与

援助相关的广义概念，诸如人道主义、合作和主权

的“内部” 问题，也不足以具体奠定有约束力法律规

则的基础。

22. 另外，也许构建寻求援助的义务，可构成

一项逐步发展的实例，值得给予出于政策原因的支

持。第10条草案所确立规则的好处之一是，强调了

在困境下对人权的保护，并事前为受灾国寻求援助

的职责提供了确定性。

23. 然而，第10条草案在逐步发展方面也存在

劣势。首先，当一国不想寻求援助时，要求或迫使

其寻求援助似乎有悖国家主权。有人提出在法律上，

“duty (职责 )” 一词不如“obligation (义务 )” 有力，但

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两个术语都表明，就法律而论，

“duty” 或“obligation” 所针对的承担方均必须寻求援

助。在目前国际法的逐步发展阶段，上述迫使的类

型似乎并不符合各国的意愿：大部分国家不会同意以

这种方式限制他们的自由。

24. 第二，若规定诸如第10条草案所列的法律

要求，受灾国不仅要承担应对灾害的负担，而且还要

承担起义务，决定该国是否必须寻求援助。若受灾

国基于较含糊的“评判余地” —这一尚未被凝聚成

为救灾法的概念—不寻求帮助，该国将受国家责

任的约束。为此，在救灾期间，一国不得不担心因

选择不接受某些国家的援助，可能会触犯法律。发

展中国家不满“附带条件的” 援助已久，第10条草案

将引进法定“要求” 的援助，这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25. 因此，他并不拥护目前第10条草案的编纂

形式，并提议应将强制性的短句“有义务寻求 ...援
助”，应改为“应寻求 ...援助”。这将着重突出对受

灾国寻求援助的期望，并且消除了有争议的强制性 
要求。

26. 第11条草案第1款至少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该款似乎与现行法相悖。根据现行法，各国

可对外部援助不予同意。第二，该条款的强制性质

与既定的国家主权概念相悖。第三，即使作为拟议法，

这条规则可对下列国家造成困难，因其可能想要拒

绝来自其藐视的国家或实体提供的援助—不论其

如此做是否有切实的理由。受灾国可能视外部援助

为特洛伊木马，会带来本不想承受的压力。

27. 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为了确保人权保护

与国家主权两者之间的平衡，他再次提议，应删

除强制性部分的内容，将“shall not” 改为“should 
not”，因此该款款改拟如下：“如果受灾国无能力或

不愿意提供所需的援助，则不该任意拒绝同意外部 
援助”。

28. 第11条草案第2款可保留特别报告员所拟

议的案文，因为要求受灾国毫不拖延地具体阐明其

决定既符合情理，又有助于强调相关救灾援助的紧

迫性，不会对受灾国对其领土所拥有的权利带来重

大损害。

29. 在大部分情况下，受灾国会采取理性的行

动，在面对灾害是寻求援助。同样，捐助国和其他

捐助实体也会不有所图地提供援助。也许法律领域

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实际上关于国家以不十分合乎

逻辑的方式行事的情况。他主张回归到现行法上来，

对之进行细微调整，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可保护较弱

小的国家免遭可能的滥用行为之害。若国家希望法

律随变化的现实而演变，那么，该就由各国来推动

法律的发展，不论是透过保护责任的概念，还是以

其他方式。

30. 诺尔特先生要求就瓦钱尼先生所采用的

“compulsion (迫使 )” 一词作出澄清。他的理解是瓦钱

尼先生认为寻求援助的义务暗含迫使的含义。鉴于

他先前强调保护较弱小国家免遭滥用行为之害的担

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若瓦钱尼先生所述的“迫
使” 系指采用武力，那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特别报

告员并未想将寻求援助义务的概念变为对不愿受援

国采取武力强制援助的授权。

31. 瓦钱尼先生说，他绝没有使“迫使” 意指使

用武力的意思。他从法律含义提及迫使，意指一旦

未能维持寻求援助的义务，即会产生目前第10条草

案措辞所述的国家责任。



 第3103次会议—2011年7月12日 183

32. 彼得里奇先生说，瓦钱尼先生的说法引起

了委员会对一个严重问题的警觉。问题的关键是保

护受灾人民，而不是国家主权。委员会基本同意规

范、或者编纂，甚至是逐步发展的希求，以便对受

灾人员提供援助。在正常情况下，各国可合作，寻

求帮助或表示协助意愿。然而，正如瓦钱尼先生所述，

非正常的情况也会出现，国家对保护人的生命呈现

出置若罔闻的态度，袖手旁观，视而不见，甚至拒

绝援助之手。规范非正常的情况，这正是法律的目的，

委员会应该集中探讨的是议题的这一方面。

33. 瓦钱尼先生回顾彼得里奇先生在上次会议

上提到1980年代埃塞俄比亚情况时的发言，说即使

委员会制定了规定埃塞俄比亚必须寻求援助的条款，

当初的埃塞俄比亚政府也会毫不理睬这些规定。因

此，即使制定了一国必须寻求援助的规定，也不会

有任何直接的切实意义。然而，这些规定的存在可产

生法律意义，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埃塞俄比亚在

灾害暴发时未寻求援助，而五个月之后，某强国指

责埃塞俄比亚违背了国际法，并提出采取行动纠正

这种局面，届时，即会产生以武力为形式的迫使场景。

若委员会采取这样的路线，那么会导致如下局面：一

国因为知道给援国别有所图而拒绝寻求援助，最终面

临枪口，而原因却与救灾风马牛不相干。采用“should 
seek assistance (应该寻求……援助 )” 的短语将表明，

委员会认为受灾国寻求援助的做法是所希望的，但

不会因一国选择不接受所提供的援助，招致被追究

法律责任的逆境。

34.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第9条草案已经确立了

国家依据其主权，确保对其领土上人员的提供保护

和提供灾害救济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一旦该国已

竭尽所能，就应当寻求外部支持。这个逻辑先决条件，

与干预权或干预职责毫不相关，而是基于一国有义务

照管其公民的原则。因此，一旦一国无法履行此义务，

则该国有权寻求援助，援助可被拒绝，但决定不应草

率做出。他敦请委员会不要改变本草案的根本原则。

35. 杜加尔德先生认同瓦钱尼先生的说法，即

使委员会在埃塞俄比亚灾害前就制定了关于发生灾

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案文，埃塞俄比亚政府也会

置之不理。然而，一国政府可能不会恪守委员会起

草的文书，不应阻止委员会从事正确的事务。既然

委员会的职能是编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那么，委

员会就应列出指导各国如何行事的准则。委员会的

一些项目显然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300，虽然还尚未以条约形式存在，

却已得到了见证。

36. 哈穆德先生说，就条款草案可使一国在拒

绝所提供的援助意向之前三思而行而言，条款草案

已应起到了威慑作用。委员会起草的法律条款产生

了后果，因其通常是以强制性术语编纂的。如果他

早想到这些条款草案可能允许采用武力，那么，他

就不会同意编撰目前的条款草案了；然而，亦如维斯

努穆尔蒂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所述，只有在发生了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时，才可以援引保护责任。

不过，在条款中列入某些保障条款，确保尊重国家

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或许是可取的。

37. 瓦钱尼先生说，梅莱斯卡努先生称第10条
草案是第9条草案逻辑上的伸延，因为确保保护的义

务暗含了寻求援助的义务，这多少反映了一个目的

论方式。各国虽有义务保护生命权，但侵犯生命权

的行为并不自动产生向他国寻求援助的权利。虽然

这两项权利是相关联的，但它们自成一体，并不相同。

他接受了确保保护的义务，并不一定他就接受了寻

求外部援助的义务。

38. 在答复杜加尔德先生时，瓦钱尼先生解释

说，他并未认为，仅因埃塞俄比亚可能无视一项条款，

委员会就不应通过该项条款了。在解答彼得里奇先

生提出的另一道难题时，他本人的答复是，若委员

会认同眼下正在讨论的规则，则可能会招致滥用该规

则的前景，不仅寻求援助的义务会被撇在一旁，甚至

还可引起国际法中的其他问题。彼得里奇先生说委员

会并不是在讨论国家主权问题，而是在探讨对人员

的保护问题，似乎是在尽力缩小困难。然而，事实是，

这是两个相互牵连，或被各国视为相互关联的概念。

因此，委员会不可完全忽视其间的联系。报告载有

若干关于必须征得同意、不干涉和国家主权的论述，

应将之纳入条款草案的案文，而不是放在评注内 
阐述。

39. 他同意哈穆德先生，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可

作为一项威慑，但他仍认为，这些规则可能有遭到

滥用的危险。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一直认为，保护

的责任并不是在救灾情况下诉诸干预权的理由。条

款草案应体现上述调研结果。

300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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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加利茨基先生说第9和10条草案处理的是

一个极为微妙棘手的问题。因此，评注应清楚地阐明，

这两项条款属于逐步发展，而不是编纂，并反映了

争取调和两种对立趋势的尝试。第10条草案若推出

一项无条件法律义务，可能会致使其沦为一纸空文，

而使其不那么刻板则有可能有益于整体编纂工作。委

员会必须铭记，条款草案必须付诸实际运用，必须

对各国有所助益。

41.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他同意村濑先生在

早前会议上的评论，即委员会不应制定得不到国际实

践支持的通盘法律义务。他还同意梅莱斯卡努先生

关于第9条草案极为重要的看法，因为该条体现了受

灾国的责任原则，并确立了国家主权与保护人权之

间的平衡。然而，援引第9条草案以佐证第10和11
条草案中所采用的用语“duty (职责 )”，有失妥当。瓦

钱尼先生提议将“shall” 改为“should”，提出了一种折

衷方案，可为解决极敏感的问题提供某种共同立场。

42. 萨博亚先生说，他在同意彼得里奇先生所

表达的观点同时，也与瓦钱尼先生一样有所担心：要

求国家接受援助的规则可能会遭到滥用，尤其针对较

弱小国家而言。特别报告员在对其第四次报告的介

绍以及报告本身中强调，受灾国在援助的来源方面，

拥有颇为广泛的选择余地，可选择可靠的来源。为

此不妨列入限定性的句子，阐明援助的提供必须“依
据本条款草案的原则提出”，因为这将加强援助必须

是公正且中立的理念。

43. 另一个支持特别报告员做法的论据是，若

受灾国无力提供救济并拒绝外部援助，灾害的幅度

以及其对人的生命损失的影响幅度，可能使联合国

启动人权原则及其他强效论据。以缅甸水灾暴发后

的情景为例，灾情促使秘书长前往视察，并说服了

政府接受外界援助。

44. 诺尔特先生说瓦钱尼先生曾批评特别报告

员未列出足够的实践佐证寻求援助的义务。他确信，

特别报告员可指出许多案例，证明当各国为灾害所

困时，曾寻求过援助情形，以及显然出于法律义务

的意识，提出求助要求的情形。反过来，不妨请瓦

钱尼先生列出一些国家以提供自然灾害救济为借口

牟取非法目的做法的实例。

45. 瓦钱尼先生说，有许多国家寻求援助的实

例，尽管是出于法律义务之举：各国只是知道其有权，

而非责任，寻求援助。日本和缅甸即提供了这方面

的实例。

46. 丰巴先生说，正如佩莱先生在早前会议上

所述，第四次报告未提及保护的责任。然而，这一责

任值得关注，那怕这么做多少意味着更果敢的逐步

发展。这个专题的基本哲理肯定是保护的责任。对

于当灾难来临，该由谁来保护受灾者；基于何法律依

据；并必须具备何条件和受到何种限制等问题均应从

现行法和拟议法中寻找答案。保护责任包含了两项

义务：一方面，受灾国有义务保护并援助受灾人民，

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有义务援助遭削弱的受灾国，

或在必要时，迫使受灾国接受援助。下列是可能的情

景：受灾国能够并愿意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问

题和法律影响是最小的；受灾国有意愿但并无行动能

力，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法律问题是要确定向受

灾国提供援助的依据以及途径和手段；受灾国有能力

但无意愿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定如何

以法律用语定义该场景。在国际法中，是否存在拒

绝向危难人口提供援助这一理念的基础？倘若有的

话，会带来何种法律影响？是否可直接或通过调解

人间接迫使一国接受援助？在此，国际法逐步发展

的大门已大幅敞开，要点是要区别何为所期待之举，

何为可行之举。他确信特别报告员并未忽视这些复

杂的问题。他明智地选择了客观，现实的做法，推

出了一套均衡、可接受的条款草案，他本人主张将

这些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7. 他谨提醒注意第四次报告未提及的文本，

即《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

(《坎帕拉公约》)。该《公约》第1条 (k)款将“境内

流离失所者” 界定为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的人。第5
条第1款叙述了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和人道

主义援助的首要义务和责任。第5条第4款规定各国

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和援助那些因天灾或人祸，

包括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而背井离乡的境内流离

失所者。第5条第2款规定了在征得各所涉国同意

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救灾的义务。第5条第12款保障

了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第12条第3款规

定，当一缔约国在灾害发生时未能提供保护和援助

时，国家有责任对境内流离失所者所蒙受的损害提供 
补偿。

48. 黄先生说，其本国关于灾害的第一手经验

使他深刻地理解了所涉及的这些问题。为此，他推

荐中国题名为“震后” 的电影，该片描述了围绕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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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生的两次大地震之后的情况，并为灾害、救灾

和保护灾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影片展示了，面

临重大灾难，诸如道德、爱情和传统等价值观，远

胜过空谈的义务、权利和责任。

49. 至于报告的实质内容，他认为，澄清相关

的关键问题很重要。在他看来，必须要搞清楚三个

基本问题：灾害的定义；提供援助；和权利、义务及

责任问题。

50. 首先，灾害有三类截然不同的类型：那些无

法预测、突发和大规模的灾害，诸如，地震、海啸和

洪水；那些由于气候变化、荒漠化和生态退化造成的

灾害，诸如干旱和饥馑；最后是那些由于社会冲突带

来的灾难，诸如饥馑和难民涌入潮。委员会应探讨

的是第一类灾难。这类性质的灾害，不论国家贫富或

有无资源，可发生在任何国家境内；而第二种类型的

灾害，只会在穷困和欠发达国家境内发生，这是千

年发展目标应予以解决一个发展问题。第三类更多的

是涉及到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需要以政治办法解决。

51. 显然，不同的灾害需有不同的应对办法。

对于突发性灾害的应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期

间，拯救生命是当务之急，奢谈人权毫无意义。第

二个阶段期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灾民的重新安置

问题，这项工作需要大量外来的物质援助。第三个

阶段的重点是灾后重建工作，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投

入的发展问题。

52. 其次，关于提供援助问题，他希望列举中

国的两个成功模式。第一，基于自力更生的模式，这

是应对1976年唐山市毁灭性大地震所展现出的实例。

完全依靠本国资源开展了救灾和重建，30年后一座

繁荣昌盛的新城市矗立在眼前。第二种是基于自救与

国际援助相结合的方式，应对2008年汶川市特大地

震的行动即是如此。中国政府迅速启动了应急反应

机制，调拨了大量资金开展救灾行动，并动员了全

国之力。作为其救灾和重建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还

接受了来自国际上的援助。重建工作提前完成，经

济发展超过了震前水平。然而，救灾的首要责任在

于受灾国，而且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受

灾国提供的援助，并不是国际援助。

53. 人们必须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义务、权利

与责任问题。他注意到第10条草案指出，倘若灾害

超出国力所能应对的范围，受灾国有义务寻求外部

援助；与此同时，第12条草案称，国际社会有权向

受灾国表示援助意向。然而，在他看来，受灾国与

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应按权利与义务作出界定，

而应从国际合作的角度加以考虑。最近日本发生地震

之后，众多国家为之提供了援助，这是充满人道主义

精神的展现，并不表明灾害超出了日本的应对能力。

与此同时，受灾国有权选择自力更生方式，拒绝外

援不应被视为错误或违反人权之举。此外，向受灾

国提出援助意向，也应考虑到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

接受和利用这些援助。汶川地震之后，若干国家表

示他们愿意提供帮助，但当地条件无法接受所有国

际上拟提供的援助。为此，不可指责受灾国。

54. 提供援助应被视为一项责任，而不是权利。

现实情况是，非洲国家遭遇的许多问题，并非他们

未寻求援助所致，而是发达国家未提供恰当的援助。

同时，有些国家为救灾援助附加了政治条件，以期

令受灾国政府屈从听令。如此行径即不亚于干涉这

些国家的内政，并且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出

于此原因，埃塞俄比亚和缅甸拒绝了援助。

55. 他认为，受灾国有权，但并无义务寻求援

助。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应有提供援助的道德

责任或义务。基于上述理解，他提议对第10和第12
条草案作出修订，指出如果灾难超出了受灾国国力

所能应对的幅度，受灾国有权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

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应该有责任帮助受灾国，但

不应该试图干涉受灾国的内部事务。

56. 杜加尔德先生说黄先生提出了一些颇有意

思的问题。就他本人而言，仅提及《联合国宪章》第

二条第7款所载的原则—即不干涉一国内部事务的

原则—正如一块招惹猛牛的红绸。在当年南非种族

隔离的政权统治下，这一条款一直是该政府外交政

策的核心特点，并被用于支持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其

种族主义政策的论点。在他的印象中，搬出第二条

第7款已经不再是什么时髦的招术了，然而，他错了。

他将颇感兴趣地聆听黄先生关于埃塞俄比亚和缅甸

饥馑问题政治化的更多论述。根据他的回忆，上述

两国均当即拒绝了国际社会提出的援助。当初的事

情必须要澄清：谁也不应在未提供进一步证据的情况

下，断言这些灾害被政治化了。

57. 瓦钱尼先生说，他不清楚，依据杜加尔德

先生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的评论，黄先生

或杜加尔德先生是否可以详述当发生灾害时，非受

灾国是否有义务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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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杜加尔德先生说瓦钱尼先生提出了一个必

须深入探讨，颇有意义的一点。他希望特别报告员

可着手探究。

59. 诺尔特先生说，伴随寻求援助责任的，必

然是考虑这种请求的责任，而不是提供援助的责任。

60.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希望今后某一个时刻，

非受灾国将有提供援助的义务，而不只是权利。然而，

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是，受灾国不得任意拒绝援助的

义务。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小小一步。

61. 哈穆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经过良好研究

的第四次报告，报告探讨了若干必须搞清楚的核心

问题。虽然另有一些负责实施救助事务的实体，但

当对人员的法律保护遭到某些行为方立场的质疑时，

委员会是确定所适用准则的机构。不同行为方之间

必须就权利与义务达成平衡以加强保护，但平衡即

意味着无绝对的权利，各行为方不能推出其权利以

规避其对其他方的义务。委员会任务的最终目标是，

在发生灾情期间确保为受灾个人提供法律保护，而

权利与义务则必须以此为宗旨达成平衡。

62. 必须铭记的第二点是，违背载于某一法律

文书的义务，会产生特定行为方的法律责任。在发

生灾害情况下不应忽视这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当

一国或某个国际组织认识到，若发生这种违背行为，

即得承担国际责任，且其无法从法律含义不明受益

时，那么，这样的认识即可遏止犯下违约行为并鼓

励恪守法律的态度。

63. 第三个考虑是，国际法牢固确立了的国家

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而当前的做法不应被视为对

上述原则的贬损。主权不仅规定了国家的权利，而

且也规定了义务。正如第9条草案所宣称的，受灾国

依据其主权，有义务确保在其领土上确保对人员的

保护和进行救灾和援助。此外，第6条草案中阐明的

中立和公正原则，为受灾国提供了保护，使其不仅

免遭那些可能造成国际责任的行为方的干预，也防

止了非国家行为者的干预。若某一行为方违背了不

干涉原则或任何人道主义原则，受灾国可削减这一

行为方的权利。实际上，就其他行为方对受灾国主

权和不干预原则的潜在侵犯，报告过分强调了对受

灾国提供的保障。

64. 在条款草案中拟订一条关于受灾国寻求援

助义务的规则是有强有力基础的。现行国际法框架

似乎趋于创建这样的义务，然而，眼下简单的事实是，

当一国面临灾害无能力履行保护其领土上每一个人

的责任时，该国不得不寻求外部援助。不确立寻求

援助的义务会造成一个法律真空，进而丧失条款草

案确保法律保护的宗旨。虽然有人会争辩，认为合

作义务包含了寻求援助的义务，但前者更多的是一

种双方关系，偏重于对受灾国抗灾应对措施的运作

和管理，而不是寻求援助的具体义务，该义务是一

种个体行为。

65.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受灾国具有

确定其所寻求援助的性质和内容的控制余地，这就

是说，受灾国有权选择该向哪方行为者求援。与任

何其他主权一样，享有此权利的条件是受灾国不得

滥用这项权利。

66. 关于第10条草案的案文，他说，他同意特

别报告员倾向于采用“seek (寻求 )” 而非“request (请
求 )”，因为请求援助表明受灾国倾向于接受向之提供

的任何援助，而“寻求” 则更具主动态度。

67. 关于第11条草案，他同意前提是在收到给

予援助的意向时，受灾国有权确定其同意接受哪类

援助，不论其提供救济的能力是否已经枯竭。然而，

这项权利不是绝对的，而且当受灾国没有诸如国家

安全之类强有力理由不予同意时时，存在着充足的

法律依据可制定出受灾国必须同意接受援助的义务。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受灾人员的

关切，还尚未发展到第12条草案所载的义务成为普

遍义务的程度。

68. 在报告中，关于受灾国在受灾时不愿向其

领土上的个人提供援助，与受灾国不愿外部援助这

两方面之间似乎略有混淆。第11条草案规定，当受

灾国无力或不愿提供必要的救援时，不得任意拒绝

同意外部援助。若受灾国不愿为其领土上的受灾个

人提供援助，那么，依据国家的人权义务，即要承

担起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根据第11条草案，若受

灾国任意拒绝所提出援助的意向，那么该国还得承

担附加国际责任。

69.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国在评估该国拟

同意接受援助意向性质，以及确定该国将同意接受哪

方行为者援助方面拥有主权酌处权。这具有切实的重

要意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各国也可能拒绝那些

来自出于非人道主义性质动机的行为方提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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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第12条草案，他注意到，虽然国际法

并无充足依据规定捐助方有提供援助的普遍义务，但

第5条草案所载的合作义务或可提供一个建立此项义

务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第12条草案的主题。其

拟定似乎是从确立赋予第三方行为者权利的角度，规

定受灾国的义务。他不同意在制定这项权利时，应赋

予所有的第三方行为者同等待遇。第12条草案把非

政府组织当作相对于国家拥有直接权利的国际法主体

对待，会产生法律上的困难，并造成执行该条款草案

的重大实际问题。比如，这种待遇会在受灾国拒绝某

一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意向时，引发受灾国的责任。国

际法并无这个方向的规则—即使是正在呈现的规则

也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当必须采取迅速的应对措施，

包括急速表示援助意向，并有大量的“相关” 非政府

组织在场援助时，这样的规则或可致使受灾国陷入困

境。在这种情况下，受灾国首先必须确保非政府组织

的提供援助意向是真正属于人道主义性质的，对此受

灾国并无奢侈的时间来进行调查；于是，如果受灾国

拒绝了援助意向，则面临犯下国际不法行为的危险。

按照第12条草案目前的措辞，将会损害当事国保护

其领土上个人的能力，因而背弃条款草案的宗旨。因

此，他不支持将提供援助的权利延伸至非政府组织。

作为备选方案，他建议不妨修订第12条草案的措辞，

整体删除权利的概念，代之以规定第三方行为者“不
妨” 提供援助，从而形成一种授权，而不是权利。

71. 最后，他建议将第10、11和12条条款草案

送交起草委员会。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72.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案第四章，

并提请注意A/CN.4/L.783/Add.3号文件所载的该章部

分内容。

1.1.1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续完*) (A/CN.4/L.783/Add.3)

评注 (续*)

第 (10)至第 (12)段

第 (10)至第 (12)段通过。

准则1.1.1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1.1.2 旨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73. 坎迪奥蒂先生建议 [在英文本中 ]将代名词

“it” 改为“the author”，以避免混淆。

7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既然如此，那

么案文应修正为“the author of the declaration”，别仅

改为“the author”。法文本在述及国家和国际组织时，

究竟选用代名词“il” 还是“il ou elle” 的问题，也同样

在其他准则中出现。在述及国家或国际组织时采用

政治上正确的措辞“il ou elle” 似乎并不合适。 

准则1.1.2经修正后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75. 诺尔特先生认为 [英文本中 ] “probably” 一

词多余，提议将其删掉。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7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最后一句中的“须
(must)” 应参照特别报告员想要传达的含义，改为“不
妨 (may)” 或“应当 (should)”。

7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鉴于各国有义

务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他觉得采用“须” 字并

无问题。为了避免混淆，他提议将该句改写为“必须

按照一般国际法解决其争端”，以取代“须采用和平

的争端解决办法”。

7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英文本中，仅将

“must (须 )” 改为“should (应当 )” 即可。

79. 卡弗利施先生说，把“must” 改为“should”

是对法语词汇“devront” 的翻译错误。法文本应保* 续自第310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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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现在的用词。另一方面，英文翻译则不必拘泥

于“must”：“devront” 可 译 作“may (不 妨 )” 或“shall 
(须 )”，但绝对不会译成“should (应当 )”。

8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各国可能有义务解

决可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但难以想象，

各国有义务解决他们对某一条约的保留可能存在任

何不同见解。为此，他主张采用极为适宜此情景的

“should (应当 )” 一词。

81. 卡弗利施先生说依据此推论，法文本应采

用“devraient” 一词。不论采用哪个用词，两个语言版

本相互之间都不应有显著的差别。

8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最后一句应重

新改写为：“如果意见不一致，即适用诉诸和平解决

办法的通常规则。”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准则1.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1.3 涉及条约领土适用范围的保留

准则1.1.3通过。

评注

第 (1)段

8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将第 (1)段应修

正为：“如标题所示，本准则涉及一国单方发布的声

明，籍此以属地理由排除对条约某些条款的适用：该

国同意据属事理由适用条约的某些条款，但按《维也

纳公约》第29条原本该适用的条款，则不得在其管

辖的一个或多个领土上适用。”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8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本的第一

句中“seront” 应改为“seraient”。 

第 (2)段经对法文本的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85. 卡米沙先生提及将法文本中的“lequel” 改

为“laquelle”。

第 (5)段经对法文本的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0)段

第 (6)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86. 主席说，上次报告草案中本已删除了第 (11)
段，却在法文本中不经意地遗留了下来，因此，为

与英文一致，应删掉该段。

法文本中第 (11)段删除。

准则1.1.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1.4 在扩大条约领土适用范围时提出的保留

准则1.1.4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8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掉第一句中的“确
定” 一词，因为委员会通常讲的是“同意受约束”，不

带任何限定词。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8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将法文本中的

表述“compte tenu” 改为“moyennant” 或“avec” 一词，

以向英文本看齐。

第 (5)段经对法文本的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第 (6)段通过。

准则1.1.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下午1时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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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04次会议

2011年7月13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阿多克先生、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坎

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卡

米沙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

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38，D节；A/CN.4/643 ； 
A/CN.4/L.794)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关于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专题的第四次报告。

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与一些委员一样，

认为正在审议的报告简洁而内容丰富，在所涉的各

种利益之间实现了适当的平衡。鉴于上届会议已经

反映出所涉问题的敏感性，这是不小的成就。特别

报告员再次展示了他的外交和法律才华。他现在提

出的三条草案是整个草案的核心，并对上一年通过

的几条草案形成了补充。

3. 瓦钱尼先生对第10和第11条草案提出了一

些论述严谨的质疑性反对意见。他本人理解这些关

切，并且同意委员会确实应该在所有工作上小心翼

翼。有时，这项工作产生的的影响超过了预期，甚

至也许超出了应有的影响。国际法上的义务正越来

越多地成为诉讼标的—包括在国内法院里，并且

随着各法院密切关注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承担着

重大责任。

4. 他同意上次会议交换意见时所说的几乎所有

内容。如果通过瓦钱尼先生对第10和11条草案提出

的修正，则会剥夺这些条款的全部真正意义，并使

本专题几乎毫无意义。

5. 事实是，委员会正在进行—至少是部分进

行—国际法的逐渐发展。瓦钱尼先生关于国家主

权的引述相当片面，没有承认现代的主权观念，即

国家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谈论“弱国” 和“强国” 之

分，其实是过时的做法。总的说来，条款草案的形

式是平衡的，而第四次报告中拟议的三条草案对于

这一平衡必不可少。

6. 杜加尔德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委员会不

应被各国或许会漠视自身义务的可能性所吓倒；其他

成员正确地指出，这方面的风险被夸大了。委员会

已经很好地注意到了秘书长的声明，即“保护责任”

的概念不延伸到自然灾害，且2005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 301所指的“保护责任” 在委员会本专题工作中没有

位置 302已是既有决定。对不遵守或滥用行为的担忧，

不能阻止委员会在条款草案中表明它认为正确的 
东西。

7. 令人鼓舞的是，从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第

一部分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委员会的本专题工

作基本上得到了第六委员会的欢迎。在纽约听到了

许多有意义和有思想的意见。当需要修改已通过的

各条草案时，希望能很好地注意和参照这些意见。

8. 委员会传统工作方法的麻烦之一是，一般在

一读通过有关条款草案后才能收到各国政府和国际

组织的意见。在开始二读时，可能已过了多年，当

各国要对一读通过的整套条款草案发表意见时，它

们可能会觉得有义务把以前所说的内容重复一遍 (如
果记得住的话 )。这一进程在过去可能有意义，那时

外交部法律顾问们的工作量较轻。

9. 负责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在2009
年创下的例子或可成为一个可在适当情况下沿循的

301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大会2005年9月16日第

60/1号决议，第138至第139段。也见秘书长题为“履行保护

责任” 的报告 (A/63/677)以及大会2009年9月14日第63/308号
决议。

302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47至
第250段，以及《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3
和第164段。也见《2008年……年鉴》，第一卷，第2978至第

2982次会议，第117至第164页，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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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先例。在委员会一读通过整套条款草案之前，加

亚先生在第七次报告 303 中拟议了对前几年通过的若

干条款草案的修正案。这使得各国更容易就一读案

文进行评论，因为至少它们的一部分意见已经得到

了考虑。他鼓励特别报告员采取同样的做法。纯粹

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说，这种做法违背了从一读到二

读整齐有序的进展顺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处

理方式改善了一读案文，更有效也更多地考虑了各

国的意见。

10. 在上次会议上，佩莱先生对迄今为止采用

的方法表达了一些有意义的评论。首先，委员会的确

不应过分强调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其工作的影响；但是

它从哪一法律领域获得灵感，就应该承认那一事实。

或许更应该解释委员为何感到这一源渊有用，即使

如第4条草案显示的那样，条款草案并不适用于国际

人道主义法涵盖的情况。

11. 其次，提到报告对实践的援引不足，相反

却依赖于抽象的文字和推理。然而，这一领域的实

践虽然令人可悲的丰富，但并不总是容易归纳和记

录下来。此外，在一个近几年发展迅速的、新的法

律领域，实践不一定是最好的指南。在这种情况下，

对实践的评估可能特别困难和具有主观性，正如上

次会议上关于某些历史事件的坦率交流所反映的那

样。这是为什么委员会必须密切注意各国和各组织，

如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所通过的案文。这

些案文提炼了具有该领域相当丰富经验的各方所遵

循的实践。

12. 第三个方法论问题涉及保护的责任。他不

确定是否自己完全理解了这方面的批评，但上次会

议的讨论已经就这一议题说得够多了。

13. 谈到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提出的三

条草案，他说，第一，与国际法上的任何其他义务

一样，寻求援助的义务必须以诚意履行。国家确保

援助的努力必须是真诚的，并且寻求援助的对象必

须有意愿提供援助，不考虑无关的政治因素。

14. 其次，“寻求” 一词意味着受灾国必须采取

积极措施请求援助。哈穆德先生曾说过，这一词意

味着该国必须积极主动；侧重于形式而泛泛地发出请

求是不够的。

303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
号文件。

15. 第三，应该如何解释“如果灾害超出受灾国

国家应付能力” 这句话所设立的阈值？欧洲人权法院

用于不同情况 (A.等人诉联合王国案 )的“判断余地”

并无特别帮助，不应在评注中采用。需要更客观一些。

同样，诚信的概念发挥着作用。

16. 第四，标准应当是灾难“超出……国家应付

能力” 吗？等到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按定义来说几乎

已经为时过晚。采用“似乎可能超出……国家……能力”

一类的措辞，可能会更好。

17. 第五，诺尔特先生说得对：“酌情” 二字放

在第10条草案中不当。

18. 所有这些意见都可以由起草委员会审议，

或者在评注中加以处理。

19. 第11条草案规定，受灾国负有不任意拒绝

表示同意的职责。副词“任意地” 可以改为“不合理

地” —一个更笼统且较少引起法律纠纷的措辞。尽

管如此，这条草案表达了基本的想法，他坚决支持。

案文促使他提出四点进一步的意见。首先，无论使

用“任意地” 还是“不合理地”，评注都应尽可能仔细

和明确地解释它在上下文中的实际意思。例如，所有

出于政治原因并损害公众利益的拒绝表示同意，应

被视为任意的。

20. 其次，他同意佩莱先生在上次会议上对关

于受灾国“不愿意” 提供必要援助的话所表示的怀疑。

委员会不应假设受灾国会推卸在境内确保人员安全

和救灾的基本职责—这一职责体现在第9条草案

中。根据这条草案，仅提到受灾国“无能力” 提供必

要援助的情况，是令人奇怪的。可在第11条草案中

省略这两个用语，仅仅说“不应任意对外部援助拒绝

给予同意”。当然，如果外部援助并不必要，则拒绝

给予同意就不是任意的。

21. 第三，如他人所说的，案文一定要清楚说

明必须为任何拒绝同意提供理由。否则，就很难知

道如何评估受灾国的诚意和不存在任意行为。

22. 最后，应考虑是否允许对同意规则有任何

例外。例如，受灾国可能被灾难压垮，政府无法运作，

因而无法表示同意。在这种特殊但并非不可能的情

况下，居民仍然需要得到保护。即使条款草案本身

没有明确提到这一可能性，但也应在评注中铭记并

提到这种情况。



 第3104次会议—2011年7月13日 191

23. 第12条草案 (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 )可能说

的是显而易见的内容，但其理由明确，并且在报告中

解释得很好。然而，他同意哈穆德先生在上次会议

上对在这条草案和其他地方引述非政府组织的意见。

他还赞同佩莱先生的建议，应颠倒第11和第12条草

案的顺序，以考虑到从提出援助意向到给予同意的

时间顺序。

24. 谈到他自己关于方法论的三点意见，他指

出，委员会尚未处理对自然灾害的备灾职责，而是

决定在稍后阶段研究这方面问题。鉴于这是国家在

灾害方面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所以对其审议宜早而

不宜迟。其次，也许应该在条款草案中重新考虑国

际组织的位置，因为它们在救灾中发挥的作用日益

突出，特别是当其被授予具体的权力、作用或责任时。

它们甚至可能负有有时被称为“国际领土管理” 的 
责任。

25. 第三，第六委员会已经鼓励委员会的委员

们与那些从事保护的各方保持密切接触。特别报告

员本人曾接触过一系列人员。委员会全体委员建立

自己网络的时机已经到来。上周，通过访问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一些委员已经迈出了很

好的第一步。也许应该与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进行

一种更有条理的长期对话。

26. 他支持将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中提出的

三条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27. 麦克雷先生说，委员会的主要挑战是要超

越仅仅表达广泛的基本原则，以阐明各行为方为确

保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而提供帮助的权利和责任

不是由各国自由裁定的，并且必须提醒各国其既拥

有责任，也拥有权利。

28. 在委员会本专题的工作和“保护的责任” 之

间，特别报告员取得了正确的平衡。当特别报告员提

交初步报告时，他本人和其他一些委员都表示说：如

果委员会打算就保护的责任阐述立场，将开启一项无

关问题的讨论，招致因对概念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

回复，而不是对于人员的保护的任何承诺。另一方面，

如果委员会一一阐述该领域的义务，则较之直接援

引来说，将对保护责任的概念发展做出间接但更为

有益的贡献。

29. 如上次会议上指出的，第四次报告更侧重

于一国保护本国居民的责任，而非它国居民受到威

胁时一国采取行动的责任。这在委员会中引起了大

量争执，许多成员主张明示或默示重申不干涉原则。

特别报告员设法回避了这一问题，并且找到了方法

对受灾国施加义务—这是从保护生命和尊严以及

合作的责任上推导而出的。因此，他找到了一种方法，

避免了可能出现僵局。

30. 条款草案的核心问题是它们是否应该具有

约束力。第10条草案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义务 )所规

定的义务不是实质性的，仅适用于有限的情况。此外，

由于缺乏有关分析，很难看出这一要求是否符合各

国实践。

31. 前两次会议上的辩论中经常提到埃塞俄比

亚和缅甸。对缅甸局势的分析表明，邻国其实提供了

援助，并且缅甸与这些国家很可能讨论了援助问题。

这种讨论很可能符合第10条草案的要求。另一方面，

对埃塞俄比亚，是否有另一国提供了任何援助？如

果一国在发生灾害时接受了援助，就不太可能负有

不寻求援助的责任。此外，如哈穆德先生指出的，这

条草案根本没有指出必须从谁那里寻求或接收援助。

32. 他不是在试图淡化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的事

件，但看看事实，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第10
条草案仅仅是描述了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此外，由于

第10条草案的要求相当少，对国家责任的关切可能

变得远远少于所预期的。因此，作为一项逐渐发展国

际法的工作，应当通过第10条草案，并在评注中指

出它与实践的关系—这无疑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义务的有限范围。

33. 对于第11条草案 (受灾国不任意地拒绝给

予同意的义务 )的情况，瓦钱尼先生对潜在责任的关

注是更实质性的。正确的方法不是减少义务，而是

澄清和界定它。正如其他委员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在

于“任意地” 一词所表达的想法。在何种情况下可能

让受灾国为任意拒绝一项援助提议而承担责任？不

可能让第11条草案原封不动，不去更详细地界定什

么是任意，什么不是任意。有必要超越第四次报告

中“强有力和合理的原因” 的说法。正如其他成员所

指出的，第11条和第12条草案是紧密相连的。当一

国根据第12条草案行使权利而提出援助意向，但随

即被受灾国拒绝时，该国有可能宣称受灾国的拒绝

具有第11条草案所指的任意性，而追究受灾国的责

任。通过更加仔细地审视第12条草案所确认的权利，

也可能会澄清任意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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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这方面，不得不就第12条草案澄清两个

重要问题。首先，提出援助意向的权利不应包括那

些附带受灾国无法接受的条件的援助。如果提议的

方式清楚表明援助带有政治目的或相当于干涉受灾

国内政，就不能被视为合法行使第12条草案确认的

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其次，所提供的援助必须符合

条款草案的规定 (如萨博亚先生曾建议的 )，特别是，

不应在歧视性的基础上提议或送达。如果在第12条
草案中做了这些限定，则将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指

明什么是第11条草案所指的任意。简言之，当一国

拒绝有条件或歧视性的援助时，将不会被视为任意

行事。

35. 可以加入下面一句，以改进第12条草案：

“提议的任何此类援助都不应附加条件，并应符合这

些条款草案的原则，特别是不歧视原则”。对于面临

各种渠道、各类援助提议的受灾国，这将大大澄清

问题。如果拒绝那些不符合附加规定的援助，就不

是第11条草案所指的任意性的。可以在评注中明确

这一规定的范围。

36.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是确定任意性的唯一标

准：例如，特别报告员提到了国家安全上的理由。还

有另一种受灾国可以正当拒绝的情况。当一国拒绝援

助的原因是并不需要，或已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的

援助时，不应被视为任意行事。也许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应当在第11条草案的评注中加以指出。如果委员

会要通过第11条草案，则必须更明确地界定受灾国

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拒绝援助意向，并确保其有这样

做的自由。

37. 关于受灾国就其决定，尤其是在拒绝了援

助的情况下，解释理由的责任，他质疑是否需要向

非政府组织提供这样的解释。要求受灾国向可能十

数个非政府组织说明为什么拒绝其援助的理由给受

灾国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是不合理的。哈穆德先生

曾建议说，一个解决办法是从有权根据第12条草案

提出援助意向的实体名单中排除非政府组织。与其

走那么远，委员会不妨指明：受灾国根据第11条草案

承担的义务并不适用于非政府组织。

38. 另一个问题是第11条草案是否应适用于本

身不愿提供必要援助的国家，或者只应适用于无法那

样做的国家。像佩莱先生建议的那样不再提及前者，

将是诱人的，但不会带来多少改变，因为第11条草

案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受灾国拒绝援助的能力，以切

实保护灾民。保证这一保护的最佳途径是受灾国接

受援助，而不考虑其需要援助的原因。这意味着第

11条草案应涵盖国家本身不愿提供援助的情况，并

且应在其他地方处理受灾国有能力为境内人员提供

援助时却不提供援助的责任问题。这是不得就这一

点而修改第11条草案的原因。

39. 最后，条款草案似乎适用于一国受灾、他

国提出援助意向的情况。但是如果几个国家都遭受

灾害呢？同样的规定适用吗？每一国都被视为单独

的受灾国吗？这一问题对第11条草案有影响。特别

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第49段中建议说，当灾害影响

到邻国时，每一国评估灾害的严重性可能会不那么容

易，而且国家的应对能力可能各有不同，这取决于

应对行动是否经过协调。他想知道特别报告员是否

打算在今后的报告中阐述数个国家同时遭受灾害的 
问题。

40. 他赞成将正在审议的全部条款草案都提交

起草委员会，后者是审议各种修改意见的最佳场所。

在现阶段，他仅表示不赞成合并第10至第12条草案。

虽然这两条相互关联，但涵盖的是不同事项，最好

是以单独的条款来阐述，各自伴有评注。

41. 佩雷拉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处理的专题需

要对彼此竞争的原则和所涉的利益采取小心平衡和

细致入微的处理办法，他的方向正确，避了主要的

陷阱。

42. 如特别报告员在介绍第四次报告时所述，

他试图在矛盾的两极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不牺牲任何

一方。他还一直小心地不引入政治性的因素或概念，

以免使委员会的工作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43. 在阐述受灾国在本国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寻

求援助的责任时，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大会1991
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所附的指导原则，其中

确认：在救灾中，“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

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第3段 )。他正确

地得出结论说，开展国际救援工作取决于受灾国的

同意。

44. 特别报告员随后注入了平衡的必要因素，

指出必须从国家行使主权的责任本身来考虑主权和

不干涉两项核心原则以及经过受灾国同意的要求。然

后，他分析了受灾国对境内人员所负责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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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将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中所拟的第10至
第12条草案连接起来的是受灾国和国际社会对灾民

的责任与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以及经受灾国同意的

要求彼此间的互动关系。

46.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在第10条草

案中更适合谈论“寻求” 援助的责任，而非“请求” 援

助的责任。特别报告员为这一选择提供了有说服力

的推理，认为“‘寻求’ 援助的义务意味着对国际援助

的提供采取更为宽泛、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办法” (第
44段 )，并且这一用语意味着启动一个程序并通过其

达成协议。他本人赞同该结论，即寻求援助的责任

确保了对受灾群体和个人的保护，同时也满足了经国

家同意的核心要求。不过，他也与迈克尔爵士一样

认为，国家必须积极且有诚意地寻求援助。这一条

款草案可加以改进，明确指出：应由受灾国确定灾害

是否超出国家应对能力以及是否有足够资源来满足

保护的需求。这些决定处于受灾国的主权范围之内，

并且这样明确的表达符合各条草案、尤其是第9条草

案的总体方针和主旨。为了在起草委员会内开展讨

论，他也表示支持瓦钱尼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

关于使用劝告性语言的建议。

47. 关于受灾国有责任不任意拒绝表示同意外

部援助，第11条草案坚持了这一主张，即主权也引

发义务，并且受灾国虽有权拒绝援助意向，但这一

权利不是无限的—这是以前报告中强调过的概念。

这完全符合在绝对同意的制度与完全免除同意的制

度之间寻找中间地带的努力。为了抵达这一中间地

带，这条草案首先必须说明既定的条件，即只有经

受灾国请求或同意才能提供国际援助。不得任意地

拒绝表示同意的要求应遵循这一规定，以便维持这

条草案的必要平衡。在这方面，他同意迈克尔爵士

和麦克雷先生的意见，必须解释“任意地” 一词，并

且必须指出为什么提供国际援助需要符合某些条件。

48. 上次会议上的辩论显示：第12条草案引起

了一些问题，需对其进行仔细审议。特别报告员提供

的材料表明，如果一项人道主义援助意向是“纯粹人

道主义性质” 的，并且是由“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动机”

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就不得视为非法

干涉受灾国内政。报告第95和第98段分别提到国际

法学会2003年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 304和大会关

304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70 (2003)卷……(见上文脚注

275)。

于向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的第43/131号决议。这些内容必须反映在第12
条草案中，并且他再次表示赞同麦克雷先生有关政

治条件的意见。不过，他也同意有些委员提请注意说：

制订一条体现提议援助“权利” 的条款草案并不容易。

这对于案文力求不仅涵盖国家，而且涵盖主管政府间

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构成了特别的问题。这将

对刚发生灾害的受灾国施加一个确保这种权利不被

滥用的巨大负担，就像2004年海啸后在斯里兰卡发

生的不幸情况。必须以在国际合作与团结框架下提

议援助的“义务” 来支持受灾国应对灾害的努力。他

同意有些委员的说法，即在发生灾害时提出援助意

向，不等于行使法定权利，而是一个国际团结与合

作的问题。村濑先生已抓住了这种团结的本质，参

照2011年3月日本的事件时，他说，“当我们最需要

的时候，世界与我们站在一起” (上文第3102次会议，

第49段 )。比起重复枯燥的统计数字，这更能表达国

际合作的精髓。最后，他赞成将正在审议的条款草

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9. 马里先生说，灾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生，一视同仁地袭击了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和

海地这样欠发达的国家。灾害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紧

急状况，从而不仅在灾害发生时，而且在更长得多

的时间里都需要援助。有时很难区分自然灾害与武

装冲突或国家崩溃所带来的灾害。报告提到了灾害，

但避免提及任何武装冲突或一国机构和制度的重建

问题。同样，也没有界定灾害的性质或幅度，而是

试图找到方式来使国家能够处理它们。在这方面，必

不可少的是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以及需要经

国家同意来调动国际社会援助的问题。

50. 正在审议的专题已经于2007年列入委员会

的议程 305，并已取得了进展，不久的将来会完成九条

草案，其中包括受灾国无法利用本国资源解决危机

时寻求援助的责任。“寻求援助的责任” 的目的，是

使一国能够选择它需要的帮助，这是某种与主权和

不干涉原则相关的内容。在第四次报告中，特别报

告员提到不仅需要得到受灾国的同意，而且应该适

用一定的标准。必须及时审议一国的援助意向，但

不需操之过急地接受。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

告第73段中所述，如果援助意向没有充分理由、出

于政治动机而不注重灾民的权利和需求、或不符合

305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75段和

第378 (h)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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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草案所规定的原则，可以加以拒绝。专门政

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议的援助不同于私营机

构提议的援助。必须结合上述背景来审议下述三条

草案的规定：关于受灾国寻求援助的义务的第10条
草案、关于受灾国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义务的第

11条草案以及关于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的第12条 
草案。

51. 已经通过的条款草案获得了各国和一些国

际组织的好评。有人建议说，应对第6条草案中提到

的人的尊严和人道的概念及其与灾民人权的关系予

以澄清。第3条草案已对“灾害” 这一用语做出定义，

这将使制定关于严重灾害的条款草案更为容易。有人

还建议，受灾国应始终得到国际援助，而不只是发

生重大灾害事件时。应当强调，必须保障受灾国有权

在管理和组织援助的同时保护其主权、权利和独立，

并且强调其他国家有义务尊重不干涉原则。关于第6
条草案体现的中立原则，应当指出不结盟原则更广

泛和适合，而中立原则比较狭隘，仅关系到武装冲

突问题。

52. 第四次报告规定了受灾国的权利和义务，

即同意的原则、对拒绝的限制、以及迅速回应援助

意向的义务。特别报告员应考虑到受灾国拒绝真诚

援助意向的后果，以及拒绝受灾者援助呼吁的后果。

他也可提到某些国家拒绝寻求或接受援助的情况。然

后，他将能够建议说，如果受灾国没有必要的资源，

则其有责任寻求或接受国际援助、或允许提供援助。

拒绝援助若导致灾民人权受到侵犯，则可能构成国际

不法行为，在此种情况下，一国应对此种不法行为负

责吗？国家负有保护其公民的责任，而剥夺生命处

于危险的受灾者享有国际援助可提供的食品、住房

和医疗，显然属于应负责任的情况。考虑到这些因素，

界定国际社会在灾民需要基本保障之时不得袖手旁

观的作用，将是明智的。虽然必须解决一国逃避责任、

不协助受害者的问题，但是不应涉及人道主义干预

或强制保护的概念，因为它们所适用的是危害人类

罪或灭绝种族罪。如特别报告员在第70段中所指出

的，在需要并存在着外部援助时，如果不同意导致

了缺乏或减少保护和援助，则一国不能援引同意作

为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他本人建议就这一问题进

行更为详细的审议，并应列明在这方面拒绝的后果，

尤其是如果导致无助者死亡或流离失所的情况。这

些无助者的生存依赖于国家而国家却以相当非法的

方式做出了不同意决定。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638，A节；A/CN.4/639和Add.1 ；

A/CN.4/647和Add.1 ；A/CN.4/L.779 ； 
A/CN.4/L.793和A/CN.4/L.795)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七次报告 (续 *)

53.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佩莱先生介绍关于对

条约的保留专题的第十七次报告增编 (A/CN.4/647/
Add.1)。

5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的第十七次、

也是最后一次报告的结尾部分分为两节，第一节题为

“保留争端的解决”，第二节题为“《实践指南》使用说

明”。这似乎令人吃惊。首先，第一节的标题并不反

映其内容。他在1997年的第二次报告 306 中宣布，他

打算为《实践指南》拟议一个附件，致力于争端解决

问题。2010年，他在第六委员会上再次表示了这一

意向，并且引起了强烈兴趣，尤其是北欧国家—这

不足为奇—但也引起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强

烈兴趣。他在报告的这一部分进展越多，就越认识到

最好不那么雄心勃勃：整个第一部分的标题名为“问
题”，反映了他的犹豫。根据他第十七次报告第71至
第76段所述的原因，委员会在条款草案中纳入争端

解决条款，这是非同寻常的。有笼统的原因，也有关

于保留的法律以及《实践指南》并非一部条约的具体

原因。因此，为其附加任何强制性甚至任择性的争端

解决机制，都是不协调的，尽管这类与软法律文书

相伴的机制实例确实存在。最后，如他在第77段中

表示的，他认为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合适，过于繁琐

和正式：争端解决不是强制性争端解决的代名词。如

第79段中建议的，委员会重复它对保留对话的做法，

并将问题提交各国或大会或许是明智的；但如他在第

100段所指出的，似乎最好交由后者来决定如何进行。

正因为如此，建议各国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无

太大意义，因为可以就任何争端而提出相同的建议。

因此，他在第十七次报告增编第80到82段努力解释

了往前更进一步的原因。他在该处指出，第一，保留

对话是关于保留意见的不确定性或差异的初步应对

行为；其次，它并不总能成功，并且留下了未决的纠

纷，这类纠纷尽管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整体上的

*   续自第3099次会议。 
306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477

和Add.1号文件，第55页，第47至第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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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但可有重大的实际影响；第三，国家在此类争

端中只有形式上的平等。委员会为之操劳了17年的

问题是极具技术性的：他相信，委员会的委员们不会

在这一问题上与他有分歧。主要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

具有人力和技术资源，以起草符合自身利益的保留

和反对、分析其他方的保留并考虑做出应对的适当

手段。出于明显的原因，小国和穷国不能做的一样多，

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保留和反对仅仅来自于工业化国

家。他逐渐得出结论，认为应当建立一个任择的援助

机制，而不是争端解决机制。因此他建议应由委员会

提出设立一个关于保留和反对保留问题的援助机制。

他依据的是欧洲委员会公法顾委和欧洲联盟国际公

法工作小组主持下推出的、系统考虑某些保留问题的

安排。这已经在先前的报告中陈述过，他在第80至
第94段亦曾谈到的。这只是多个灵感源泉中的一个，

因为出于第93段所列的各种原因，公法顾委的机制

并不能普遍推广。正如第94段所解释的，公法顾委

的机制结合了技术严谨性与政治现实性，显示出一

个不最后产生具约束性、甚至正式性决定的合作机

制可能会产生令人满意和有效的结果。根据这些结

论，他建议应由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关于保留和反

对保留问题的援助机制。从广义上讲，这一机制将

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该机制将是灵活和完全任择

的；第二，该机制将具有双重功能，既在保留及其反

应问题上提供技术咨询，又协助解决保留问题上的意

见分歧；第三，这一机制将是小型的，由少数政府专

家组成，且不必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人；第四，在履

行这些双重功能时，该机制将会适当考虑到《维也纳

公约》的规则，当然也会考虑到《实践指南》。他不认

为，委员会应该或应当提供这一机制的蓝图，但他坚

信，应提出这一想法，看看大会对此的看法：正如他

以前所说的，第六委员会上的数个代表团和个人代

表都高度赞扬了这一想法。他还认为，试图向大会“兜
售” 一个现成产品以迫使其采取行动，为时尚早。这

解释了他在第101段拟议的建议因何措辞谨慎，以及

为什么关于机制内容的说明仍然十分笼统并纯粹是

暂定的。他建议，如同处理关于保留对话的建议那样，

委员会应将该简易案文提交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

组，其基于的谅解是可在任何情况下继续辩论关于

为《实践指南》添加附件二的想法。

55. 尽管关于保留和反对保留问题的援助机制

基本上是保留对话的延伸，第十七次报告第三部分

又回到整个工作的开端，即委员会审议他的1995年

第一次报告 307 后对他所拟建议而通过的结论—这

是后来从未受过质疑的结论。这些结论涉及《实践指

南》的性质和形式，并清楚表明这是一套软性法律文

书，旨在指导实践，不打算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因为1969年的《维也纳公约》、《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

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1978年《维也纳公

约》” )以及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原则保持不变 308。

虽然这一方针已由委员会不断确认并且在提交第六

委员会的报告和声明中反复重申，但他知道在第六

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成员中和一些国际法委员会的委

员们之间有一些疑虑。对这一点的认识，导致他编

写了“《实践指南》使用说明”，打算放在《指南》的开

头，说明如何使用《指南》。

56. 拟议的使用说明案文载于第105段，首先

解释了《实践指南》包括180条准则及其评注，构成

《指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说明《指南》的目的是

在国际法实际工作者面临有关保留 (定义、形式和程

序、可允许性或效果 )、对保留的反应、解释性声明

及其可能会引起的反应等问题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使用说明也谈到了《指南》的法律性质，解释说：尽

管它本身没有约束力，但引述了若干有约束力的规

则。这些规则的效力不是出于《指南》，而是出于习

惯法，或者出于《维也纳公约》(对缔约方来说 )。《指

南》提出的若干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确实来自于这些文

书或是其必然结果。使用说明的第4和第5段明确指

出各国和国际组织有抛开这些规则的一贯自由；这些

规则纯粹是剩余性和自愿性的。《实践指南》也是如

此：各国完全有自由如其所愿地起草它们的条约。拟

议的使用说明同样解释说，委员会并不希望偏离三个

《维也纳公约》，而是要澄清它们的规定—这为《公

约》准备工作文件长篇累牍的评注提供了解释—并

得出各《公约》自身未能显示的结论。最后，使用说

明是要提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解释《实践指南》如此

布局的原因—尽管它看来逻辑合理和有理性的；并

展示各个部分是如何编排在一起的，并解释可能有

点令人费解编号系统。

57. 一旦讨论过这一事项，委员会或可决定在

《实践指南》的开头加入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

报告第四章 (A/CN.4/L.783/Add.8)所载的这10段使用

说明，但有一项谅解：委员会将于适当时候在全体会

307 《1995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470
号文件，以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4页，第487至第488段。

308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至第83
页，第110至第1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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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详细审查案文；或者可以决定将这11段提交对条

约的保留专题工作组—如果某些段落存在争议的

话。换言之，委员会可以注意到报告第105段所载的

使用说明草案，并请秘书处将之直接纳入委员会本

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的第四章，但有一项谅解：当审

议报告时，案文将再次提交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如

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过滤一下，也可以将使用说明

草案提交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组。他进一步请委

员会工作组将报告第101段所拟议的附件草案提交工

作组，因为需要讨论草案措辞，并且在进行这一讨

论之前不能将其纳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5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赞同特别报告员

的第一个建议，即在全体会议上逐段审议使用说明

草案。因为他本人对新的保留和反对保留问题的援

助机制有些疑惑，他认为，在下次全体会议上简要

予以讨论，将是有帮助的。

59.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同意迈克尔爵士的

意见，委员会应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实践指南》使用

说明草案，并且毫不拖延地通过。关于保留和反对

保留问题的援助机制，他说，鉴于时间紧迫，最有

效的解决方案肯定是将其提交给对条约的保留专题

工作组。

60. 哈苏纳先生说，最好的解决方案确实是将

第十七次报告这一增编整体提交给对条约的保留专

题工作组。

61.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怀疑梅莱斯卡努先生

提出并得到哈苏纳先生支持的解决方案是否行得通，

因为应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而不是对条约的保留专题

工作组就这一文件做出最终决定。非工作组成员的

委员会委员们可能希望在全体会议上重新辩论，因

此应由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佩莱先生提交的文件。

62. 诺尔特先生说，时间并没有紧迫到无法让

委员会遵照常规程序审议报告。应给予委员会委员

们足够时间在全体会议上讨论A/CN.4/647/Add.1号文

件所载的建议。

63. 主席建议说，委员会应在下次全体会议上审

议第十七次报告的增编 (A/CN.4/647/Add.1)，并决定

是否在年度报告中纳入该文件所载的使用说明草案。

就这样决定。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64.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逐段审议A/CN.4/
L.783/Add.3号文件。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A/CN.4/L.783/Add.3)

1.1.5 联合提出的保留

准则1.1.5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65. 经过迈克尔 · 伍德爵士、瓦钱尼先生、佩

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和诺尔特先生的讨论，主席建

议应在英文本第一句中删除“现行” 一词。

就这样决定。

第 (2)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66. 迈克尔 ·伍德爵士说，应进一步补充“联合”

保留的概念，在第一句末尾加上：“即由一个或多个

国家或国际组织用单一文书来提出” 几字。此外，应

在第3段 (a)和 (b)小段中加上“提出” 一词。 

这些建议获得通过。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9)段

第 (4)至第 (9)段通过。

准则1.1.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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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根据条约中明确准许排除或更改某些规定的条款提出
的保留

准则1.1.6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67.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英文本中“samples” 一词

改为“examples”。

就这样决定。

第 (2)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68. 迈克尔 ·伍德爵士建议应删除“委员会认为”

几字。

6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出，[英文本中 ]

这一段末句中的“or” 应改为“nor”。

这些建议获得通过。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18)段

第 (5)至第 (18)段通过。

准则1.1.6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2 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准则1.2通过。

评注

第 (1)段

7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一句中的“显
然” 一词应予以删除，因其提到的缄默是非常真实的

现象。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71. 佩雷拉先生说，第一句过长且难以理解，

且第 (34)段更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也许可以在

第 (2)段重述第 (34)段的话。

7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 (2)段和第

(34)段并非用于同样的目的：前一个概述问题，而后

一个则指出准则1.2解决了问题。然而，为了回应佩

雷拉先生表示的关切，他建议删除“又常常是在声明

作者宣布接受约束时” 几字：这将使句子有所简化。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73. 诺尔特先生说，第一分段中的“hesitant (含
混 )” 一词在英文中听起来奇怪。

74. 佩莱先生建议使用“incertaine” 一词及其英

文对应词 ( “uncertain (不一致 )” )。

7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英文中用使用

“inconsistent” 更好。

76. 麦克雷先生说，英文读者可能会质疑

“inconsistent” 这一形容词修饰了什么？因此，他提

出的字眼是“is not used consistently ([措辞 ]前后不

一致 )”。

7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这种情况下，

法文本应改为“n’est pas constante”。

第 (4)段经麦克雷先生对英文本的修订和佩莱先

生对法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78. 诺尔特先生说，英文本第二句开头不明确。

7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法文本反而完全

明确。

80. 麦克雷先生提出，为了澄清英文本含义，“to 
focus instead” 应改为“and focuses instead”。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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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开头的“明显” 与

“没有争议和实际” 语义重复。

8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将这部分案

文只看作一个陈述，但为了照顾诺尔特先生，他不

反对删除“明显” 一词。

就这样决定。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83. 诺尔特先生说，脚注115之前“包括一系列

法律现实” 一句不太明确。他建议应改为“包含一系

列法律含义”。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0)段

第 (7)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84. 诺尔特先生提请注意一个误译，英文本中

的最后一句：“will set out to describe (准备描述 )” 应

改为“described (所描述的 )”。

第 (11)段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12)至第 (14)段

第 (12)至第 (14)段通过。

第 (15)段

8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脚注131引述

的是准则1.3.2, 不是1.3.1。

第 (15)段经过这一修正后通过。

第 (16)至第 (23)段

第 (16)至第 (23)段通过。

第 (24)和第 (25)段

8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这些段落中的脚注是空白的，应填入英文本中相应

脚注的译文。

就这样决定。

第 (24)和第 (25)段有待修正后通过。

第 (25)至第 (29)段

第 (25)至第 (29)段通过。

第 (30)段

87. 诺尔特先生提出，最后一句中“混乱的” 一

词应改为“不必要的”。

第 (3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1)段

8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说，开首语后第二

个项目符号内容中“such laxity (这种宽容 )” 一词应

改为“this (这 )”，因为“laxity” 一词在英文很少使用。

在第三个项目符号内容中，英文本应与法文本一致，

将“that an estoppel has not been raised against them (没
有就它们树立一项不容推翻的规定 )” 几字改为“have 
created an estoppel in their favour (没有就这种声明确

立禁止反言 )”。

8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迈克尔爵士第

一项建议的问题是剥夺了评注中的一些实质内容，但

他并不反对。

就这样决定。

90.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第二个项目符号句中的

“reality (实质 )” 一词改为“existence (存在 )”。

就这样决定。

91. 诺尔特先生质疑在第三个项目符号句中使

用“invoked (援引 )” 一词：有关声明实际上是可以“援
引” 的，即使它们已经明确地被接受了。

9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这基本上是一

个翻译问题，可通过将“援引” 改为“提出” 来解决。

然而，如果法文本改为“être formulées à tout moment 
������������”，案文甚至会更清楚。

就这样决定。

第 (3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2)段

9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 (32)段中引述的

应该是《实践指南》第二部分，而非第二章；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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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如果以名称提及各部分，《指南》将更便于

阅读。

9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迈克尔爵士的

意见完全有道理，可以在整个《指南》中以名称提及

各部分。

第 (3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3)和第 (34)段

第 (33)和第 (34)段通过。

准则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下午1时5分散会。

第3105次会议

2011年7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阿多克先生、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坎

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

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卡米沙先生、麦

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

爵士。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38，D节；A/CN.4/643 ； 
A/CN.4/L.794)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 )

1.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指出，特别报

告员对下述敏感问题—一方面，发生灾害时谁应提

供援助及该援助的法律性质；以及另一方面，受灾国

家在寻求、接受和提供援助中发挥的作用—的处

理，提供了通过保障受灾国家的主权与保护基本人权

之间的平衡解决援助两方面问题的方法。这是正确

的办法，因为只有保持这种平衡，委员会才能帮助

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最近日本所发生的事件所表明

的，国际社会必须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紧急事项来 
处理。

2. 特别报告员在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

题的第四次报告中，试图对与该议题相关的各项国际

文书进行严谨而详尽的分析，但他有时得出的结论

并非完全合理。首先，他从某些文书中推断出，在

发生灾害时，某些与提供或接受援助相关的权利和

义务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有必要更为彻底地审视这

些文书，因为国际法该领域的工作更趋向于逐渐发

展，而非法律的编纂。其次，需要澄清“责任”、“义务”

和“权利” 的含义，并统一其用法。第三，她赞同特

别报告员关于接受援助国和其他参与或希望参与救

援工作的国家或机构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报告中正

确地指出，国际合作和对人权的尊重是援助的基石，

这为委员会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特别报告员未将保护的责任列入援助理由，

这是明智的。理论方面的讨论是具有启发性的，但

这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委员会不应沉迷于

这种辩论或相关辩论 (例如有关干预的权利或责任的

辩论 )，因为这只会妨碍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

4. 她在对第四次报告各条款草案的评论中指

出，她赞同第10条草案的基本思路。尽管短语“有义

务” 可能引发关于对受灾国主权的潜在不利影响的辩

论，但实际上这一风险并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第6
条和第9条草案中所载的保障，以及—隐含在第11
条草案中及整个报告均明确表示的—对受灾国同

意接受援助之重要性的承认。此外，在救灾的背景下，

主权意味着国家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境内

的人员，并保障其享有基本人权。使用“寻求” 一词 (而
非“请求” )是恰当的，这是对受灾国主权的进一步

保障。尽管如此，在西班牙语文本中，应考虑使用

“recabar” 还是“buscar” 一词，因为这两个词具有非常

不同的含义。

5. 关于第11条草案，她同意可能应将“任意”

一词更换为“不合理地”，而且不称受灾国为“无能力

或不愿意” 提供其人民所需援助，而是使用一种较为

中性的说法，例如“不” 提供援助。第11条草案仅仅

提出了一项原则，并未说明不遵循该原则的后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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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说明在任意或不合理地拒绝给予同意的情况下有

效提供援助的机制和程序。条款草案中应当提及这

一问题。

6. 她赞同哈穆德先生及其他人对第12条草案

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内容的评论。尽管这些组织确

实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应

修订有关这些组织的案文。她很质疑短语“有权表示

援助意向” 能够最为适当地描述国家、国际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提供援助的基础。基本思路应是该行为并

非国际法所禁止的，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被认

为是敌对行为或国际不法行为。将这种行为描述成

一种权利将对接受援助国和捐赠国间的关系产生重

大影响。起草委员会应彻底审查该词。

7. 最后，她指出，她赞成将第10条、第11条
和第12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8.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指出，关于该议题的第四

次报告显示，特别报告员在履行其职责方面持续取得

进展。关于受灾国在灾害超出国家应付能力时应寻求

援助的责任，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如何诠释受灾国

的“责任”。在充实这一概念时，委员会应考虑到有

必要在本报告第31段提到的核心原则—即国家主

权和不干涉的原则以及获得受灾国同意的原则—

与保护受灾人民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如果委员会

试图制定有关国际合作的严格法律义务，那么有可

能适得其反。他注意到瓦钱尼先生的发言提供了一

个有别于特别报告员的角度，指出委员会的工作成

果必须反映来自不同背景和法律体系的成员的共识，

以便确保最终案文为联合国各成员国所接受。正如

村濑先生一样，他对第四次报告的看法也难免会受

到本国应对重大灾害之经验的影响。

9. 尽管特别报告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新的

三项条款草案均未能在核心原则和保护受灾人民之

间实现平衡，而且阐释受灾国责任的方式也是令人

难以接受的。

10. 关于第10条草案，他看不出“职责 (duty)”

与“义务 (obligation)” 之间有何区别。短语“受灾国有

职责寻求援助” 意味着其有义务寻求援助。这一义务

违反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以及获得受灾国同

意的要求。该义务还与受灾国不同意接受外部援助的

权利不一致。本报告第42段所提到的红十字与红新

月联会的《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恢复的国内协助及管

理准则》309 并未规定受灾国有寻求援助的义务：准则

表示，受灾国“应该” 寻求国际和 /或区域援助 310。同

样地，经修订的《在救灾中使用外国军事和民防资源

的准则》(《奥斯陆准则》)规定，“如果需要国际援助，

受灾国应提出要求或表示同意”311。红十字与红新月联

会所使用的措辞能够更好地表达这一概念，即受灾

国有责任在必要时寻求援助。将寻求援助的义务强

加给受灾国将影响其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此类援助及

自行选择解决方案的合法权利。这还可能使受灾国

受到与人道主义救助无关的考量的外部压力影响。

11. 在起草有关受灾国责任的规定时，委员会

不应过于依赖拒绝援助的孤立事件，而是应利用受

灾国在应对重大灾害时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的事例。

由于这些原因，应将第10条草案的标题改为“受灾国

寻求援助的需要”，该条款草案应以这句话开始：“受
灾国应当酌情寻求援助”。此外，对短语“如果灾害

超出受灾国国家应付能力” 的诠释也是一个潜在的问

题，因为不明确谁将决定该灾害是否超出了受灾国

的国家应付能力。必须强调的是，决定是否已到了

这一步是救灾国的特权。

12. 他对第11条草案第1款的拟订方式没有问

题，前提是已达成谅解，即受灾国无任何寻求外部

援助的义务：该条款草案只是为一国同意或不同意接

受援助的酌处权设定了一些限制标准。禁止一国任

意拒绝同意接受外部援助是有必要的，这是为了防

止在给予同意上不必要的拖延，以免危害需要保护

的人员的安全和福祉。他赞同报告第71段中的观点，

即应根据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确定一个国家的行为

何时构成该国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援助。他还赞同

第72段中的观点，即不接受援助的决定是否是任意

的决定取决于案例的具体情况。

13. 他想知道第12条草案—表示援助意向的

权利—是否确有必要。任何未受灾国均可在受灾

国同意的前提下，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向受

309 《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恢复的国内协助及管理准则简

介》，日内瓦，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2008年，第8页，

可查阅网站：http://www.ifrc.org/PageFiles/41203/introduction-
guidelines-cn.pdf 。

310 同上，第12页 (准则3，第2段 )。
31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救灾中使用外国军

事和民防资源的准则》(《奥斯陆准则》)，修订版1.1，2007
年11月，第15页，第58段 (可查阅网站：http://www.unocha.
org/publication/oslo-guidelines-use-foreign-military-and-civil-
defence-assets-disaster-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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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国提供援助。同样，政府间组织，诸如 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善意的人道主义组织，

诸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均可依照其法定任务，在受

灾国同意的前提下，向受灾国提供援助。因此，规

定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委员

会认为有必要制定某种授权条款，那么可将第12条
草案分为两款。第1款应规定，在受灾国同意的前提

下，未受灾国及相关政府间组织或可按照其法定任

务，向受灾国提供援助。第2款应规定，政府间组织

和善意的非政府组织可在受灾国同意的前提下，向

受灾国提供援助。

14. 他避免提到保护责任，因其处于讨论的主

题范围之外。

15. 尼豪斯先生说，近年来日益频繁和严重的

自然灾害造成的问题使得解决救灾中出现的法律困

境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这些灾害—其中许多可

以归咎于气候变化—影响了很多国家。因此，委

员会及时审议该专题很重要，特别报告员起草的出

色报告一定会促进该项审议。

16. 第四次报告中的三项条款草案涉及了三个

核心问题。这些条款的内容，与草案第6, 7, 8和第9
条一起，很明显是为了加强人道主义法以及对基本权

利和人类尊严的尊重。此外，新的条款草案承认受

灾国对援助的迫切需要—往往涉及许多人命—

与滥用这种援助进而导致损害国家主权的可能性之

间的紧张关系。对“冲突” 的初步分析表明，有必要

制定适当的国际法律规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

有效地促进提供援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援助

会撇开任何分歧或地域差别，出于国际团结的精神

和向他人提供支持与安慰的愿望而提供。这种援助

通常是受到衷心欢迎的。个别国家试图利用灾情来

达到政治目的的情况，只是例外而不是通则。

17. 因此，他对于好几位委员详细阐述此种援

助可能对国家主权具有“危险” 而感到惊讶。提到了

众所周知的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的案例，其独裁政权拒

绝外部援助，未必是为了捍卫其主权，而是要美化

自己在国内的形象和维护极权主义政权。拒绝国际援

助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其独裁政权的稳固性缺乏信心，

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18. 虽然第10条草案正确地责成受灾国寻求和

接受国际援助，但它没有足够强调国际社会团结互助

的职责，而对他而言这是不证自明的。令人好奇的是，

委员会正在建议创建一条规定接受义务的规则，但

对于它的合理对应部分—提供的义务，却保持了

缄默。而后者正是有效国际间团结的核心。

19. 第12条的西文版中，短语“tendrán derecho”

应改为“deberán en la medida de sus posibilidades”，在

提供援助方面，这样的措辞更合逻辑。

20. 自然灾害的影响巨大，国际社会通常会

快速动员救灾工作—本应如此。然而，饥荒和营

养不良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无声的痛苦和死

亡—黄先生所说的第三种类型的灾难—也需要

立即采取行动。可以合理地认为委员会是一个法律论

坛，而饥荒和营养不良是社会政治问题。然而，面对

这样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如何引起国际社会的关

注，促使其履行义务，在灾害发生时向灾民提供援助，

也应被视为委员会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21. 在表达了这些意见后，他同意将这些条款

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2. 卡弗利施先生说，正如常设国际法院在

1923年就突尼斯和摩洛哥 (法语区 )的国籍法令案出

具的咨询意见中指出的，主权在法律意义上，基本

上是个“相对的问题” (第24页 )，它取决于国际关系

的发展，特别是条约法的发展。在其同年关于温布

尔登号案的咨询意见中，常设国际法院认为，缔结

限制国家行使其主权权利的条约并非是对国家主权

的放弃，而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第25页 )。

23. 当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更加重

视保护个体。因此对这个专题的审查不应该局限于

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或是国家主权和不干

涉之间的二分法：个人才应是主要焦点。简单的法律

编撰也不是适当的办法：正如刚才所说的，拟议法的

很大一个部分涉及了这个问题，特别报告员从那个

角度正确地就这一专题进行了处理。

24. 根据他对第10条至第12条草案的基本主旨

的理解，共有三种行为方牵涉其中：受灾国、援助国

以及需要援助的个人。受灾国如果无法应付灾难，必

须寻求援助。另一国或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援助，但

没有法律义务这样做。然而，受灾国有法律义务接

受援助，除非有正当理由拒绝，因为它必须保护其

领土上的个人。



202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25. 与此相反的解决办法—即第三方有义务

依照请求提供援助，但受灾国有权拒绝—从更好

地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合理，他毫不迟疑地建议，应

将第10条至第12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6. 尽管如此，他希望问特别报告员四个问题。

首先，如何理解“相关非政府组织”，谁来评估其相

关性？鉴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多样性，这是一个相

当重要的问题。其次，由谁来确定灾难是否超出了

受灾国的应付能力？这也很重要，因为受灾国，一旦

被赋予决定其无法应付灾情的权利—这一结论会

对其附加寻求援助协助其人民的义务—可出于同

样的道理，获得摆脱其寻求援助的义务的机会。因此，

某种监督机制似乎是必要的。

27. 第三，如第11条草案第1款提到的，判定

受灾国“任意” 拒绝援助的标准是什么？很可能出现

某国为了阻止援助而假称，它已控制局势。因此，同

样需要一个监督机制。另一种可能被视为“任意” 拒

绝援助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拒绝该区域另一国的援

助，理由是在过去，后者曾将敌对势力渗透到前者

的领土上。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接受协助可以视作

非任意的，即合理的吗？也许是的。应将这些事项

包括在第11条草案的评注内。

28. 第四，接受援助的义务包括接受来自非政

府组织的援助。然而，这些组织或者完全不是，或

者不完全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他质疑国家是

否有接受其援助的义务。

29. 最后，他赞扬特别报告员提交了非常平衡

的第四次报告。该专题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30. 哈苏纳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很有价值的第

四次报告。鉴于目前的五年期临近结束、新成员即将

加入委员会，了解在全球和区域层面越来越重要的一

个专题今后审议的路线图如何将是有益的。他注意到

报告中提及了一些灾害管理的区域性协定，指出根据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一处针

对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危害的保护中心已于2004年
建立 312；并已于2008年缔结了一项议定书，以建立协

调机制、确保在灾害情况下紧急提供专家和物资 313。

312 见阿拉伯国家联盟，“The Arab Strategy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0”，阿拉伯国家环境事务部长理事会，2010
年12月19-20日，第22届会议，第9页 (可查阅网站：www.
unisdr.org/files/18903_17934asdrrfinalenglishjanuary20111.pdf)。

313 同上，第8页。

31. 他同意一项看法，即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

四次报告中提出的法律框架缺乏对国家实践的引述。

在报告中加入最近的重大灾害，受灾国和国际社会对

其的反应以及安理会在决定此情况是否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构成威胁方面的作用，本应是很有用的。这提

出了一个问题，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安理

会是否可参与制定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32. 当谈到第四次报告中三项条款草案时，他

说，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国家主权和人权保护之间；

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涉及的不同利益和行为者

之间保持平衡的总体方法。他还同意不明确处理人道

主义干预的概念和保护责任的权宜之计，同时含蓄

地借鉴该概念的内容。这一概念是相当近期由法国

前外长贝尔纳 · 库什内所推进的，仍存争议。委员会

内部的广泛共识是不接受这一概念，然而，在条款

草案的评注中提到这一概念及其影响或许是恰当的。

33. 这三项条款草案主要集中在受灾国及其权

利和义务上，但其范围应扩大到包括受灾害影响的

邻国，以及那些其职能赋予其类似国家义务的国际

组织。条款草案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也提出了独

立的法律规则，因此，应保持独立而不是合并到一起。

34. 应以灵活的方式解释第10条草案规定的受

灾国寻求援助的义务。应给予受灾国大幅度的酌处

权来确定其国家反应能力，及在提供援助的各方之

间进行选择。应该积极和善意地采取这些步骤。

35. 第11条草案中，“任意” 一词是关键要素，

在评注中应该加以解释。拒绝给予同意的理由可以有

多种，但应该总是说明这些理由。针对受灾国无能

力或无意愿为其国民提供所需援助的情况，必须逐

案确定。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应由谁来确定—

援助国，受灾国还是安全理事会—以及应依照什

么标准来确定。

36. 根据第11条草案第2款，受灾国有义务通知

所有相关方其关于外部援助意向的决定。这对受灾国而

言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在灾害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国家公开宣布其接受或拒

绝援助的理由。在即时通讯的当今世界，这样的声明可

以取代正式通知。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当一国同

意接受援助，然后又撤销其同意时，什么样的规则将适

用于撤销同意或通过其他方式终止援助提供。

37. 关于第12条草案，他说，表示援助意向的

权利被视作国际团结、合作和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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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数国际文书称之为“权利”，他认为这更多

是一种道义责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发展成

一种法律责任。

38. 他赞同以下观点，即对受灾国表示的援助

意向，应总是由所有法人根据条款草案中所载原则，

包括不歧视原则，以善意的形式提出。他也同意非

政府组织不应该被置于与国家、联合国和政府间组

织同等的地位，因为一个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提议

不予回应不能被视为需承担国际责任。非政府组织

和志愿者在协助灾民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不应低估：

与受官僚主义制约的政府相比，他们的工作往往更

加迅捷和有效；然而同时，许多非政府组织不必遵守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要求。一个解决办法可能是由联

合国保留一个合法可信的非政府组织名册，这些组

织的援助意向可被各国所接受。

39. 他希望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一个国

家处于提供即时或适当援助的最佳位置，或是关键

技术或药物的唯一所有者时，该国是否有责任提供

这种援助。此外，受灾国方面是否必然有责任接受

这一援助？这都是特别报告员不妨在今后的报告中

考虑的一些实际问题。

40. 最后，他说，他支持将所有三项条款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

41.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指出，在特别报

告员的第四次报告中，他设法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处

理了当灾害超出受灾国应对能力时，受灾国的责任

问题、对外部援助的同意、以及国际社会提出援助

意向问题。

42. 他自己关于保护责任的立场是，该责任不

适用于灾害情况。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2005年世

界首脑会议成果决议 314 中也表达了这一看法，认为

保护责任仅适用于四类具体犯罪行为，即种族灭绝

罪、战争罪、种族清洗罪和危害人类罪。因此，委

员会不应将其扩展至涵盖灾害情形。

43. 如果最终成果不仅仅是建议或指导准

则—这方面已有许多有益的先例，其中包括人道

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奥斯陆准则》和红十字与红新月

会联会的《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恢复的国内协助及管

理准则》—那么委员会的工作对各国会是有益的。

很明显，委员会起草工作的某些方面将成为拟议法，

314 大会2005年9月16日第60/1号决议。

但委员会不应因担心所提出的义务可能不被履行而

不提出其认为合适的案文。为了确保正确的工作方

向，应考虑到各国提出的意见和评论。在这方面，第

四次报告导言中引述的评论意见是令人鼓舞的。

44. 谈到条款草案，他指出这些草案是以委员

会已批准的原则为基础的。例如，第10条草案是关

于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的义务，与之相联系的

是第9条草案中所载的原则，即受灾国有义务确保对

人员的保护及提供救灾和援助。第10条草案基于的

是大会第46/182号决议附件中所载的指导原则，其

中第5段提及当紧急情况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超出受

灾国的应付能力时，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第10条
草案提到“寻求” 援助的义务，正如特别报告员于报

告第44段中提到的，这意味着比“请求” 援助的义务

更为宽泛的办法。尽管他支持第10条草案，但他也

赞同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爵士的看法，即应删除修

饰“寻求援助” 的“酌情” 一词。他认为，也应将该词

从第5条草案中删除，该草案中，此词被用于修饰国

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义务。

45. 他同意支持第11条草案的推理。大会第

46/182号决议附件中所载的指导原则指出，在应对灾

害方面，“必须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

家统一” (第3段 )。南美洲国家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于2010年2月9日通过的《与海地团结一致的基

多宣言》315体现了各国对这些原则的重视，他们决定，

“协助确保海地获得的国际合作符合该国的要求、需

要和优先事项，基于绝对尊重该国主权和不干涉其

内政的原则框架”。

46. 必要的是国家需就国际社会提供的救灾援

助表示同意。如果表示援助的意向不符合人道主义、

中立、公正和不歧视原则，则可拒绝给予同意。如

果国际援助行动的严格的人道主义性质被破坏，且

该行动构成了对一国内政的干预或影响了该国的国

家安全，则可撤回同意。

47. 然而，在灾害发生时，如果受灾国无法保

护其人民并提供救济和援助，该国不可任意拒绝根据

人道主义原则、善意提供的外部援助，因为这将违

反其保护境内有需要人员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引

述了大会第43/131号决议序言以及第45/100号决议，

这些决议认为“听任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

315 《基多宣言》，可查阅网站：www.comunidadandina.org/
unasur/dec_unasur_hait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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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自灭，不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啻是危害生命

和伤害人的尊严”。

48. 正如之前有人建议的，应在第11条草案的

评注中详细列出任意这一概念的范围，因为这将决定

一个国家是否可被认为应承担国际责任。他赞成删除

受灾国“不愿意” 提供所需援助的内容，因为这等同

于接受受灾国可能无法履行保护其人民的义务的可

能性。此外，第11条草案目前的措辞意味着如果受

灾国不愿意提供援助，其可拒绝同意接受外部援助，

只要这种行为不是任意的。

49. 关于第11条草案第2款，他赞同其他一些人

的意见，即受灾国通知所有有关各方有关其援助提议

的决定的义务不应包含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援助提议：

在困难的情形下，这只会给受灾国增加额外的任务。

50. 关于第12条草案，他说，应再次强调人道

主义、中立和公正原则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应在所

有人道主义应对工作中发挥作用。应认可非受灾国、

主管国际组织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在发生灾害时

向受灾国提议援助的权利，这类援助提议不应被认

为是不友好的行为或是对受灾国内政的干涉。这些

提议应被看作是团结和友谊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

下，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引述大会第65/264号决议，

该决议序言部分第16段提到各成员国向遭受自然灾

害国家及人民提供的慷慨援助，而第8段则欢迎受灾

国与国际社会在提供紧急救济方面展开有效合作。

51. 最后，他表示支持将这三项条款草案提交

起草委员会。

52. 杜加尔德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表示祝

贺，他认为该报告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受灾者对人道

主义援助的需要之间取得了正确的平衡。

53. 关于一些成员对第10条和第12条草案中有

关“相关非政府组织” 内容的批评，他说，非政府组

织确实不总是透明和负责任的—但许多国家亦是

如此。第10条草案中的修饰性短语“酌情” 意味着受

灾国拒绝来自敌对国家和敌对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是

合理的。他认为，无法就短语“相关非政府组织” 再

作改进，但起草委员会也可审议此问题。

54. 他并不是很赞同第12条草案中的“应有权

表示援助意向”。瓦钱尼先生已正确地指出，这可被

解释为给予国家进行干预的权利。因此，只说各国“可
以表示援助意向” 可能更好。

55. 关于保护责任的问题，他强烈质疑哈苏纳

先生的观点，即委员会已采取了反对这一原则的坚

定立场。这显然不是事实：委员会只是决定，在灾害

情况下不宜援引这一责任 316，因为该责任的演变具体

涉及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56. 在埃塞俄比亚和缅甸发生的事件是委员会

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是不同的成员似乎对这些事件的

事实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特别报告员能够在下次报

告中提供有关这些事件的详细信息，将会是有益的。

57. 他支持将第10条、第11条和第12条草案提

交起草委员会。

58. 辛格先生指出，根据第四次报告第27段，

2010年一年就发生了约373起自然灾害，近30万人

丧生，近2.08亿人受灾。这些数字凸显了目前正在

审议的专题的相关性。基于相关的大会决议，特别

报告员强调指出了若干原则，包括应在受灾国发出

呼吁并给予同意的前提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且受

灾国有义务在灾害超出其国家应付能力的情况下寻

求国际援助。

59. 谈到正在审议的条款草案时，他指出，他

认为这三条条款草案应各自独立，而不应按照提议

的那样被合并为一条。关于第10条草案，他赞同特

别报告员的意见，即短语“寻求援助的义务” 比“请求

援助的义务” 更为妥当。只有受灾国本身能够最好地

决定其是否有能力应对灾情。大会第46/182号决议

附件中的指导原则也承认了这一原则，指出“必须在

受灾国同意 [……]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受灾国必

须诚意地对自身的应对能力作出现实的评估，当其

决定寻求国际援助时，还可自行决定从哪些国家或

组织获取此类援助。

60. 第11条草案试图在主权概念以及受灾国对

其国民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然而，该条草案也应

反映一既定原则，即只有在受灾国提出请求或给予

同意的前提下才可提供国际援助。在埃塞俄比亚和

缅甸发生的事件已成为许多讨论的主题，但他认为

316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47至
第250段，以及《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3
和第164段。也见《2008年……年鉴》，第一卷，第2978至第

2982次会议，第117至第164页，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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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与委员会审议条款草案并不相关。所有参

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方—包括国家、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均应适当考虑人道主义、中

立和公正的原则。

61. 关于第12条草案，他同意应将提供援助的

“权利” 改为“义务”。这将与第5条草案的评注保持一

致，该评注称合作义务应是相互的。

62. 他表示支持将这三项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63. 阿多克先生感谢委员会成员通过信任投票，

选择他来完成奥霍先生的任期，并表示他期望着从

他们丰富的经验中受益。

64.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全面、平衡、论

述合理。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当灾害超出

受灾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能力时，寻求国际援助的行

为有助于受灾国履行国际人权文书和国际习惯法所

规定的首要义务。问题是受灾国是否必须寻求援助，

抑或是可自行酌处是否寻求援助。鉴于灾害对受灾

人群生活条件的破坏性影响，如果受灾国明显缺乏

应对灾害的能力，那么拒绝援助就是不合理的。主

权和不干涉无疑是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因素，而且并

非没有原因。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在提供援助的需

要和主张主权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65. 在表示援助意向时，取得受灾国的同意是

非常重要的，但在明显有必要获取外部援助的情况

下，受灾国不应无理地拒绝给予同意。这些国家应

有权评估灾情，并根据其具体情况及灾害的性质决

定是否寻求援助。当他方表示援助意向时，这些国家

应能够决定需要哪些类型的援助，并促成接受援助。

因此，应重新编写第10条草案，以减少其措辞中的

强制性因素。

66. 进一步审查第11条草案第1款可能也有

好处，特别是将强制性的“必须 (shall)” 改为“应当

(should)”，从而使受灾国在决定是否给予同意时有更

大的掌控权。

67. 第12条草案在承认相关国际组织在应对灾

害时有权表示援助意向之外，还应重申适用于提供

此类援助的重要人道主义原则。这必将使那些就是

否接受援助—特别是来自它们认为动机并非完全

利他的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援助—而犹豫不

决的受灾国消除疑虑。

68. 他支持将第10条、第11条和第12条草案提

交起草委员会。

69.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说，特别报告员

以严谨的态度处理这个复杂的专题，起草了平衡的、

与现行做法一致、并有利于得到国际普遍接受的条

款草案。

70.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改进空间。他不就三

项拟议的条款草案发表评论，而是希望讨论委员会

关于本专题今后工作这一问题。在其报告第80段中，

特别报告员写道，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构成

了法律结构框架的基石，这一框架遵循人道主义、

中立、公正和不歧视的原则，并以团结为基础。尽

管他本人完全同意，他认为条款草案也应建立规则，

规定国际社会和非受灾国家对受灾国的责任：否则，

特别报告员也已完成的有价值的工作将是不完整的。

从现行国际法中，看来明确出现了立即协助一个受

灾国家的义务；他希望通过法律的逐步发展，这种

义务将对非受灾国具有约束力。委员会必须研究，

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这些国家，目前是如何应对灾 
害的。

71. 另一个关注的领域是预防。分别在2010年
和2011年袭击了智利和日本的恐怖地震在世界其他

地区引发了海啸，但幸运的是其影响被预测到了。

50年前则没有这么幸运，1960年智利瓦尔迪维亚地

震—有纪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的第二天，余

震在日本造成了严重破坏。除了海啸，许多其他类

型灾害的预防工作也很关键。他认为，加入有关非

受灾国应如何应对灾害的规则，包括预防措施，将

是对条款草案的改进。

72. 他赞成将第10、11和12条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73. 主席以委员会成员身份发言，他赞扬特别

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中以优雅的方式协调了受灾

国对确保在发生灾难时对国民保护的需要，与其根

据国内法直接控制和监督在其领土内的人道主义援

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员会已达成协议，将避免

援引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所宣布的国家

保护其国民的责任，这样做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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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关于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的辩论是在委

员会较早前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委员会决定在第6
条草案中引述人道主义、中立、公正和不歧视的原则；

委员会决定在第8条草案里规定灾难受害者的人权必

须得到尊重；委员会决定要在第2条草案的评注中明

确“权利” 一词既包括人权，也包括，除其他外，根

据国内法获得的权利。因此，在灾难发生时谈到对

人权的尊重并非有人所说的那样是“空话”。

75. 委员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条款草案是否

应包括武装冲突的情况。第4条草案的评注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评注解释说，在现有国际法规则、特

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不适用的情况下，整套

条款草案可以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况。委员会应考

虑一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采取的方法，尤其是灾难

发生在一个武装冲突地区这样的复杂紧急情况。

76. 受灾者有权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各国有责

任帮助其管辖内的人民或授权人道主义机构予以帮

助，并非委员会首创的新思路。相反，它们源自于

其他来源，其中之一是1995年举行的第26届红十字

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第4号决议 317。

77. 虽然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中没有纳入太

多有关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国家实践的例子，这

种实践无论如何确实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难以

确定其是否反映了法律意见，但这并不应该妨碍委

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特别是因为旨在促进救

灾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已成趋势。例如，《2009年
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恢复的国内协助及管理准则进

展报告》318显示，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正在努力发布或

修订法律法规，以克服救灾中的障碍。

7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雅各布松女士希望就

拟议的条款草案发表评论。

79. 关于第10条草案，她同意如果灾害超出其

应对能力，受灾国有责任寻求援助。然而，她倾向

于删去“酌情” 一词，以避免误导，因为该词暗示受

灾国也可避免寻求援助，即使是在灾情超出其国家

应对能力的情况下。尽管事实上，“寻求” 一词已经

317 《国际红十字评论》，第36卷 (1996年1-2月 )，第310号，

第69页。
318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The right aid at the right time”, 

2009年11月，日内瓦 (可查阅网站：www.ifrc.org/PageFiles/41203/ 
IDRL-Progress-Report_en.pdf)。

暗示受灾国应当积极回应，但委员会仍应在评注中

强调这一点。在条款草案中指明受灾国应寻求协助

的来源的实际意义较小，只要其努力履行保护其领

土内人员的义务。

80. 她同意应将第12条草案置于第11条草案之

前。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第12条草案也许是不

言自明的：主管政府间组织、相关非政府组织，甚

至—她要补充说—私人个人，都有表示援助意向

的权利。真正的问题是委员会是否应明确非受灾国提

供援助的责任。她个人并不反对这样做。这方面的规

则并不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在国际组织的章程中

找到例子。她赞同诺尔特先生在委员会第3103次会

议上提出的提议第一段，即将第10至第12条草案合

并成为“在应对灾害时，国家、主管政府间组织和相

关非政府组织都有权向受灾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

鼓励上述各方本着合作、国际团结和人权原则精神提

供援助。” 然而她希望，用“按照” 来取代“本着” 一词。

81. 在回答援助提议后的法律影响这一问题时，

她说，很明显，如果受灾国能够满足受灾者的需要，

则有权拒绝接受援助。然而，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

报告第52段中所述，拒绝接受援助的权利并不是没

有限制的。

82. 关于第11条草案，她说，应非常清楚地表

述第1款中的想法，她对使用“任意” 一词并不完全

满意。她也不确定迈克尔爵士的建议—以“不合理”

取代“任意” 一词—是否真的算是有所改进。无论

最终选择哪个词，有必要在评注中明确说明委员会

所想象的情况。

83. 如果假设主权意味着受灾国保护在其领土

上的国民的责任，那么顺理成章的，一个国家如果

无法确保这种保护又不愿接受援助，则其不仅有义

务将其决定通知有关方，同时也应提供作出这一决

定的理由。但是，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援助提议并

非出于善意。为了明确表示该条草案只适用于相反

的情况，即按照人道主义、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在

不歧视的基础上提议援助，她建议将第11条草案第

1款修订为：“如果受灾国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必要的

援助，则不应 [任意地 ]对依照第6条提出的外部援助

提议拒绝给予同意。”

84. 另一方面，如果受灾国拒绝或未能考虑非

政府组织的援助意向，那么要求其通知所有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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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者更糟的是，还得提供理由—将给受

灾国过于沉重的负担。在灾害情况下遇到的最棘手

的问题之一是协调人道主义赈济和援助，这是为什么

已经建立了关于这种协调的国际准则。同样地，在

要求受灾国阐明其任意拒绝援助意向的理由的同时，

也应努力避免强加给它们不合理的行政责任，以便保

持平衡。她不认为建立适当的组织清单—正如哈

苏纳先生和村濑先生建议的那样—是现实可行的，

因为灵活性至关重要。也许，事实上，不应由委员

会来制定这样一份清单。哈穆德先生曾经提到一个

可能的解决方案：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有权提供援助

的组织清单之外。目的很简单：防止受灾国规避其首

要责任，即确保在其领土上的国民得到保护。然而，

也有必要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即无能力或无意愿

提供援助的受灾国同意接受援助，但后来又撤回其同

意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实际问题。

85. 最后，雅各布松女士赞成将第10、11和12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86.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指出，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起草委员会将由下列人

员组成：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杜

加尔德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

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

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和迈克尔·伍德爵士，佩雷拉先生为当然成员。

下午1时散会。

第3106次会议

2011年7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阿多克先生、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坎

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

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卡米沙先生、麦

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 
爵士。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638，A节；A/CN.4/639和Add.1 ； 
A/CN.4/647和Add.1 ；A/CN.4/L.779 ；

A/CN.4/L.793和A/CN.4/L.795)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七次报告 (续完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对

条约的保留专题第十七次报告增编 (A/CN.4/647和
Add.1)。

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报告第105段所载的

《实践指南》使用说明草案将为使用者提供宝贵帮助，

希望全体会议能够在适当阶段审议并通过该草案，作

为《指南》的一部分。如特别报告员指出的，第十七

次报告有关保留争端的解决一章的标题有些误导。特

别报告员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理由提出一个新

的争端解决机制专门处理关于保留的争端。如果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对一项保留有争端或

不同法律意见，并且其中一个或多个希望解决，它们

可以使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载的一切争端

解决手段。报告最有意义的部分始于第78段，题为

“协助解决争端的灵活机制的优点”。其想法不是去建

议创立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构，而是成立一个具有

双重功能的政府专家小组：协助解决关于保留的意见

分歧，并且为向其求助的各国提供技术援助。还没

有制定出这种机制如何运作的细节—这是有意为

之—但似乎很清楚，它任务广泛并且有潜在的敏

感性。特别报告员提出这一机制时，参照了“现有先

例，特别是公法顾委建立的先例”，以及国际公法工

作小组的先例。然而，无论公法顾委还是国际公法工

作小组，都不具有特别报告员为新小组拟定的功能。

公法顾委不是一个协助解决争端的机构，不在起草保

* 续自第3097次会议。 * 续自第310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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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虽然偶尔可能审议一项反对，

但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彼此对保留问题有着非常不

同的法律和政治观点，尽管有了《实践指南》之后问

题可能会变少。现在，公法顾委的目标并非“针对其

他国家提具的保留建立尽可能统一的 ‘阵线’” (报告

第93段 )，因为其大量时间被用于审议那些派有代表

的各国做出的保留，无论是成员国还是观察员。其

主要活动是就这些保留和其他国家提出的保留进行

意见交换。时不时地，这可能会导致几个参与国的

协调反应， 但这并非主要目的。通常会向提出保留的

国家征求意见或解释，并在适当情况下可能会鼓励

该国撤回或修改其保留。因此，他将公法顾委视作

保留对话的一个重要例子，而非一个争端解决机制。

还应当记住，公法顾委是一个政府间机构。其成员

们在每年两次的会议上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颇为高

效率地就保留问题交换意见。

3. 在欧洲联盟内部，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在保

留问题上的作用相似。这是一个更小的团体，每年

开四次会，因此有一定的优势。除了研究过去一年

左右新提出的保留，公法顾委有时审议特定领域—

特别是反恐公约方面—的保留。它也可以侧重于

一个特定的公约。例如，他最近参加了一次关于对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

会议。

4. 在第94段，特别报告员就公法顾委得出了

若干一般性结论，随后拟议了相当不同的内容，即：

由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专门小组，但他没有透

露由谁来创建或者如何资助。专门小组将是小型的、

由“政府专家” 组成，只根据需要提供服务，并将有“一
个非常小的秘书处”。关于专门小组成员应是政府专

家的建议，令人相当好奇。公法顾委的成员代表本

国政府并根据其指示说话。但根据所拟的职能来看，

不明确专门小组成员是否也这样做，或者是什么样

的机构？特别报告员似乎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将由大

会决定，但他个人怀疑大会是否愿意为此设立一个

新机构。特别报告员为其建议所提供的一个理由是需

要弥补一些会员国因缺乏资源和能力而造成的缺陷，

但是他个人认为，问题不在于缺乏能力，因为没有

特定国家或集团垄断着能力，但所有国家都缺乏足

够的资源来自己履行任务。公法顾委工作的真正优

势是，集中关注保留问题，并通过集体讨论协助各

国。即使只有一、两个国家有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保留，

所有与会国都将通过工作分工而获益，但是在特别

报告员所拟议的机制中，并非如此，该机制不涉及

这类集体讨论。

5. 他不明白为何不能在别处效法公法顾委和国

际公法工作小组的经验。其他区域组织，如亚非法律

协商组织 (亚非法协 )、美洲法律委员会或东盟，在

愿意的情况下可以开展类似的活动。专门机构也可

以对其主持下通过的条约这样做，而且第六委员会

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像公法顾

委那样一年一度或两度地召开一天会议。

6. 他希望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并通过拟议

的使用说明，成为《实践指南》的一部分，但他并不

赞成委员会按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而建议成立一个专

门小组。撇开不能忽视的预算影响，他怀疑这一拟

议机制是否有效。委员会或许应该决定提请大会注

意一些想法，并通过大会提请各国、区域组织和专

门机构注意，在常规会议的背景下，参与某些形式的、

关于保留问题的集体审议，就像国际公法顾委会所

做的那样。

7. 诺尔特先生说，他不象迈克尔爵士那样认同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委员会应当建议设立一个机

制—作为《实践指南》的一部分—在保留和反对

保留的问题上提供协助。作为一项总体考虑，他担心

任何可能由委员会建议的、作为《实践指南》一部分

的争端解决机制也许会削弱《指南》的权威—如果

这一建议得不到响应。因为使用者可能认为《实践指

南》的先决条件是这一机制的存在，而不管委员会任

何相反的解释；并且各国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如果

争端解决机制得不到落实或没有按照设想运作，则

不必对《指南》太过认真。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不应

提出具体的机制，但应该只限于提出一般建议，各

国可据此考虑设立一个机制，以评估保留及相关声

明，并参照诸如公法顾委的区域级经验。这样的建

议可能会激发各国就如何完善对保留的处理进行反

思，这一程序应当在各国有机会消化整个《实践指南》

并评估其重要意义之后进行。只有已经明确《实践指

南》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一些关键内容之后，建立定

做机制的时机才会成熟。也许届时各国会将这一事

项反馈给委员会，并请其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

8. 特别报告员称他拟议的机制具有灵活性，并

强调说，这是一个为较小或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的工具，尽管这项建议并非如此局限或技术性。当然，

作为国际法律工作者，他个人一般来说支持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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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第三方机制；否则，与之相反的主观评估可能会

导致国际关系中的意见分歧。然而，要解决的情况

更为复杂。这一机制宣称的目的是解决如下问题，即：

如果一项保留有违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是否无效？通

常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并且可能基于

价值判断和政治考量，涉及非常艰难的评估。由谁

来做这样的评估？特别报告员建议由一个10位政府

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做。这引起了一些难题。这些

政府专家将来自于签署了有关条约、或至少有权成

为该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吗？毕竟，一个与某条约毫

无瓜葛的国家的政府官员为什么有资格评估该条约

的目标和宗旨呢？这一机构应以建议的形式做决定

吗？如果是这样，在什么样的程序基础进行呢？它

会以多数票做决定吗？如果是的话，采用什么样的

多数？所有10名成员都要与保留的提交方讨论该项

保留吗？这一机构的成员由大会或是别的机构选举

确定吗？成员资格是对人的，还是属于特定国家的？

一个更大的、超出这些实际问题的疑问是：公法顾委

的模式是否为建立全球一级援助机制的建议提供了

支持？迈克尔爵士很了解公法顾委，他的意见证实了

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疑虑。关于公法顾委的模式含义以

及其能否转化为通用工具的问题，需要更多地讨论，

但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没有时间了。因此，委员会不

应提出具体的建议，而应只建议各国开始交换意见，

讨论能否设立一个机制来评估保留和相关声明，并

参照区域一级在这方面的经验。他愿意在工作组里

讨论委员会是否应沿着这个方向拟订一条总体建议，

但他并不赞成将拟议的机制提交工作组，因为工作

组的任务限于文字修改。

9. 谈到拟议的《实践指南》使用说明 (报告第

105段 )—工作组已就其文本进行了审议，他指出：

在第 (1)段的第二句，特别报告员认为评注具有与准

则本身相同的权力和权威。虽然通常情况下委员会

的确逐一通过评注，但其在解释准则上花的时间比

编写评注多得多，因此委员们对前者做出的投入显

然比后者更为重要。一般认为，评注没有条款本身

相同的份量；否则，就无需就两者进行区分了。因此，

他建议在第 (1)段第二句的开头加上新的一句：“评注

虽然没有准则本身同等的重要性，却是《实践指南》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准则作了扩展和解释，是

准则不可或缺的补充。”

10. 关于使用说明的第 (9)段，它指出，“只有

在准则条文本身没有给出问题答案 (或者在某一特定

情形中难以解释 )的情况下，才有阅读评注的需要”，
但他不认为应原样通过这一段，因为作为一名法律

工作者，他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眼看来似乎明确的条

款，经过进一步思考或参考评论之后，就不那么清

楚了。作为一个解释上的技术问题，“明确适用 (acte 
clair)” 理论—即没有必要就一望可知的内容做进一

步解释—似乎也已被抛弃了。更一般地来说，虽

然除刚才所提的两点以外，他同意所拟案文的内容，

但发现其有不必要的防范语气 。可用较短的话更自

信地说同一件事，例如在第 (1)段中，第三句似乎没

有必要。他希望委员会将有可能修改使用说明的条

款，并能参考他的意见。

11. 杜加尔德先生说，在过去的场合，特别是

通过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319 之后，

他曾对争端解决机制持反对态度，并且委员会已经总

体上认为没有必要在“正统的” 条款草案中纳入关于

争端解决的规定。但是，必须承认《实践指南》有创

新性的规定，并因此需要一个创新性的解决争端机

制。如果委员会不提出关于这一机制的建议，那么由

谁来提呢？因为第六委员会通常不会采取创新行动，

因此应由委员会来做。关于这一问题的情况，特别报

告员曾指出《维也纳公约》对此保持了沉默，但仍有

建立一个争端解决机制的需要。建议草案 (第101段 )
在序言部分的第二段中正确指出，委员会“意识到各

国和国际组织在解释、评估有效性以及运用保留和

对保留的反对时遇到困难”。为了应对各国遇到的对

条约的保留问题，需要一些特殊的非正式机制。当

然人人都认为国际法院不是从事特别报告员所拟工

作的恰当机构。法院在若干案例中审议了保留问题，

但对于各方来说费用一直非常高昂。因此这类争端

最好可以私下地友好解决，而不是提交法院或某个

仲裁法庭。

12.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除非当事方

同意，所设的任何机制都不应是强制性的。也许，

这一建议的最为创新之处是为有着明显需求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出于这个原因，

他对附件第4段表示赞成。审阅对众多多边条约所做

的保留，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做出的保留，给人的印象

是这些保留的提出方并不真正了解关于所做保留的

一般法律背景。例如，毛里求斯最近对《残疾人权利

319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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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提出了一项保留，规定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

下它将不履行其义务 320。毛里求斯是否了解委员会关

于这一问题的工作？因此，需要一个机构，就有关保

留的一般法律框架为各国提供咨询。委员会在制定准

则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监测人权条约的适用情况。

对于监测机构—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是否有权

决定一项保留是否具有可允许性，曾进行过重要的

争议和辩论。如果设立一个特别报告员所拟的机制，

使之没有必要诉诸条约机构，则可避免这些问题。

13. 在拟议机制的组成方面，他不能肯定特别

报告员的设想是10名专家将坐在一起，还是分成3
人或5人的专门小组。与迈克尔爵士一样，他认为没

有必要召集政府专家。提到诺尔特先生的评论，他

认为专门小组成员不必是所涉国家的官员。这里的

想法是设立一个小规模的专家小组，协助各国编写

保留并解决国家之间有关保留的争端。当然，附件

并不处理机制的所有细节，但在正常情况下，由该

机构本身根据其议事规则来做。总之，他赞同关于

技术援助和协助解决保留问题争端的建议草案，并

对特别报告员的创新性建议表示祝贺。

14. 诺尔特先生说，他的发言所依据的假设是，

如特别报告员指出的，拟议的机制将是一个政府专家

小组，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是否是一项条约的缔约

国的问题将是相关的；但如果这一机制由独立专家来

组成，这一问题自然就不相关了。话虽这么说，杜

加尔德先生的建议似乎比特别报告员走得更远。

15. 麦克雷先生说，他对使用说明草案将被纳

入《实践指南》并将提交全体会议最后批准感到满意。

关于争端解决问题，他希望就拟议的机制谈几点意

见。原则上，他认为应当设立一个专家小组，以提

供关于保留和反对保留问题的意见，或者向那些在

提交保留和提交反对方面希望获得帮助的国家提供

协助，他将这看作《实践指南》中所确定步骤的一个

符合逻辑的进展。但是，对所拟内容实用现实的审议，

暴露了一些缺陷和问题。从本质上讲，特别报告员

所拟议的机制较之以往所说的并无不同：就是设立一

个专家小组，并且可能由各国授权他们做一些事情。

正如迈克尔爵士和诺尔特先生所指出的，不清楚专家

小组将如何运作、有什么样的职权范围、向谁报告

等等。也不是很清楚公法顾委和国际公法工作小组

320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可查阅网站：http://
treaties.un.org)，第 IV.15章。

在什么程度上提供了指导；因为即使在读完特别报告

员的报告之后，他仍然不知道公法顾委和国际公法

工作小组在保留方面做了什么工作—但是，熟悉

这些机构的委员们也许在这方面有更好的理解。因

此，就目前而言，似乎委员会掌握的仅仅是一个想法，

而不是一个机制。但如果所提出的全部内容仅是一

个想法，那么他不知道是否需要弄一个正式决议或

名称缩写来妆点它。同样，如果委员会必须向大会

或各国提出建议，则仅应将其做作为第六十三届会

议工作报告中的一个建议，而不是一个特别决议。

16. 那么委员会应当做什么呢？在他看来，向

各国提出建议，建议它们可以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以

协助其评估保留和反对的有效性以及提出自己的保

留和反对，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一想法，由此产生的机制可以包括在《实践指南》

关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中或其他附件中。委员会应制

定一套机制模式，从而特定条约体系的缔约国或实

施跨条约体系的国家有可能通过。这样说来，在委

员会获得一个可被纳入《实践指南》附件中的成果前，

必须超越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提出的想法。

17. 简言之，他赞成将问题提交工作组；工作

组可以阐述关于机制模式的想法，通过一个专家小

组协助解决有关保留问题的争端；然后可提交一个更

详细的建议，以供全体会议审议。

18.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完全同意诺尔特先生

关于《实践指南》使用说明草案的修改建议。拟议的

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述，以使委员会能够通过；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拒绝它，并且他会强烈反对这样

做的决定，因为这种机制将促进对法治原则的尊重。

因此，委员会应考虑如何跟进该项目，麦克雷先生

刚刚提出的建议似乎非常合理。对于最小的国家及

其外交部来说，关于保留的争端始终是一个巨大的

难题来源。这些国家需要协助，无论是制订或撤销

本国的保留、还是反对它国的保留。虽然许多要点

仍有待澄清，但绝不能放弃一个关于向各国提供技

术援助的机制的想法。

19. 瓦钱尼先生说，他希望委员会通过特别报

告员提出的关于技术援助和在保留问题上提供争端

解决协助的建议草案。其总体思路是合理的。该机

制必须是咨询性的；换言之，保留问题的争端各方必

须有处理的自由，机制的决定不得有约束力。在20
世纪90年代，加勒比地区国家曾对《公民及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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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提出保留 321，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强烈

反对，并最终使得人权事务委员会就保留问题进行

审议 322。委员会简单地告知那些国家，其做出的保留

是错误的 323。有了拟议的机制，问题就不至于最终提

交人权事务委员会了。这再一次说明有必要在保留

问题上提供技术援助。这种援助可以包括起草和解

释保留、编写反对和对反对的回应。

20. 迈克尔爵士说得很对，小国并不缺少权限。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全部

国际法问题。如果拟议的机制允许小国依据具体情

况获得援助，将会有实际的作用。此外，比起提交

到国际法院，费用也会低一些。机制的运作细节尚

未确定并不成问题：这些问题将由大会或大会指定的

机构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处理。

21. 在他看来，应允许一特定国际公约的非缔

约国的专家们就对该公约提出的保留表达看法。委员

会的委员们经常援引其本国尚未加入的条约，从来

未引起什么问题。在机制的组成方面，他认为，专

家们不必是他们本国的代表，但这一点也可以在时机

成熟时解决。机制的资金来源是由大会决定的事项。

他不反对以区域机构—比如公法顾委—为模板，

虽然公法顾委在保留问题上的作用似乎尚不明了。

委员会也可能沿循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的例子。然而，

除了公法顾委和美洲法律委员会之外，也许是出于

经济原因或问题的技术性，这些区域机构尚未建立

关于保留问题的技术援助或争端解决机制。这就是

为什么委员会更应当在一项决议草案中建议成立这

一机构，并将之提交到大会。

22. 萨博亚先生说，他最初对填补《维也纳公约》

全部空白的想法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空白之所以

留下是出于外交上的模糊或让各国有政治回旋余地。

不过，他现在已经改变主意，并意识到了《实践指南》

和所拟议机制的极大用处。这将为大大小小所有国

家提供技术援助。话已至此，尚需敲定细节，但可

以由工作组来讨论这些问题。

23. 哈穆德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机制更

为有用，因为众所周知在保留问题上没有真正令人

321 同上，第 IV.4章。
322 尤见关于批准或加入《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时提出保

留或者依照《公约》第四十一条提出声明所涉问题的第24号一

般性意见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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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页。
323 尤见肯尼迪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

满意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具有“超大” 效果的反

对时，这一机制将是非常有价值的；除了《实践指南》

本身之外，只有这种类型的机构才能真正帮助解决这

一问题。这样一个机制最好由独立专家、而非政府专

家组成。向机制提交争端应是任择性的，而且机制

的决定不应具有约束力。应该严格区分其两类功能，

即技术援助和争端解决，因为帮助一国提出保留或

反对的机制应当不必审议另一国随后质疑的同一保

留或反对。缺乏机制如何运作的细节并不成问题：若

干规定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和条约的条款非

常简短，由机制本身来决定其议事规则。

24. 诺尔特先生说，在发言中委员会委员们设

想这一机制的目的是帮助各国提出保留，而报告谈

论的是就保留问题设立一个“阵线”，这似乎意味着

机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保留的范围，以维护条约的

完整性。他请特别报告员就这一点做出澄清。

2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这一小型辩论

非常有意义，使他产生了新的建议，他将在主席允

许时提出这些建议。在答复诺尔特先生时，他提请

其注意报告第93段，该段强调说：“[尽管国际 ]条约

保留问题欧洲观察站的目标是针对其他国家提具的

保留建立尽可能统一的 ‘阵线’，[但 ]这显然不会是此

处考虑建立的协助机制的功能”。正如该段中指出的：

其目的是“帮助在保留方面存有意见分歧的国家 (和
国际组织 )解决这些分歧，拉近彼此观点，并向有关

国家或国际组织提供关于可适用的法律规则的具体

资料”。委员会可建议欧洲以外的区域机构尝试建立

一种类似于公法顾委所建立的机制，但公法顾委尽管

有其优点，却不应仿照，因为它无法在全球范围普及。

对他而言，哈穆德先生正确地强调了拟议机制的双

重功能：对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和协助解决争端。他敦

促委员会委员们提出大会有可能批准的主张，同时

不忽视他刚刚提出的意见。

2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在保留问题上，

存在多种方式可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他怀疑有没

有可能任命熟悉国际法所有领域的专家，并且不知

道是否最好不依靠各种国际文书建立的秘书处、甚

至联合国秘书处—后者有一个优秀的条约科。他

问特别报告员是否曾考虑这种可能性。

2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建议草案中提

到的10名专家—人数也可更少一些—将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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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保留制度方面的法律专家。他们不必是在国际

法全部领域的专家才能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

28. 加利茨基先生欢迎特别报告员关于对条约

的保留专题的重要工作，并且支持第十七次报告中所

提出的非常有用的《实践指南》使用说明。他也坚决

支持关于技术援助和协助解决争端的建议草案，这

为《实践指南》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框架。

29. 卡米沙先生认为，特别报告员所拟议的、

关于一个机制的新颖想法非常有吸引力。但像哈穆

德先生一样，他认为应当分开技术援助与争端解决

的功能；让一个单独机构或机制兼具这两项功能是不

明智的。关于模式，如果委员会不深入审议这两个

功能的实施问题，可能非常难以就技术援助或解决

争端的细节作出最后决定或者制订一项建议。

30. 丰巴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拟议的使用说明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这应作为委员会报告第四

章的一部分，并且应成为《实践指南》的使用说明。

31. 关于所拟议的机制，他同意一些委员、特

别是杜加尔德先生、麦克雷先生、彼得里奇先生和瓦

钱尼先生表达的观点，即特别报告员所拟的建议草

案应提交工作组，由工作组尝试界定其范围和方式。

也应就哈穆德先生提出并得到卡米沙先生支持的意

见进行审议。

3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同意如像特

别报告员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个机制以帮助各国

解决在保留领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所拟议的机制

不能与公法顾委或国际公法工作小组相比，因为虽

然这两个机构关注保留问题，但其功能不同，主要

涉及的是信息交流与合作：公法顾委涉及的是在欧洲

委员会成员国之间；而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则是欧盟成

员国之间。如特别报告员所拟议的机制应由条约和

保留问题的国际法专家组成。委员会应考虑哈穆德

先生和卡米沙先生关于必须分离技术援助和争端解

决功能的意见。她不反对将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草案提

交工作组，但应由大会来做最后决定，并且委员会应

交由大会来决定关于所拟议机制的组成和功能细节。

3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总结辩论说，关于

他所拟的使用说明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将之作

为《实践指南》的使用说明，成为委员会报告第四章

的组成部分，并纳入诺尔特先生的建议，不必将其

提交工作组。

34. 至于所拟议的机制，委员会不能并且不应

试图以完整的形式将这样一个机构“兜售” 给大会；

要点只是推出这个想法。提交大会的建议甚至应比报

告第101段所载的更简略，并且应包括替代建议。应

该只保留技术援助和协助解决争端的想法。要点并非

创立一个司法机构，而是一个为保留问题争端解决提

供协助的机制。与委员会三名曾就这一问题发言的

委员不同，他认为也许最好由同样的人履行两种功

能。他建议将建议草案中所设想的问题提交工作组，

后者不受其约束。他将提交一份建议草案的修订案，

反映在刚刚进行的辩论中提出的意见。也许建议草

案可参照迈克尔爵士的设想，建议各方面鼓励欧洲

以外的区域机构关注保留问题，它也可唤起第六委

员会考虑类似公法顾委制度的可能性。最后，工作

组应决定建议的形式：就保留对话问题致大会的一项

建议？还是委员会的结论？虽然他个人不主张为所

拟议的机制选择后者。

35. 主席说，如果没有人反对，她就认为委员

会决定正在审议中的特别报告员报告第105段所拟的

说明将构成《实践指南》的使用说明，还将在全体会

议上作为委员会报告第四章的一部分通过，并且把

第101段所载建议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36.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部

分的内容。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3)

1.2.1 联合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准则1.2.1通过。

* 续自第310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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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1.2.1的评注通过。

1.3 保留与解释性声明的区别

准则1.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37. 诺尔特先生说，英文本中的“declarant” 一

词似乎不常见。

3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同意诺尔特先生

的看法，并建议在第 (5)段和整个《实践指南》中将

“declarant” 改为“author”。

就这样决定。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1.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3.1 确定保留与解释性声明之区别的方法

准则1.3.1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39. 诺尔特先生说，第三句中的“只有对声明

的潜在 (和客观 )效果进行分析，才能确定所追求的

目的” 应改为“只有对声明的潜在效果进行客观分析，

才能决定所追求的目的”。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4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到第二句，建议将“国
际法的常规解释规则” 改为“适用的解释规则”。

4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对这一建议

不很热心。案文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有必要依据《维也

纳条公约》第31条中所指的“一般解释规则”。光说

“适用的规则”，过于空泛。

42.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至少删除“常规” 一词。

43. 卡米沙先生建议将“常规规则” 改为“通常

规则”。

44. 萨博亚先生说，他反对按照迈克尔爵士的

建议而删除“国际法” 几个字。

45. 诺尔特先生建议采用“一般解释规则” 的

说法。

46.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如果删除“常规” 一词，

他不反对保留“国际法” 几个字。

47.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最好是采用

第 (4)段最后一句中的“普通的解释规则” 的说法。

4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说，第二句应

该简单地写成：“因此，这是一个传统的解释问题”。

第 (4)段按照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49. 诺尔特先生说，因为《实践指南》将指出保

留事实上可分离于其所适用的条约，所以第一个脚

注标记后的那部分内容应予删除。

50. 佩莱先生说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反对删

去这句话的那一部分，但他不同意诺尔特先生的理

由。不论保留是否有效，都不能与条约分离。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第 (6)段通过。

第 (7)段

5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一句末尾的

“单方面声明” 应改为“解释性声明”。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段

52. 诺尔特先生说，他赞成删去美洲人权法院

就对死刑限制案所做的第OC-3/83号咨询意见引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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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该段说：解释首先应取决于案文，而其他解

释手段只是补充性的。这不是《维也纳公约》的说法。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至第 (14)段

第 (9)至第 (14)段获得通过。

准则1.3.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3.2 措辞和名称

准则1.3.2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5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一句中的编

号“1.3.2” 应为“1.3.1”。

5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一个着重号段

落中，“或范围” 几字应插在“含义” 之后。

55. 诺尔特先生说，在英文本的第二个着重点

段落中，“non-relevance” 应改为“irrelevance”。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5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删除第一条

脚注中“的分析” 几字。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57. 诺尔特先生说，在英文本中，应以“decisive 
(决定性 )” 取代“nullifying (使其无效的 )” 一词。

第 (4)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5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将在第 (6)段
和其他地方用正式名称取代所有关于伊鲁瓦兹海 (英
吉利海峡 )案的提法。

59.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英法之间 [……]争端”

几字也应按该案的正式名称做出改动。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0)段

第 (7)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6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在句末删去

“正如准则1.3.2最后一句话所强调的那样” 几字。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1.3.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3.3 在禁止保留时提出单方面声明

准则1.3.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6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没有理解最后一句。

6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在最后一句的

开头，以“本准则提请注意” 替代“草案的唯一目的在

于引起注意” 几字。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1.3.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4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准则1.4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6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这句开头“委
员会成员一致承认存在着这种做法” 几字，应改为“委
员会已经认识到存在这种做法”。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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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64.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说，需要澄清一

下所摘录的法国签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

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附加议定书》

时做的解释性声明。他详细查阅了该声明的背景，回

顾说，声明包含了下面这段话：“法国政府的解释是，

《议定书》第3条下做出的承诺，不妨碍充分行使《联

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确认的自卫权 324”。

65. 法国在1979年签署《第一附加议定书》时重

申了这一声明 325。

66. 法国的声明已经引起拉美各缔约国的深切

关注，并表达给了法国政府。他们的关注首先来源

于这一事实，即自卫权不产生于条约文书—如《联

合国宪章》，其中讲述了“固有” 权利—而是先于《宪

章》就存在的。这项权利的行使受限于必要性和相称

性原则，在核武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67. 拉美国家的代表曾请求与法国外交部召开

会议，目的是敦促法国撤回其保留。法国并未接受这

一请求。但应当指出，多年来，法国政府的态度已

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它尚未撤回保留，但认为其

自身受两项议定书的牢固约束。为更好地考虑到这一

现实情况，他提出或者不再引述法国的解释性声明，

或者加上以下文字：“然而，通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禁止核武器机构，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要求法国政府

撤回其解释性声明关于在武装攻击的情况下有可能

使用核武器的部分。这些国家认为，这种解释不符

合根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的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

法国尚未撤回这部分解释性声明；但是它曾多次表示

愿意继续成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各附加议定书的

缔约国”。

68. 萨博亚先生赞同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的发言和不再援引法国解释性声明的建议。

32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36卷，第419页。
325 《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1992年10月18日第243

号， “Décret no 92-1152 du 14 octobre 1992 portant publication 
du protocole additionnel I au traité du 14 février 1967 visant 
l’interdiction des armes nucléaires en Amérique latine, dit Traité 
de Tlatelolco, signé par la France le 2 mars 1979” [ “1992年10月
14日关于发布法国于1979年3月2日签署的1976年2月14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即《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一号议定书的第92-1152号法令” ](可查阅网站：www.
legifrance.gouv.fr)。

6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坚决反对删

去这一事例的主张，并且如果被迫这样做，将令人

震惊，因为这将构成言论审查。他不明白为什么法

国说过的话应该受到审查。另一方面，巴尔加斯·卡
雷尼奥先生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反应的意见很有意

义。他完全同意应插入拟议的案文，虽然不是加在

报告本身—在那里不得其所—而是加在一个脚

注中。

70. 主席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她将认为委

员会委员们希望通过佩莱先生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下午1时散会。

第3107次会议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下午3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哈穆德先生、卡米沙先生、梅莱斯卡努先

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

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悼念已故委员会委员 
弗朗西斯科 · 比拉格兰 · 克拉梅尔先生

1. 主席说她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委员会1992
至1996年委员弗朗西斯科 · 比拉格兰 · 克拉梅尔于

2011年7月12日逝世。我们将永远铭记他在国际法

领域丰富而卓越的成就，以及他对人权、司法、民

主和和平事业的不懈支持。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默哀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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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说他有幸与弗朗西

斯科 · 比拉格兰 · 克拉梅尔成为朋友，并在1992至
1996年期间与其共事，担任委员会委员。弗朗西斯

科·比拉格兰·克拉梅尔致力于司法、和平和人权事业。

他是一名大学教授，曾发表重要出版物，并代表危

地马拉参加国际会议，在法律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危地马拉发生严重暴乱时，他同意出任罗密欧 · 卢
卡斯 · 加西亚将军的副总统，而该政府曾因侵犯人权

而臭名昭著。一些朋友无法理解他的这个决定，但

弗朗西斯科认为他这么做能够改善危地马拉的状况。

可惜他错了，其后他选择了辞职并且流亡到美国，在

那里继续致力于中美洲的人权与和平事业。政局发

生变化后，他回到危地马拉并担任议员。他也是美

洲法律委员会成员。

3. 作为委员会委员，他积极有效地参与委员会

关于国家继承、国家责任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 326 等专题的工作。他为人厚道，是一名杰

出的法学家，也是委员会的优秀委员。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38，D节；A/CN.4/643 ； 
A/CN.4/L.794)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完 *)

4.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总结

了关于第四次报告的辩论，感谢所有参与者对辩论

的大量实质贡献，以及他们对报告所涉事项鼓舞人

心的答复。在热烈的讨论中，23名成员明确支持将

条款草案第10至第12条提交起草委员会，一名成员

明确表示同意将第12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并含

蓄地表示同意提交另外两条条款草案。剩下一名委

员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

5. 从全体辩论中可以明确看出，委员会支持了

特别报告员处理该专题的方针，即寻求可以推动达

成共识的平衡的解决方法。应根据该标准评估委员

的意见。基于特别报告员第二次 327和第三次报告 328 所

326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第

19页，第50段。
*   续自第3105次会议。
32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

号文件。
328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

号文件。 

载建议，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九条条款

草案 329。鉴于在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激烈辩论中，正

反两方曾各持己见，在短短两年内做到这一点绝非

易事。

6. 委员会是在推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

任务框架下，就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开展工

作的。该专题已于2006年纳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计

划 330，因为它反映了国际法的新发展以及国际社会整

体的迫切关切。正如辩论中正确地指出的，委员会

的工作不是处理救灾的业务问题，而是加强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的规范框架，并在阐述宽泛原则的基

础上更进一步，定义不同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即

使国家可能漠视其义务，也不应妨碍委员会提出任

何其认为适当的条款。

7. 委员会章程第15条区分了国际法的编纂和

逐渐发展 331。然而，正如委员会1996年所总结的，在

实践中，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这种区分也是非常

困难的 332。因此，委员会在拟定其草案时，继续采纳

了编纂与逐渐发展相结合的观点。

8. 《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款 (子 )项的起

草者选用了“逐渐发展” 一词，因为与“编纂” 一词放

在一起时，它们意味着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和添加，从

而在变与不变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正如委员会章程

第15条所规定的，逐渐发展涉及国际法尚未进行规

范的专题，或国家实践中尚未充分发展的法律专题。

对章程制定者而言，“实践” 是指关于特定专题中尚

未充分发展的法律中反映的实践。然而，关于特别

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的辩论留下的印象是，一些委员

在谈论“坏” 或是“好” 的实践的具体实例时，实际上

是在更广泛，几乎是口语的意义下使用“实践” 一词

的。基于这种延伸的含义，一些委员呼吁特别报告

员在今后的报告中更加详尽地讨论构成灾害的事件。

一名委员坚持认为更加详尽地描述国家和其他行为

方在这方面的具体实践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这

个角度来看，他不得不赞同该立场。

329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0至第331段 (条款草

案第1至第5条及其评注 )。关于通过第6至第9条，见上文第

3102次会议。
330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5页，

第257段以及第245页，附件三。
331 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332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7页，第

147 (a)段，以及第89至第91页，第156至第159段。



 第3107次会议—2011年7月18日 217

9. 另一方面，辩论也显示，一些委员在国际

法委员会章程第15条给出的较狭义的技术性意义下

使用了“实践” 一词，这从他们提及“法律意见” 时

可以看出。一名委员赞成有必要密切关注国家以及

诸如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等其他行为方通过的文

本，它们是该领域经验丰富的实体实践的精华。另

一名委员强调了在推动救灾方面的国家法律的重

大发展，这显示了国家思路的重要趋势。在这方

面，他回顾，委员会已根据他的建议，将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的国家实践作为一个具体问题纳入了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 )对大会的报告，并欢

迎就该问题发表看法 333。只有三个国家响应了委员会

的呼吁，因此委员会不妨在本届工作报告中重申该 
呼吁。

10. 他欢迎缔约国及其同事迄今为止提供的资

料。在提交委员会的四份报告中，他反映了，在大

多数情况下摘录了《非洲联盟关于保护和援助非洲国

内流离失所者的公约》(《坎帕拉公约》)及其他相关

国际文书的多项条款。

11. 报告员使用具有约束力和不具有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支持其建议的做法虽然得到了认可，但是使

用大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学会及其他这

类机构通过或在其主持下通过的文书作为实践的证

据，其适当性在方法学问题上遭到了质疑。作为回应，

他希望重申这些文本本身是实践的精华所在。关于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实践特别少。除了少数多

边协议—主要是区域协议—以及较多的关于互

助的双边条约外，关于“救灾法” 的大多数现有材料

是由不具有约束力的文书构成的，主要是政府间通

过的，也有一些私营机构和实体通过的文书。救灾

法本身就是一个新概念，巩固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

上将取决于委员会正在所审议专题的背景下开展的

逐渐发展工作。委员会如何能够不重视大会的决议，

例如建立了开展当代救灾活动的基本框架的第46/182
号决议，又如何可以忽视国际法学会关于人道主义

援助专题的私人编纂工作，而类似工作一次又一次

地被援引为关于委员会处理的其他真正“传统” 专题

的权威法律裁决？

12. 在初次报告中 334，特别报告员挑出了当前国

际灾害保护和援助的三个直接法律渊源—国际人

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关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333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1至第33段。
334 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98号文件。

的国际法，他在之后的三份报告中系统讨论了这三

套法律。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一些委员质疑援引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援助原则和规则在方法

论上的适当性。他在回答中提到了关于其第三份报

告的辩论，其中认为定义上只是以一般和抽象角度

设想的原则可以适用于并非该原则最初产生且通常

与之相关的领域 335。基于该假设，委员会得以通过关

于灾害应对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第6条草案。正如著名

法学家胡安 · 安东尼奥 · 卡里略 · 萨尔塞多在1997年
所写道的 336，人道主义法不仅限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

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不能忽视，除了关于保护战

争冲突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49年8月2日
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和《1949年8月2日日

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所设想的情况以外，还

存在其他造成极端痛苦的原因。因此，人道主义法

可适用于许多情况，武装冲突只是其中之一。虽然

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 (不论是国际性冲突还是其他 )
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人道主义法发展最完善的分枝，

但毕竟不是全部。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发展和技术完善性使之成为一个范本，可对其

进行调整以适应其他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而不是作

为一个系统适用。

13. 关于方法论的第三点指责是，他没有将保

护的责任作为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基础。在这

方面，他忆及在初次报告中已经在关于该专题的建

议中，提请关注秘书处的意见，即人员保护的概念

可能“属于关于保护责任的新原则的当代思维” 337。

不过，他在同一份报告中的个人意见为：必须认真

审议延伸保护责任的概念是否适当及其与当前专题

的相关性。即使保护的责任在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

和援助的背景下得到认可，其影响尚不清楚。因

此，他预见到了秘书长第二年在关于履行保护责任

的报告中采取的立场 338。在第二份报告中，他经同意

引用了秘书长报告第10段 (b)分段，并解释道，除

非会员国另有决定，否则保护责任仅适用于四类特

335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325段。
336 见 J. A. Carillo Salcedo, “Reflections on the existence of a 

hierachy of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欧洲国际法学报》，第

8卷 (1997年 )，第583至第595页，尤其是第591页。
337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98

号文件，第55段。也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附件三，第9段。

338 A/63/67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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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罪和侵害行为：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

和危害人类罪 339。如果延伸适用范围，将艾滋病毒

/艾滋病、气候变化或对自然灾害的应对等其他灾

害也列入其中，将会破坏2005年的共识，并过度

延伸这一概念使其脱离原貌，或丧失实际用途。关

于其第四次报告的辩论毫无疑问地确认了委员会支

持秘书长的立场，他作为特别报告员也确认了该 
立场。

14. 辩论中做出的一些评论是为了提请注意需

要在对某一项条款草案的评注中提供相应的解释。只

要这些评论是相关的，一旦委员会通过该条款草案，

这些评论便应纳入评注。

15. 辩论主要侧重起草问题。就修订第10至第

12条草案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许多建议，起草委员

会将讨论其细节问题。就第10条草案提出了一项特

定反对，理由是它涉及不愿为其境内受灾人员提供

援助的国家。有人认为，如果受灾国家不愿运用自

身资源，则不应寻求援助。为了便于这方面的理解，

他解释道，虽然条款草案中“酌情” 一词的位置可能

误导读者，使之认为它修饰前面的短语“有责任……

寻求援助”，但其本意是强调受灾国家有权从列出的

潜在捐助方中作出选择。此外，“不愿意” 一词没有

出现在第10条草案中，而是出现在第11条草案中，

后者不涉及寻求援助的责任，而是受灾国家有责任不

任意地拒绝对外部援助意向的同意。在这方面，他

忆及起草委员会尚未审议原第8条草案第2款，他在

第三次报告中提出该款 340，该款毫不含糊地重申受灾

国必须在援助可能提供之前表示同意接受外部援助。

有人建议将第8条草案第2款的内容纳入第11条草案

第1款。

16. 最后，除一人弃权外，根据所有委员的明

确意愿，他要求将第10条至第12条草案，以及关于

339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
号文件，第14 (c)段。

340 条款草案第8条内容如下：

“受灾国的首要责任

“1. 受灾国对在其境内保护人员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负有首

要责任。国家保留根据本国法律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境

内这类援助的权利。

“2. 只有在受灾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提供外部援助。”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号文件。

也见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16至第324段，以及脚注

1339。

其案文的所有建议和可能的评注一并提交起草委员

会，希望条款草案最终有所改进。

17.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希望将第10条至第12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完 *)

[议程项目1]

18.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宣布坎

迪奥蒂先生和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将加入起

草委员会。

下午3时45分散会。

第3108次会议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先

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

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卡米沙先生、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

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伏伊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

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 **)

[议程项目13]

美洲法律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1. 主席对美洲法律委员会的海厄辛思 · 林赛女

士表示欢迎，并邀请她在委员会上发言。

2. 林赛女士 (美洲法律委员会 )说，介绍关于

2010年美洲法律委员会活动的年度报告，是她的荣

*   续自第3105次会议。
** 续自第310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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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报告共有三章。第一章讨论委员会的由来、法律

依据和结构。第二章审议委员会在2010年举行的两

届常会上讨论的问题，也载有两届常会通过的决议文

本和有关文件。第三章涉及司法委员会的其他活动

及其通过的其他决议。在报告中还讨论了预算事项。

3. 关于在美洲诉诸司法的创新形式，该专题

的报告员提交了一份文件，题为“诉诸法律：初步

考虑”。由于委员会确定讨论以创新方式诉诸司法

并扩大诉诸司法的渠道是最重要的议题，所以它打

算批准关于本专题的一般准则。根据上届会议上

提出的指导原则和随后的讨论，已编制了一份报

告，题为“全面培训法官：司法行政的需要”。报告

着重强调需要更加严格地培训法官、司法部门独立

性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便利所有社区平等

和及时诉诸司法的问题。它还强调了司法系统工作

人员的培训问题和简化司法程序所需的资源问题。

4.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题为“促进国际刑事法院”，将由美洲国家组织总秘

书处转发常设理事会，以提交给 [美洲国家组织 ]大
会第三十六届常会。也已经通过秘书处请那些尚未

答复委员会调查问卷的成员国做出答复。对于已经

通过法律适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九和第十

部分的《规约》的缔约国，已经请其汇报所采取的与

法院合作的任何其他措施。委员会决定继续审议关

于促进国际刑事法院的专题，并请有关报告员在下

届常会上提交一份更新的报告。

5. 至于题为“关于美洲国家司法管辖问题的考

虑” 的专题，第七十六届常会决定推迟对该专题的研

究。关于促进和加强民主问题，该专题的报告员提

交了一份报告，强调常设理事会在以下方面可采取

的预防行动存在不足之处，即：纠正民主秩序以及民

主与发展的关系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在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方面很少适用《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条款。

已成立一个含有美洲法律委员会五名委员的工作组，

审议有关本专题的决议草案。已批准了一个修订本，

题为“代议制民主的必要性和基本要素及其与《美洲

民主宪章》下集体行动的关系”。委员会已决定编写

一个更简短的文本，分发给新闻界，并公布在美洲

国家组织的网页上。

6. 关于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问题，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上战争

罪的报告和一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委员会

接待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安东 · 卡门先生的访问。他

提到了有关美洲法律委员会与其他组织合作，起草

关于杀伤人员地雷、使用生物武器以及执行关于人

道主义法的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的

示范法工作。卡门先生简要介绍了美洲国家组织成

员国在履行国际人道法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就

各国在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各种法律措施提出了 
建议。

7. 在国际法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方面，建议作

为文化遗产认可多样性；提倡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

将文化产品视为精神财富，而不仅是商品；开发教育

空间，巩固对文化多样性的集体意识；并推动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倡议，以研究因承认多样性而产生的问

题及其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

8. 各移徙议题包括移民权利、难民权利和获得

庇护的权利。年度报告中强调了移徙的原因是多重、

复杂和性质各异的，同时也注重经济因素、原籍国与

目的地国之间的发展差异、工作市场的差别，以及

克服贫困和不平等的自然愿望。报告还审查了移徙

的积极和消极后果，包括非法贩运移民、为非法入

境提供便利的行为、为剥削强迫劳工而贩运人口等

问题。美洲法律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题为“保护移民权

利” 的决议，并且在报告中纳入了另外两份文件，分

别题为“难民” 和“难民 [庇护 ]”。

9.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已要求美洲法律委员会就

保障思想和言论自由权的重要性进行研究，因为自由

和独立媒体按照国际法的适用原则，遵循道德标准开

展活动，这些标准是决不能由国家来强加的。委员

会承认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之间的区别，并指出这

些权利事实上并非绝对的。在这方面，《美洲人权公

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可限制言论自由的条件。也提

到了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的一系列建议。

根据这些建议，各国有责任在所有的行政和司法程序

中坚持最大限度的公正性和正当程序，以执行法律。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启动诉讼程序和实施制

裁，必须由公正和独立的机构负责、由法律条文规管、

并且遵守各公约的条款、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一媒体

的报道都不应成为在这方面被制裁的理由。

10. 关于国际私法专题，报告叙述了美洲国家

组织大会有关决议通过以来所采取的行动。鉴于美洲

国际私法专门会议即将举行，美洲法律委员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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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了一项建议，将替代性争端解决办法列入议程。

在2010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第四十届常会上，

成员国未能就有关第七次美洲国际私法专门会议的

建议达成共识。美洲法律委员会没有在2010年8月
的第七十七届常会上讨论这些建议。

11. 在新专题方面，委员会应邀开展了一项法

律研究，探讨本地区一些国家关于参与式民主及公民

参与的法定机制，并且对美洲体系内有关和平、安

全与合作的主要法律文书进行比较分析。美洲法律

委员会一致认为：应采用限制性的解释来阐述这个问

题，有别于加强民主的专题，并且目的不应是讨论参

与式民主的问题，而是确定公民参与机制，从而使代

议制民主更为有效。美洲法律委员会主席已经请秘

书处起草一份致若干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代表团的

照会，请它们为本专题的工作进展而提供必要资料。

12. 在新专题的框架内，美洲法律委员会还研

究了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

四十届常会已要求委员会对美洲体系内有关和平、安

全与合作的主要法律文书进行比较分析。成员国特

别指出：新的安全概念已经出现，不仅限于使用武器

或战争有关的活动，也包括人类安全和贫困相关的

课题。它们还指出，有必要开始分析在美洲国家组织

规管架构内生效的条约，并认为应审议民主安全的

概念，包括2003年10月27至28日关于安全的特别

会议在墨西哥城《美洲安全宣言》341所载的多维安全。

也得到强调的是，安全不再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法律

或领土问题；这一概念已经扩大，包括了人类安全和

多维安全。决定已经做出，将在稍后的日期重审这

一专题。

13. 关于简化股份公司，一组哥伦比亚律师已

经提交了一份文件，题为“简化股份公司的示范法草

案”。这些律师解释了其后的理由，以供美洲法律委

员会的分析。由于这是一个国际私法方面的专题，所

以一些委员请求将其列入该标题下。

14. 至于审议完毕的专题，在报告所述期间，

美洲法律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两份文件，分别题为“加
强美洲法律委员会的咨询功能” 和“关于反对种族主

义和一切形式歧视和不容忍的美洲公约草案的意见”。

341 美洲国家组织 ,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in the Americas” 
(OEA/Ser.K/XXXVIII CES/DEC.1/03 rev. 1)，可查阅美洲国家

组织网站。

15. 主席请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问题和

发表意见。

16. 村濑先生提到联合国大会将在2011年届会

上审议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342，询问美洲法律委员

会的委员们认为第六委员会在这方面应该做什么，尤

其是大会应否通过一项决议，以可能通过这一专题

的框架公约。在这方面，已有四个拉美国家以这一

条款草案为基础达成了一项协定 343，这值得欢迎。

17. 关于以委员会编制的条款草案 344为基础而

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只有

11个国家批准，仍然需要另外19份批准书以使文书

生效。由于拉丁美洲仅有墨西哥和巴拉圭两国批准了

文书，所以美洲法律委员会应鼓励其成员国这样做。

18. 诺尔特先生问，美洲法律委员会是否如欧

洲的国际公法顾委一样有可能会考虑在对条约的保

留问题上发挥作用？例如，在确定对条约的保留是

否符合条约的目标和宗旨问题上，或者向各国提供

如何制订保留或对保留作出反应的意见。

19. 他提到，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 (威
尼斯委员会 )是一个主要处理宪法问题，但也处理国

际法问题的机构，它也有来自美洲的成员，其中包

括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他想知道美洲法律

委员会是否审议过本身工作与威尼斯委员会工作之

间的关系。

20.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强调说，国际法

委员会等全球性论坛与美洲法律委员会等区域论坛

之间的协调活动很重要。他赞同村濑先生和诺尔特

先生提出的意见，认为应加强接触，使委员会的工

作成果更好地在区域一级传播。他注意到美洲法律

委员会议程上的若干项目已在全球一级进行了编纂，

强调应避免工作重复。

21. 瓦钱尼先生注意到美洲法律委员会正在开

展关于移徙问题的工作，询问它的目标是什么以及

342 大会2008年12月11日第63/124号决议，第6段。关于

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25页起，第53至第54段。
343 《关于瓜拉尼含水层的合作协议》，阿根廷、巴西、巴

拉圭和乌拉圭于2010年8月2日签署于阿根廷，圣胡安 (可查

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http://faolex.fao.org/docs/pdf/
mul-143888English.pdf)。

344 《199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页，第

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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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是否打算就这一专题起草公约草案或是准备

资料性文件。

22. 他还注意到美洲法律委员会议程上的若干

专题将需要成员国的协助，因此问道：美洲法律委员

会将采取什么措施从成员国获得信息？它们的一般

反应是什么？

23. 林赛女士 (美洲法律委员会 )说，她会在即

将于2011年8月举行的美洲法律委员会的会议上汇

报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24. 关于移徙专题，美洲法律委员会着手审议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美国亚利桑那州通过了一项移民

法。有人表示担心这一法律具有歧视性，但委员会

经过审议，已经做出结论，认为所有移民都得到了

同等的待遇，没有特定群体成为目标，因此，该法

不涉及任何歧视。

25.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同意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的意见，应当改进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协调，

并且为此目的，国际法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能够每年

向美洲法律委员会介绍其已经开展的工作，将是有

益的。他说，他主持的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负责提出

关于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的新专题的建议，因

此他想知道美洲法律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意见，以及

它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应审议哪些专题以从事国际法

编纂或逐渐发展。他还期待着听取美洲法律委员会

对《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反应。待《指南》在本

届会议上通过后，国际法委员会将会将其提供给美

洲法律委员会。

26.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注意到美洲法律

委员会正在开展关于国际法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工

作，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虽然《公约》只是最

近才通过，但已获得117个国家的批准，因此也是一

个明显的成功。他想知道美洲法律委员会打算在这

方面做出什么贡献，例如，是否打算促进各国加入《公

约》？或者帮助各国制定适当的立法以便实施？

27. 林赛女士 (美洲法律委员会 )说，委员会正

在深入审议国际法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专题；但是因

为工作仍在进行中，委员会尚未确定最终目标。

上午10时55分散会。

第3109次会议

2011年7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卡米沙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

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

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

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
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并

提请大家注意A/CN.4/L.783/Add.3号文件中所载该章

的内容。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3)

1.4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4)至第 (7)段

第 (4)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2. 诺尔特先生说，第1句中应删除“如此” 一词，

因为它并非如似乎所指的那样适用于第 (7)段，而是

适用于第 (6)段。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 续自第310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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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段

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最后一句中，

应在“条约有关规定” 和“产生某种法律效果” 之间插

入“的适用” 几个字。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至第 (14)段

第 (11)至第 (14)段通过。

准则1.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5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以外的单方面声明

准则1.5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4.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2句中将“确定” 一词改

为“评估”，因为使用者并未确定，而是评估有关声

明的性质。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12)段

第 (4)至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5. 主席答复坎迪奥蒂先生关于法文和西班牙文

本中段落编号有误的问题，说秘书处将确保《实践指

南》各语文文本之间及评注中各段落相应交叉参照的

段落编号一致。她建议委员会依据英文本中使用的

正确编号继续审议评注中的段落。

就这样决定。

第 (13)段通过。 

第 (14)至第 (18)段

第 (14)至第 (18)段通过。

第 (19)段

6.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1句中替换 [英文本

中 ] “pretext” 一词，用更适当的说法表明，提出有关

声明的一方是在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利用条约。

第 (19)段通过，但将作出必要的文字修正。

准则1.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5.1 不予承认的声明

准则1.5.1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7. 诺尔特先生指出，第1句和第3句两次提到

“德国” 时均应加上“联邦共和国” 一词。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和第 (5)段

第 (4)和第 (5)段通过。

第 (6)段

8. 麦克雷先生建议 [在英文本中 ]删除引文中的

副词“[sic]”，除非这是原文中的一部分，因为之前的

文本无误。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3)段

第 (7)至第 (13)段通过。

准则1.5.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5.2 关于在内部履行条约的方式的声明

准则1.5.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9. 麦克雷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中，将“名符

其实的” 一词改为“简单的”，因为之后的文本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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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解释为“说明瑞典如何理解条约” 的声明，相当

于一个简单的声明。此外，如果保留“名符其实的”

一词，就无法分清这是指一项“简单的” 还是“有条件

的” 解释性声明。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10.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第1句中“有任何国际

效果” 前面的“不可能” 一词。虽然说明性声明不意图

产生任何国际效果，但是有可能间接产生效果。因此，

断言它们不可能产生效果是不正确的。

1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一句所附脚

注的案文应该是：“第 (2)至 (4)段。”

第 (7)段经诺尔特先生和佩莱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 (8)至第 (12)段

第 (8)至第 (12)段通过。

准则1.5.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5.3 根据含有任择内容的条款作出的单方面声明

准则1.5.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9)段

第 (1)至第 (19)段通过。

第 (20)段

1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在第2句结尾

插入脚注，解释正前面括号中的案文。新脚注的内

容是：“见准则2.3.4 (扩大保留范围 )，2.5.10 (部分撤

回保留 )和2.5.11 (部分撤回保留的效果 )及评注。”

第 (20)段经修正和补充后通过。

第 (21)段 

第 (21)段通过。

准则1.5.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6 对双边条约的单方面声明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13.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第 (1)段第2句和第 (2)段
第1句中“定义” 之前的“个别” 改为“不同”。

1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诺尔特先生在建议

中提到的法文短语“des éléments de ������” 可以

简单译为“定义”，并不需要形容词。因此他建议删

除两段中的“个别” 一词。

第 (1)和第 (2)段经迈克尔爵士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准则1.6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6.1 对双边条约的“保留”

评注

第 (1)至第 (19)段

第 (1)至第 (19)段通过。

第 (20)段

1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删除第1句中

“大多数委员” 这一短语。此句句首则成为：“虽然委

员会认为……”。

16. 麦克雷先生建议将短语“在条约的范围之

内” 改为“在《实践指南》的范围之内”。

第 (20)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1.6.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6.2 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准则1.6.2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7.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1句中将短语“原则上

的” 改为“原则的”。

1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最后一句所附

脚注中所指的段落编号应该是第 (9)段，不是第 (7)段。

第 (2)段经诺尔特先生和佩莱先生修正通过。

第 (3)至第 (9)段 

第 (3)至第 (9)段通过。



224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准则1.6.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6.3 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获得另一缔约方接受所产生

的法律效力

准则1.6.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9.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1句中删除短语“成为

条约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委员会的说法更加稳妥，

即当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为另一缔约方接受时，即

构成条约的有效解释。此外，第5句中应删除短语“属
于……规定的意义范围”。

2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第5句中的短语“第
2和第3 (a)段” 应修正为“第2或第3 (a)段”。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准则1.6.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7 替代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1.7的评注通过。

1.7.1 替代保留的程序

准则1.7.1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1. 麦克雷先生质疑最后一条脚注中“以在用语

上引起令人不安的混淆作为代价” 这一短语中的形容

词“令人不安的” 是否必要，并建议将其删除。

第 (2)段经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22. 麦克雷先生说，[英文本中 ]本段最后三个

字“from one another” 似乎没有必要，建议将之删除。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2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谈到第3条脚

注时说，法文的“qu’elle rencontre” 应该改为“qu’ils 
rencontrent”。

24. 麦克雷先生建议将该脚注第4句中的“管制

了……但没有撤销” 改为“充分阐述了”。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9)段

第 (7)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2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1句称提到

另一些替代程序似乎没有什么益处，这一说法不符

合经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修正后的准则案文。修正

后的案文确实提到了几个替代程序。因此，他建议

将此句改为：“还有另一些替代程序与保留程序相差

更远。”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段

2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 说，出于相似原因，

应将最后一句改为：“因此这种通知和保留之间不可

能发生严重混淆。”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2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由于修正了第

11段，需要将第12段第1句的句首修改为：“也可以



 第3109次会议—2011年7月21日 225

被视为保留的替代办法的另外两种程序，其主旨是

(或可能是 )更改一条约的效力。”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段

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2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为准确起见，

倒数第二条脚注的第1句所指的应是相似之处，而非

不同之处，此句应该是：“皮埃尔—亨利 · 英伯特教

授举了两个突出这种基本相似之处的例子，为此对

[……]作了比较。”

第 (1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5)段

29. 麦克雷先生说，他认为第2句中“然而一些

作者，包括其中最杰出的作者，也造成了不必要的

混淆” 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其后的脚注并未提及文献

中的此类混淆，而是提及了吉拉德 · 菲茨莫里斯爵

士引述的佐里契奇法官在安巴提洛斯案中的不同意

见 345。因此，他建议将此句改为“然而仍然存在不必要

的混淆”。

第 (1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6)至第 (20)段

第 (16)至第 (20)段通过。

第 (21)段

30. 诺尔特先生询问，在文件正文中提及解释

性报告作者 (C.N. Fragistas)的姓名是否恰当。

3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必须在文件中

的某个地方提及作者姓名，因为他是有关解释性报

告的唯一作者。他建议将作者姓名由第 (21)段移到相

关的脚注4。

第 (2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2)至第 (24)段

第 (22)至第 (24)段通过。

345 见Fitzmaurice，“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
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4: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treaty points”，《英国国际法年鉴》，1957年，第33卷，第203
至第293页，特别是第272至第273页。

准则1.7.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7.2 替代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准则1.7.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在本段最后一

个脚注中提及准则1.7.1的评注的第 (20)和第 (21)段。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准则1.7.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8 定义的范围

准则1.8通过。

评注 

第 (1)段

33. 诺尔特先生说，似乎没有必要为“定义” 一

词做出有些过时的解释。因此，他建议删除第2句句

首的短语：“作为 ‘对一件事物主要性质的明确说明’”。

34. 丰巴先生指出，那么相关的脚注也要删除。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5)段

第 (2)至第 (5)段通过。

准则1.8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5.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783/Add.4号
文件中所载第四章的内容。

2. 程序 (A/CN.4/L.783/Add.4)

2.1 保留的形式和通知

2.1.1 保留的形式

准则2.1.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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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准则2.1.1的评注通过。

2.1.2 说明保留的理由

准则2.1.2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36.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2句第一部分中，将

“使其成为一项法律义务” 改为“承认其为一项法律义

务”，因为无论如何委员会不能将提出保留的理由作

为一项法律义务，但是可以承认这是一项法律义务。

本句的后半部分则成为多余内容，可以删除。

37. 麦克雷先生说，委员会不仅仅能够承认其

为一项法律义务。因此，他建议使用“表示” 一词，

那么本句则变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认为

鼓励提出保留理由，而又不表示这样做是一项法律

义务，会有所帮助。”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3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最后一句中“不
可或缺” 一词的语气过于强烈，应该改为“主要”。本

句则变成“它是保留对话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0)段

第 (6)至第 (10)段通过。

准则2.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1.3 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的代表

准则2.1.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按照目前的措

辞，本段的第1句几乎没有意义。他建议将之改为：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未就有权在国际一

级提具保留的人士和机构做出具体解释。”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11)段

第 (3)至第 (11)段通过。

第 (12)段

40. 麦克雷先生建议删除相关脚注中“1999年8
月10日空中事件案” 前方的形容词“最近的”，因为此

案已非最近发生。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至第 (18)段

第 (13)至第 (18)段通过。

准则2.1.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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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准则2.1.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41. 麦克雷先生提及本段第一条脚注第2句中

的副词“令人遗憾”，质疑是否需要对欧洲共同体未

对委员会的问题单作出答复而表示遗憾。用一句话

说明事实，想必足矣。

42. 佩莱先生说，他认为有必要表示遗憾；然而，

这句话已不再准确，因为一家欧洲机构—欧洲共

同体理事会已经作出答复。因此，他建议将本句改为：

“就欧洲共同体而言，只有理事会对问题单作出了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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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9)段

第 (7)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43.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称关于提出保留

权限的内部规则不由宪法规定，这太过绝对。因此，

他建议在“并非如此” 前加上“通常” 一词。他对“源
自实践” 一词也持有异议，因为德国大多数宪法律师，

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宪法律师都不会接受这样

的说法：规定谁有权代表国家作出保留的规则仅仅源

自实践。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来源于

有关权力分立的宪法原则，并结合了实践。因此，他

建议将此处改为“大部分源自一般宪法原则和实践”，
以句号结束，并在其后接上一个新句子：“此类规则

并不一定符合表示同意接受约束的规则。”

4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英国说关于缔结

条约权限的内部规则由宪法规定，甚至都不正确。

45. 麦克雷先生回应迈克尔爵士的关切说，可

以在“由宪法规定” 之前加上“通常” 一词。

4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评注中不能说

明有关提出保留的规则源自一般宪法原则和实践，因

为在法国这些规则仅源自实践。

47. 彼得里奇先生和萨博亚先生赞同诺尔特先

生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关于批准条约和提

出保留的规则的确源自一般宪法原则。

48. 丰巴先生同意佩莱先生的意见，因为在许

多法语非洲国家，实践是有关规则的唯一来源。出

于这个原因，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大部分源自一般

宪法原则或实践”。

49. 卡米沙先生说，“大部分源自” 这几个字使

其能够考虑到许多不同国家宪法的特殊性。此短语

照顾到这一事实：在某些管辖区域，宪法条款可以要

求另一个机构必须审查行政部门提出的保留是否与

宪法一致。

50. 彼得里奇先生和诺尔特先生同意丰巴先生

拟议的措辞。

51.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希望将第 (10)段最

后一句拆分为以下两句：“虽然关于缔结条约权限的

内部规则经常由宪法规定，但至少广泛而言，提出

保留的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如何提出保留大部分源

自一般宪法原则或实践。此类规则不一定符合表示

同意接受约束的规则。”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至第 (13)段

第 (11)至第 (13)段通过。

准则2.1.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1.5 保留的告知

准则2.1.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第 (8)段经一处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9)段

52. 诺尔特先生说，为保持一致，不应该提及

缔约国代表团个别成员的姓名，那么本段的开头应

该是：“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加拿大指出……。”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段

第 (10)段经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11)至第 (27)段

第 (11)至第 (27)段通过。

第 (28)段

53. 诺尔特先生说，应该删除第4句“委员会无

意就此表明立场，并决定不就此制定具体准则”，以

便明确说明委员会认为同一规则应适用于它没有制

定具体准则的情况。

5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删除此句并不

明智。某些条约，特别是裁军或环境保护领域的条约，

设立了带秘书处的审议机关，而有时它不具备国际

组织地位。遗憾的是，委员会此前并不希望就此通

过一条准则。诺尔特先生希望删除的句子后面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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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与这一点并不相悖，因为它涉及另一不同事项，即

对设立监督机构的条约的保留。

55. 诺尔特先生说，需要更清楚地表达本段后

半部分隐含的意思。因此，他建议推迟审议本段，给

特别报告员留出时间重新撰写。

56. 主席建议委员会推迟审议第 (28)段。

就这样决定。 

第 (29)段

第 (29)段通过。

第 (30)段

5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2句的第2个
分句“委员会对能否反对条约明言允许的保留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就此作出决定”，已不再适用，

应予删除；相反，应该添加一条脚注：“见准则2.8.12
及评注。”

第 (30)段经修正和补充一条脚注后通过。

第 (31)和第 (32)段

第 (31)和第 (32)段通过。

2.1.6 告知保留的程序

准则2.1.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第 (12)段

5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可依赖” 一词

应该改为“可能听由”。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至第 (25)段

第 (13)至第 (25)段通过。 

准则2.1.6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1.7 保存人的职能

准则2.1.7通过。

评注

第 (1)段

59.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的意思不清楚。

他建议将“完成这种转变” 改为“说明这一点”。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14)段

第 (2)至第 (14)段通过。

准则2.1.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2 保留的确认

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

准则2.2.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6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该段第二条脚

注应该说明，出版物《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可在

网上参阅。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至第 (15)段

第 (9)至第 (15)段通过。

准则2.2.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2.2 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须予以确认的情况

准则2.2.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2.2.2的评注通过。

2.2.3 条约明文规定可在签署时提出的保留

准则2.2.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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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2.3的评注通过。

2.2.4 正式确认保留的形式

准则2.2.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2.4的评注通过。

2.3 过时提出的保留

准则2.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经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4)段

6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该段最后一条

脚注中有关《税收事项行政互助公约》的短句“看来没

有任何缔约国行使过这个规定中所设想的选择” 不准

确，应予删除。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第 (6)段经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7)至第 (9)段

第 (7)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62. 诺尔特先生关切地指出，第 (10)段和F. 霍
恩引语中加了方框的脚注结合起来似乎暗示，即使

一项条约中没有退出条款，也可能退出条约然后再

重新加入，以便提出保留。

6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只是指出了

实践中发生的情况，例如第 (14)段中所指的情况。上

述脚注提到的应该是第 (14)段，而不是第 (13)段。

64. 诺尔特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似乎在依据个

别先例质疑各项《维也纳公约》所载的一般原则，即

不可以退出没有退出条款的条约。

6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 (10)段的引

文部分“一个缔约方总是可以自由重新加入同一项条

约” 346在加了方框的脚注中得到了详细解释，即该引

文指的是一项具体条约；脚注随后又指引读者参阅第

(14)段，而这一段举出了一个有些不同的例子。

6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诺尔特先生提请注

意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段落。问题也许在于第 (10)段段

首的几个词含糊不清。如果修正第1句，以明确所讨

论的可能性是一致接受过时保留，则可能限制本段

的明显影响。

6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本段反映了他

所赞同的文献中表达的看法，即缔约方总是可以通

过一致同意修改一项条约。

68. 诺尔特先生说，问题并不在于本段所再现

的看法，而是在于特别报告员在脚注中提出的观点，

其观点表明可以退出没有退出条款的条约。

69. 主席建议推迟通过第 (10)段，直到起草一

份替代案文。

就这样决定。

第 (11)和第 (12)段

第 (11)和第 (12)段通过。

第 (13)和第 (14)段

70. 诺尔特先生说，第 (13)和第 (14)段与第 (10)
段有关。因此，他建议委员会推迟审议这两段。 

就这样决定。

第 (15)和第 (16)段

第 (15)和第 (16)段通过。

第 (17)段

71.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欧洲委员会出版的一本

小册子” 改为“欧洲委员会的一份出版物”，后者更准

确地描绘了有关文件。

346 F. Horn, Re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The Hague, T.M.C. Asser Instituut,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1988)，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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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8)和第 (19)段

第 (18)和第 (19)段通过。

第 (20)段

72. 诺尔特先生请特别报告员明确解释第3句
中的短语“如果不是单一的反对就能否定保留”。

7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它的意思是使

无法提出保留。他建议这样修正措辞。

第 (2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1)段

第 (21)段通过。

第 (22)段

74. 诺尔特先生建议，为清楚起见，将短语“不
应当作出选择” 中的“不” 字改为“仅”。

第 (2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3)和第 (24)段

第 (23)和第 (24)段通过。

2.3.1 接受过时提出保留

准则2.3.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2)段

第 (1)至第 (12)段通过。

准则2.3.1的评注通过。

2.3.2 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的期限

准则2.3.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2.3.2的评注通过。

2.3.3 对以非保留方式排除或限制条约法律效力所作的限制

准则2.3.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75.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3句的“欧洲委员会”

之间加上“人权” 二字，以避免误解。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和第 (7)段

76. 诺尔特先生说，他虽然理解评注中提到的

其他决定支持了当前的观点，但是他不明白洛伊齐

杜案的判决与此有何关联。因此，他建议删除第 (6)
段。他还建议修正第 (7)段，在其中提及欧洲人权委 
员会。

77. 主席建议委员会不妨推迟审议上述段落。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散会。

第3110次会议

2011年7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嗣后：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卡米沙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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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载于A/CN.4/L.783/
Add.4号文件中的报告草稿第四章的内容。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4)

2.3.3 对以非保留方式排除或限制条约法律效力所作的限制(续)

评注 (续 )

第 (7)段 (续完 )

2. 诺尔特先生回顾，他在前次会议上建议删除

第 (6)段，这意味着第 (7)段中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引述

也需删除。

3. 主席说，第 (6)段是另一提案的主题，将同

第 (7)段一样与其他尚待审议的段落一并审议。

第 (8)段

第 (8)段通过。

2.3.4 扩大保留范围

准则2.3.4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4.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广泛改变” 一词改为“扩
大”。

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可取的做法是以“扩
大保留范围的修改” 替代“广泛改变保留范围” 一语。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和第 (5)段

第 (4)和第 (5)段通过。

第 (6)段

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换句话说，修

改保留所提到的条约规定对该国有利的法律效力” 一

语，因为评注第 (13)段载有“扩大保留范围” 一语更

为完整的定义。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第 (7)段通过。

第 (8)段

7. 丰巴先生说，在法文本中，第三行的“une”

一词应以“un” 替代，最后一行中“elles” 一词应以

“eux” 替代，因为“opposé” 是一词为阳性。

第 (8)段经对法文本草案作细微修正后通过。

第 (9)段

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8.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因为没有

必要。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至第 (13)段

第 (11)至第 (13)段通过。

准则2.3.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 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评注

9. 诺尔特先生问，解释性声明缺乏是否的确恰

当，因此他建议将“缺乏或” 删除。

第2.4节的总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1 解释性声明的形式

准则2.4.1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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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10.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第一行中“在现阶段”

字样。

1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反对删除

这些字样，但应保留该句的脚注 , 将相应的脚注号码

放在“有关条约” 字样之后。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1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出版” 字样

之后应插入“在线” 两字。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准则2.4.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2 提出解释性声明的代表

准则2.4.2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准则2.4.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3 违反与提出解释性声明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

产生后果

准则2.4.3通过。

评注

第 (1)段

1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大概还有西班牙文本中，该段倒数第2条脚注前的“ce 
cas” 字样应以“un cas” 取代。

第 (1)段经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段和第 (3)段通过。

准则2.4.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4 可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准则2.4.4通过。

评注

第 (1)段

1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英文本需与法文本

原文保持一致，都以“It results from guideline 1.2 (根
据准则1.2)” 字样开始；应删除法文本中“a contrario”

字样。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1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二句和整个《实

践指南》中，应以“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替代“缔约方”

字样。

1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委员会已作出

过这样的决定。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1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第 (6)段，因为

第 (6)段没有对第 (5)段形成任何补充；事实上第 (6)段
重复了第 (5)段的内容。

第 (6)段删除。

第 (7)段

1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与第 (7)段所说的相

反，在最后通过条约之前作出解释性声明相当普遍。

例如，在通过整个条约之前，可能在第六委员会或

在通过一项条约的特别规定时作出解释性声明。第 (7)
段与准则本身也不一致，根据准则规定，可以“随时”

作出解释性声明。

1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迈克尔爵士的

解释并未令他信服；他不明白怎样可以就并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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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作出解释性声明。但即便迈克尔爵士是对的，也

不能简单地删除该段。

2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该句结尾处“只能

在最后通过条约案文之后” 一语应以“只能在通过有

关条约规定的案文之后” 替代。

就这样决定。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21. 回到第 (3)段，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在

其脚注中删除“特殊和” 字样，在英文本中，应以“剩
余” 代替“克减” 一词。

就这样决定。

准则2.4.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5 解释性声明的告知

准则2.4.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2.4.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6 无须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准则2.4.6通过。

评注

第 (1)段

2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应删除最后一行

中“最后” 一词。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4)段

第 (2)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4.6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7 过时提出解释性声明

准则2.4.7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同准则2.4.4第 (7)段
中所做的那样，应在第二行“案文” 后插入“有关条约

规定的” 字样。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准则2.4.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8 修改解释性声明

准则2.4.8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2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二行中“声明”

一词应读作“其声明”。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应删除第二行中“明
显的” 一词。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2.4.8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 撤回和修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2.5.1 撤回保留

准则2.5.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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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6.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英文本第二句中以

“recently” 替代“late” 一词。

第 (2)段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9)段

第 (3)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2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该段第2条
脚注结尾处应加入“及其评注” 一词。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至第 (15)段

第 (11)至第 (15)段通过。

准则2.5.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2 撤回的形式

准则2.5.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28. 诺尔特先生建议，应删除“是法律行动” 字

样；该句应读作“是超过规定期限的后果”。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段

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29.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为使英文本更为清晰，

应以“保留” 替代第三行中“它” 一词。

就这样决定。

30. 诺尔特先生同样提到英文本，他说应以“不
确定” 替代第六行中“混乱” 一词。

第 (11)段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第 (12)段通过。

准则2.5.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3 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

准则2.5.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2.5.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4 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的代表

准则2.5.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7)段

第 (1)至第 (17)段通过。

准则2.5.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5 违反与撤回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上不产生后果

准则2.5.5通过。

评注

第 (1)段

3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鉴于读者有《实

践指南》，当提及准则时，没有理由在脚注中转录准

则案文。同一意见也适用于准则2.5.6评注第 (4)段中

的最后一条脚注。

第 (1)段删除该脚注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段和第 (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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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3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应在“保留无效” 前

插入“撤回” 一词，因为这是该准则草案的主题。

3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可以同意迈

克尔 · 伍德爵士的提议，但他认为并非仅涉及到与撤

回保留相关的国内法规则。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和第 (6)段

第 (5)和第 (6)段通过。

准则2.5.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6 撤回保留的告知

准则2.5.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2.5.6的评注通过。

2.5.7 撤回保留的效果

准则2.5.7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3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按照惯例，应

将引用的原文放在正文，而不是脚注里。应一劳永

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并将之确定为一项一般规则。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和第 (8)段

第 (7)和第 (8)段通过。

第 (9)段

3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在“国际组织”

后插入“因为有关保留” 字样。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和第 (11)段

第 (10)和第 (11)段通过。

准则2.5.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8 撤回保留的生效日期

准则2.5.8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 [英文本 ]第
二句中，应以“formulation” 替代“formula” 一词。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7)段

第 (5)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37.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 [英文本 ]第三行中以

“guide” 替代“code” 一词。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至第 (12)段

第 (9)至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3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第三句中，

应删除第一处出现的“的确” 一词。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2.5.8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9 保留方可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

准则2.5.9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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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5.9的评注通过。

2.5.10 部分撤回保留

准则2.5.10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2)段

第 (1)至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3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对霍恩的引

用 347 中加了方括号的脚注内，应删除“将仔细研究

和” 字样，并将“将成为……主题” 字样修正为“是…… 
主题”。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4)至第 (20)段

第 (14)至第 (20)段通过。

准则2.5.10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11 部分撤回保留的效果

准则2.5.1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准则2.5.1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5.12 撤回解释性声明

准则2.5.1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5.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47 F. Horn, Re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The Hague, T.M.C. Asser Instituut,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1988)，第43页。

2.6 反对的提出

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准则2.6.1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4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如果第 (2)段以“保
留的定义包括五个要素” 词语开始会更为清晰。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4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最后一句中删除

“非常敏感” 字样。

4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反对这一

建议，但他仍然认为这一问题事实上非常敏感。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43.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在现阶段” 字样。

4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并不真心赞

同这一提议，但如果补充一个脚注，解释为何委员

会要在稍后纳入有关细节，他可以同意这一提议。

第 (7)段通过。

第 (8)段

4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该段第一条脚

注 , 因为无此必要。

4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这一脚注非常相关。他建议在法文脚注中“expression”

一词后面插入“en français”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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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同意这一建议，条件是

将英文本中的“expression” 一词设为斜体。

48. 诺尔特先生提议，应以“国家表明的意图”

替代“国家的意图”。

4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没有被诺尔

特先生的提议所说服，恰恰是在没有表示意图时会

出现问题。

5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同意诺尔特先生的意见，

他建议以“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 替代第一句中“条约

法” 字样，问题就解决了。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段

51.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第二句及其脚注。

5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赞同诺尔特先生的

建议，他建议下一句应以“根据《国际公法辞典》，‘反
对’ 的含义是……” 字样开头 348。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和第 (11)段

第 (10)和第 (11)段通过。

第 (12)至第 (14)段

53. 卡弗利施先生说，在英文本中，应以形容

词“arbitral” 替代动词“arbitrate”。

第 (12)至第 (14)段经对英文本的编辑修正后

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通过。

第 (16)段

5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应以“il peut s’agir aussi” 替代“il pouvait s’agir aussi”。

55. 诺尔特先生得到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支持，

提议删除第二句括号中“主要是欧洲国家” 一语。

348 J. Salmon (ed.), Dictionnair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Brussels, Bruylant, 2001，第763页。

第 (1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7)段

5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mais au statut juridique et aux effets incertains (但具有

不明确的法律地位和效果 )” 应改为“mais dont le statut 
juridique et les effets sont incertains (但其法律地位和

效果不确定 )”。

第 (17)段经法文本草案略作修正后通过。

第 (18)段

第 (18)段通过。

第 (19)段

5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最后一句中

“形容对保留所作的各种反应” 字样应改为“形容对保

留所作的一种反应”。

第 (1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0)段

5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委员会认为”

字样：文件中说的每一句话反映的都是委员会的观点。

第 (2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1)和第 (22)段

第 (21)和第 (22)段通过。

第 (23)和第 (24)段

59. 诺尔特先生说，鉴于第 (23)至第 (25)段涉

及反对的“最小”、“最大” 和“中等” 效力，应加上脚

注引述相关准则草案，即第 (23)段中的准则草案4.3.7
和第 (24)段中的准则草案4.5.3。

第 (23)和第 (24)段通过，条件是稍后由秘书处作

出一项修正。

第 (25)段

60.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一行里用“效果” 替代

“效力” 一词。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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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6)段

第 (26)段通过。

第 (27)段

6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删除该段最后

一条脚注。

就这样决定。

第 (2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8)段

6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第一句中删除“拟
议的……第三个字句” 字样。

6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最后

一句中，“produisait” 一词应为现在时。

第 (28)段经修正后通过。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主持会议。

第 (29)至第 (34)段

第 (29)至第 (34)段通过。

准则2.6.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2 提出反对的权利

准则2.6.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6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第三

句中，“cette faculté (这项自由 )” 一词应改为“ce droit 
(这项权利 )”。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和第 (12)段

第 (11)和第 (12)段通过。

准则2.6.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3 反对者

准则2.6.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6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英文本第三句结

尾处，应以“简式条约” 替代“执行协议” 一语。

第 (10)段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准则2.6.3的评注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2.6.4 联合提出反对

准则2.6.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6.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5 反对的形式

准则2.6.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6.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6 反对条约在与提出保留者关系中生效的权利

准则2.6.6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6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在最后一条

脚注中加进“斜体后加” 字样。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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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至第 (9)段

第 (4)至第 (9)段通过。

准则2.6.6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7 表明阻止条约生效的意向

准则2.6.7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6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脚注的案文应

改为对准则2.6.6评注第 (7)段第二条脚注的引述。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准则2.6.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8 提出反对的程序

准则2.6.8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6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本倒数第

二行中，应将“projets” 一词改为“directives”。

第 (7)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准则2.6.8的评注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2.6.9 说明反对的理由

准则2.6.9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6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第三行中，

应以“不允许性” 替代“允许性” 一词。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7)段

第 (5)至第 (7)段通过。

准则2.6.9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10 在保留获得正式确认之前提出的反对无须确认

准则2.6.10通过。

评注

第 (1)段

7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结尾处插进

一个脚注，读作：“在保留获得正式确认前所表示的

接受无须确认，见准则2.8.6”。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4)段

第 (2)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6.10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11 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作出的反对须确认

7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为了与正文保

持一致，应在标题中插入“非签署国” 字样，之后读作：

“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由非签署国作出的反对

须确认”。

7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这给人准则草案只

涉及非签署国的印象，而情况并非如此。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他建议在标题中删除“须” 一词。

73.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指出，如果保留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插入的词语将读作：“由非签署

国或国际组织”。

7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赞同迈克尔爵士的

提议。

准则2.6.11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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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准则2.6.11的评注通过。

2.6.12 提出反对的期限

准则2.6.1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7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为了与已通过

的准则保持一致，在倒数第三句中的“过时保留” 应

由“过时提出的保留” 所替代，他还建议在该句的脚

注中加入“见准则2.3.1及其评注” 字样。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0)段

第 (7)至第 (10)段通过。

准则2.6.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6.13 过时提出反对

准则2.6.1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以“过时提出

反对” 替代该段第6条脚注中的“过时反对” 一词。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8)段

第 (3)至第 (8)段通过。

准则2.6.1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7 撤回和修改对保留的反对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2.7的总评注通过。

2.7.1 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准则2.7.1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准则2.7.1的评注通过。

2.7.2 撤回反对保留的形式

准则2.7.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2.7.2的评注通过。

2.7.3 提出和告知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准则2.7.3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准则2.7.3的评注经通过。

2.7.4 撤回反对对保留的效果

准则2.7.4通过。

评注

第 (1)段

7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该段脚注中，

应将提到的准则草案2.5.7的标题更正为“Effects of 
withdrawal of a reservation (撤回保留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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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段经更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段和第 (3)段通过。

第 (4)段

7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倒数第二句

结尾处应加进“，这是准则4.2.1至4.2.4的主题”。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2.7.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7.5 撤回反对的生效日期

准则2.7.5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第三

句里，应以“l’auteur de l’objection (提出反对者 )” 替

代“celui ou celle qui avait objecté à la réserve (反对保

留的国家或组织 )” 字样。

第 (2)段经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7)段

第 (3)至第 (7)段通过。

准则2.7.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7.6 反对方可确定撤回反对的生效日期的情况

准则2.7.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2.7.6的评注通过。

2.7.7 部分撤回反对

准则2.7.7通过，条件是稍后对英文本略作编辑

修正。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2.7.7的评注通过。

2.7.8 部分撤回反对的效果

准则2.7.8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80. 诺尔特先生说，英文本最后一句中的“减弱”

一词应以“限制” 替代。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准则2.7.8的评注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2.7.9 扩大对保留的反对范围

准则2.7.9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8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修正该段的

最后一条脚注 , 使之读作：“准则2.6.13评注第 (3)段”。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准则2.7.9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8 接受保留的提出

2.8.1 接受保留的形式

准则2.8.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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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8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在该段结尾

处增加一项脚注，引述准则4.3.1 (反对对条约在反对

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 )和4.3.4 (保留提出者和

反对提出者之间的条约生效 )及其评注。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至第 (12)段

第 (10)至第 (12)段通过。

准则2.8.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8.2 默示接受保留

准则2.8.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0)段

第 (1)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8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修正最后一

句，读作：“但委员会仍然决定，为了与《维也纳公约》

文本相一致，应该回顾除非 ‘条约另有规定’，准则2.8.2
确定的规则适用。”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2.8.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8.3 明示接受保留

准则2.8.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8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修正该段第3
条脚注 , 使之读作：“关于保留对等性问题，见准则

4.2.4 (成立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还见D. Müller 
(上文脚注……)，第901至第907页，第30至第38段。”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段

第 (8)段通过。

准则2.8.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8.4 明示接受保留的形式

准则2.8.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8.4的评注通过。

2.8.5 提出明示接受保留的程序

准则2.8.5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准则2.8.5的评注通过。

2.8.6 保留被正式确认前所提出的接受无须予以确认

准则2.8.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2.8.6的评注通过。

2.8.7 一致接受保留

准则2.8.7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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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8.7的评注通过。

2.8.8 接受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

准则2.8.8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准则2.8.8的评注通过。

2.8.9 有权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主管机构

准则2.8.9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8.9的评注通过。

2.8.10 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方式

准则2.8.10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8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最后一句中，

应以“根据准则2.8.12” 替代“如准则2.8.12所解释的

那样”。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2.8.10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8.11 接受对尚未生效的组成文书的保留

准则2.8.1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准则2.8.11的评注通过。

2.8.12 国际组织成员针对对该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反应

准则2.8.1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2.8.12的评注通过。

2.8.13 接受保留的决定性

准则2.8.1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8.13的评注通过。

2.9 提出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2.9.1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

准则2.9.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准则2.9.1的评注通过。

2.9.2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对

准则2.9.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86. 诺 尔 特 先 生 说， 在 法 文 本 中， 提 到

“l’Allemagne (德 国 )” 之 处 应 改 为“la Répub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n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至第 (15)段

第 (10)至第 (1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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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9.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9.3 对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

准则2.9.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准则2.9.3的评注通过。

2.9.4 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权利

准则2.9.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2.9.4的评注通过。

2.9.5 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形式

准则2.9.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2.9.5的评注通过。

2.9.6 说明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理由

准则2.9.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9.6的评注通过。

2.9.7 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提出和告知

准则2.9.7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9.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9.8 不得推定赞同或反对

准则2.9.8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准则2.9.8的评注通过。

2.9.9 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

准则2.9.9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2.9.9的评注通过。

下午12时50分散会。

第3111次会议

2011年7月25日，星期一，下午3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

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

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

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第3111次会议—2011年7月25日 245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CN.4/638，E节；A/CN.4/648349)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引渡或起诉义

务的第四次报告 (A/CN.4/648)。

2. 加利茨基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的第四

次报告是在拟定关于这一专题某些一般方面的条款

草案进程中，又迈出的一步。在回顾了工作组2009
年 350 和2010年 351 就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所开展的工作

后，他解释说，他决定在第四次报告中主要集中讨

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3. 工作组于2009年拟议的一般框架 352 似可作

为进一步开展编纂工作的适当基础，因为它已为大会

第六委员会的委员所接受。这项工作的出发点是确

定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他在以往的报告 353中已开

始执行这项任务。应当指出的是，较之各国对2006
年关于此专题的初步报告的反应，2008年对习惯法

中也许存在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依据这一想法的批评

有所缓和。这种态度上的缓和在2009年和2010年两

届会议后更加明显—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组在这两

届会议上讨论了这一专题。

4. 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第四次报告章节中的

八节内容密切遵循了上述一般框架。其涉及的是：在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现有条约中的引

渡或起诉义务；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作为习惯国际法规

则；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 (2009年 )期间第六委员会讨

论的该义务的习惯性；在国际法院中援用权利的习惯

依据；确定可被归类为产生引渡或起诉习惯性义务的

犯罪和罪行类别；强行法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来

源；以及关于国际习惯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的

拟议第4条草案。

349 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350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至第

204段。 
35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7至第

340段。 
352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4段。 
353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

号文件 (初次报告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585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以及《2008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3号文件 (第三次报告 )。 

5. 第四次报告含有一项全新的内容，即关于在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的条款草案。这

项义务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独特主要来源，被列

在工作组2009年提出的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律依据

之首，工作组在2010年强调了它的极端重要性 354。为

此，他在第四次报告第40段中拟议了第2条条款草

案，其内容如下：

“第2条 合作义务

“1. 根据本条款草案，各国应酌情在彼此

之间、并与主管国际法院和法庭开展合作，打

击在国际关注的犯罪和罪行方面的有罪不罚 
现象。

“2. 为此，各国应尽可能酌情并根据本条

款草案，应用引渡或起诉原则。”

在第26至第40段，特别报告员详细解释了这一

条款草案的背景和依据，并阐明了打击有罪不罚

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与引渡或起诉义务之间的 
联系。

6. 在他2006年的初次报告中，他建议对确立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现有条约进行初步分类，其中区

分了实质性条约和程序性公约。在第四次报告第44
至第69段，他回顾了对这类条约的一些最著名的分

类，即谢里夫 · 巴西欧尼和爱德华 · M. 怀斯1995年
的分类 355；大赦国际2001年 356、2009年 357和2010年 358

的分类；克莱尔 · 米切尔2009年的分类 359 以及联合国

秘书处2010年的分类 360。包含规定引渡或起诉义务条

款的国际条约越来越多，从而为一种观点提供了进

354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9段。 
355 C. Bassiouni和E. M. Wise,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The 

Duty to Extradite or Prosecute in International Law, 1995年，多

德雷赫特，马丁努斯 · 奈霍夫出版社。
356 大赦国际，Universal Jurisdiction: the Duty of States to Enact 

and Enforce Legislation, 2001年，伦敦 (IOR 53/002–018/2001)。 
357 大赦国际，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he Obliga-

tion to Extradite or Prosecute (Aut Dedere Aut Judicare)，2009年，

伦敦 (IOR 40/001/2009)。
358 大赦国际，Universal Jurisdiction: UN General Assembly 

Should Support this Essential International Justice Tool，2010年，

伦敦 (IOR 53/015/2010)。
359 C. Mitchell,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the Extradite or 

Prosecute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Law, 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No. 2。

360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0
号文件 (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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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支持，即这些条约是引渡或起诉义务首要的、

也是被频繁采用的依据。各国在涉及引渡或起诉义

务的案件中向国际法院援引的基于条约的权利也是

争端方的一个有用工具。

7. 由于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都未对题为

“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来源的条约” 的第3条草案的最

初案文提出任何反对，因此可予保留。但是，鉴于涉

及这项义务的条约规定种类繁多，似宜增加一个关于

各国如何在实践中适用该义务的第二款。因此，在第

四次报告第70和第71段中介绍的条款草案可表述如下：

“第3条 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来源的条约

“1. 如果一项条约规定了引渡或起诉义务，

则每个缔约国都有义务引渡或起诉被指控的犯

罪人。

“2. 缔约国的国内法须依照确立引渡或起

诉义务的条约以及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规定

实施引渡或起诉的特定条件。”

8. 第四次报告的最后一节述及与承认引渡或起

诉原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有关的问题，在这一

问题上分歧很大。虽然他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当谨慎

的立场，但近些年来，认为国际习惯法中确实存在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国

际法院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中，埃里克·戴
维提出了秉承这项源于国际习惯法的义务的最为全

面的理由 361；报告第82段引述了戴维的论点。作为特

别报告员，他正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国际法院就该

案作出最终裁决，因为它可能会加强关于引渡或起

诉义务有着习惯依据的观念。由于尚不能说引渡或

起诉义务无疑存在于一般国际习惯法中，因此，确

定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习惯义务的罪行类

别似乎是更有希望的办法—虽然该义务在范围和

实质内容上都可能有限。在第四次报告最后一章F节
中，特别报告员讨论了几类这样的罪行。

9. 在第四次报告G节中，他认为强行法是引渡

或起诉义务的一个来源。虽然国际刑法的有些规范

(如禁止酷刑 )获得了强行法的地位—这些规范不

361 国际法院，2009年4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时由小和田恒

院长就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在
和平宫进行的公开庭审，逐字记录 (CR2009/8)，第42至第44页，

第19至第23页 (可查阅国际法院网站：www.icj-cij.org)。 

仅以条约规定、而且以国际社会的认可为基础—

但学者们对是否确有引渡或起诉义务源于这类国际

法强制规范或与之有关意见不一。

10. 因此，他在报告的第95段中提出了第4条
草案，其内容如下：

“第4条 国际习惯作为或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的来源

“1. 如果引渡或起诉被指控犯罪人的义务

来源于国际法的习惯性规范，则每个国家均负

有该义务。

“2. 该义务尤其可能来源于关于 [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灭绝种族罪、危害人

类罪和战争罪 ]的国际法习惯性规范。

“3. 以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形式存在、将

第2款所列的任何一种行为定为犯罪且受到国家

间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的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

规范 (强行法 )应导致引渡或起诉义务。”

第2款方括号中所列的犯罪和罪行有待进一步审议和

讨论。

11. 最后，他回顾说，委员会尚未就关于条款

草案范围的第1条草案可接受的案文作出决定。他将

其第二和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该条草案的备选案文

转载于第四次报告第39段的脚注中，位于第2条草

案标题 (合作义务 )之后。

12. 村濑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介绍关于一个重

大而困难专题的第四次报告。关于第2条草案，特别

报告员强调了打击严重的国际罪行方面有罪不罚现

象的重要性，他对此表示赞成。但他认为第1款的措

辞过于模糊，即使对一项旨在界定合作义务的规定

来说也是如此。“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听起来像是一

个宣传口号，作为一个法律文本的执行条款不够精

确。此外，“在国际关注的犯罪和罪行方面” 过于模糊，

无法界定条款草案涵盖的犯罪类型。

13. 关于第2条草案第2款，他对“尽可能酌情”

这一过于宽泛的措辞感到惊讶。这可能会被错误地

解释为允许各国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引渡或起诉。

为避免这种误解，该条草案应当明确解释引渡或起

诉原则与各国相互合作的义务之间的关系。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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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第2条草案作为执行部分案文中的一项条款似不

恰当，因此应移至序言部分，或予以删除。

14. 关于第3条草案，他不确定第1款的目的是

什么，因为似乎没有必要提醒各国注意其条约义务。

在第2款中，不清楚提到的是哪个缔约方。如果指的

是嫌犯的居住国，他想知道如果该国法律与其他缔约

国解释的其条约义务不一致，会产生什么后果。此外，

从“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 一语看不出指的是哪些原

则。如果要保留第2款，则应当予以重新拟定，指明

一国的条约义务优先于其国内法。

15. 报告对确立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国际条约的

若干分类进行了回顾，但遗憾的是，并未对这些分

类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有数处有意义的领域值得

探讨，如这些条约对引渡或起诉规定的限制、条件、

要求和可能的例外。在引渡方面应当解决的其他问

题包括政治罪例外和国籍例外。

16. 第4条草案是这几条草案中问题最大的。

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情况表明，大多数国家都对引渡

或起诉义务的习惯法性质表示怀疑。实际上，特别

报告员自己也在报告第86段承认，很难证明存在引

渡或起诉的一般性国际习惯义务。特别报告员引述

了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危害人

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362和只有条约义务约束力

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似乎主张某些严重罪

行，如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可被视

为拥有习惯法依据。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到国家实践，

关于所述法律见解的唯一证据是比利时法律顾问就

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所做的发言。此外，

他个人不记得工作组放宽了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应

具有习惯法性质的标准。

17. 似乎有两种方式可以证明存在习惯法义务。

首先，有必要问一下在具体条约外是否存在引渡或

起诉义务。答案可能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是，能

否可以设想一种基于国际习惯法规则—顾名思义，

即非明文规则—的罪行。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

“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他从未听

说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可依据非明文规定的习惯

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习惯法—在刑事诉讼

中将个人定罪。

362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第

50段。 

18. 他对处理一个棘手专题的特别报告员表示

同情。他认为，委员会不应再让特别报告员承受如此

沉重的负担，而应考虑暂停或结束这个项目。他认

为第六委员会正在计划成立一个关于普遍管辖权的

工作组；因此，至少在委员会能受益于工作组的结论

之前，似宜暂停该项目。终止一个项目并非没有先例：

1992年，委员会曾决定终止审议关于国际组织及其

工作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权 363 专题的第二部分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他希望委员会就继续还

是终止一个这么多年来都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的专

题采取明确立场。

19. 梅莱斯卡努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

的出色工作。在前一届会议上，工作组重申了一种

观点，即根据委员会的惯例，今后报告的总体方向

应为提出条款草案。

20. 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的主要创新之处在

于，他决定只侧重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两个来源，

即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而抛开了—希望是暂时

的—以前的报告中提到的其他来源，如国际法的

一般原则、国内立法和国家实践。

21. 在特别报告员对这一专题所采取的办法上

有了一项重要进展，他第一次根据工作组2009年编

写的问题单 364上的第一个项目，拟定了一项关于各国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合作义务的条款草案。村

濑先生认为应在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最后文件的

序言中引述合作义务，他不同意这种观点。虽然他

对村濑先生的说法表示理解，但他赞成改进该条款

的措辞，而不是将其整体删除。

22. 报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特别报告员对确

立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国际条约的不同分类—其中

包括秘书处提出的重要分类—所作的分析。

23.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介绍和分析了在试图确

认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方面产生

的不同问题。从第六委员会的辩论和有关这一专题的

文献来看，在此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戴维先生在与

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中，最为全面地阐述了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习惯法依据，但这只是一种观点，

363 《199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7页，第

362段。 
364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9页，

第20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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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国际法院就该案作出裁决之前，不能将其

用作委员会今后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的基础。

24. 特别报告员认为，现阶段很难证明存在关

于引渡或起诉的一般性国际习惯义务，而较有希望

的办法是努力确定可能导致这种习惯义务的特定类

别的罪行。他支持这一观点。他还与特别报告员一

样，对引渡或起诉义务能否被视为强行法规范表示 
怀疑。

25. 最后，委员会在其议程上保留这一专题的

同时，应当集中努力实现切实可行的目标。鉴于时

间上的限制，他认为不应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

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因此，他提议以委员们认为

适当的形式，将条款草案附在委员会的报告中。

26. 杜加尔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四

次报告，该报告所涉专题内容艰深，涉及的是国际法

中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如引渡法、起诉裁量权、庇

护、普遍管辖权和强行法原则等。在就报告本身发表

意见之前，他受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18和19段就第

六委员会的观点所作评论的启发，想提出一个更为一

般的问题。当然，特别报告员参照第六委员会的工作，

这是一种习惯做法，但应当考虑这样做的理由。这是

一种义务，还是仅仅是指导，或者是因为第六委员会

积累的观点构成了国家实践的证据？他想让第六委

员会本身就有关其工作地位的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27. 特别报告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区分核

心犯罪和其他犯罪。特别报告员在第4条草案第2款
提到了一些核心犯罪的例子。“核心犯罪” 一词的使

用相当自由，指的是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下

的罪行，如灭绝种族罪、侵略、危害人类罪和战争

罪。但有些战争罪不具同等的重要性，这点所有人都

同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战争罪都属

于核心犯罪。在报告第24段，特别报告员提到了海

盗罪，但他个人认为，这一罪行不属于引渡或起诉

原则自动适用的核心犯罪，国际社会起诉在索马里

海岸以外活动的海盗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明证。但

核心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区分很重要，因为前者可归

为对强行法规范的违反，或者是属于受普遍管辖的

罪行。1996年，委员会在其《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中，指出引渡或起诉原则适用于灭绝种族

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365。也许这一规定是拟议法，

365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至第33
页，第9条，以及第45至第58页，第17至第20条。 

但它至少表明委员会应当对这些罪行予以特别关注。

应当铭记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不

适用于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

28. 在其他罪行，主要是国际公约界定的罪行

方面，情况更加困难。它们不应全被归为强行法罪行；

当然，酷刑也许是，但并非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都

是这种犯罪。在缺乏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的情况下，

很难将涉及恐怖主义的罪行归为强行法罪行。

29. 此外，需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公约区分为

早期公约和后来的公约。例如，1970年《关于制止非

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并没有排除政治犯罪不引渡原

则。这样做是有意为之，原因是当时各国不想接受

这样一项不允许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因为这一义务

对出于政治动机的飞行器劫持行为也不例外。但后

来的公约，如1999年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

国际公约》明确排除了政治犯罪不引渡的原则，这使

得起诉或引渡的义务变得更加严格。因此，他认为，

必须铭记各条约行文上的这种细微差别。

30. 关于条款草案的案文，他对村濑先生表示

的许多疑虑有同感。第1条草案可按当前形式保留。

第2条草案似乎只涉及国际犯罪，尽管第1款中的“国
际关注的犯罪和罪行” 一语略有误导之嫌，意味着所

涉罪行还有非国际犯罪。村濑先生认为“打击有罪不

罚现象” 一语属于序言部分的规定，而不是条款草案

正文。他赞同这一意见。此外，他不清楚为何要求

各国在彼此之间、并与主管国际法院和法庭开展合

作。该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国内法院，而不是特殊移

送条款适用的国际法院。他还同意村濑先生关于第2
款的范围十分宽泛的观点，尽管鉴于所涉条约之广，

这点也许是必要的。

31. 关于第3条草案，他与村濑先生一样，认

为没有必要列入第1款，该款只是重复了执行条约规

定的义务。第2款提及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如果特

别报告员能在某个时候能更具体地说明他所想的是

哪些原则—例如起诉裁量权是否是其中之一—

他将十分感激。

32. 关于第4条草案，有必要区分核心犯罪和

其他犯罪，特别报告员在第2款中暗示了这一点。但

他不赞成第3款，该款假定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依据可

在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中找到。这一结论与报

告第94段相矛盾，该段对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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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法特点表示了怀疑。另外，第93段援引了国际

法院关于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

后果案的咨询意见，其相关性令人质疑。

33. 在某个阶段，他希望知晓特别报告员关于

今后审议这一专题计划的详细看法。此专题不能用

宽泛、笼统的规定来处理；需要研究引渡法以及关于

起诉、特别是起诉裁量权和国家何时可为政治犯提

供庇护的一般原则的细节。他不赞成放弃这一专题：

它太重要了，而且引起了期待，即委员会能够妥善

地处理这个专题。不过，似乎没有必要将条款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因为后者在本届会议期间没有足

够的时间来讨论这些条款。因此，他建议委员会只

是注意到这些条款草案，而把进一步的审议工作交

给委员会下一个五年期的新成员。

34. 瓦钱尼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他确信该项目现已大幅展开，但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重要事项。首先，第2条草案存在乞题谬误，其当前

形式无法得到支持。该条呼吁合作，但未说明应当

何时提供这种合作。也许应在稍后阶段，在更明确

地界定这种情况下合作义务产生的影响之后再对其

予以重新审议。

35. 第二，第3条草案应整体删除。第1款是多

余的，因为它规定了一项既定的条约规则，即“条约

必须遵守” 规则；重申这项规则只会造成困惑。另外，

第2款过于模糊，令人无法确知它要求的到底是什么。

36. 第三，第4条草案在提交起草委员会前，

需要特别报告员作进一步的考虑。虽然第1款的措辞

无可非议，但没有什么意义。它重申如果习惯法规

定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则各国就负有该义务。虽

然这点确凿无疑，但属于赘述。换言之，虽然第1款
所述的规则是正确的，但它并非源于与引渡或起诉

义务有关的任何特别规则，而是源于对一项恰巧是

习惯规则的界定。如果国际习惯法要求一国做什么，

该国就必须这么做。

37. 第2款可能会成为一项重要的规则，但它目

前的行文推测性太强，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因

为特别报告员将核心问题放在了方括号中。特别报

告员应当对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并就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某些行为是否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导致国家引渡或起诉被指控犯罪人的义务

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有这样的义

务，就应提出理由予以支持，以便委员会其他成员

能够在全面审查主要来源后，决定是否同意他的结

论。这同等适用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也可能适用于其他犯罪。

38. 报告中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来源的章节是

一个起点，但不全面。特别报告员应当更密切地审

查国家实践的某些方面。他在分析时似宜明确考虑，

有许多包含引渡或起诉条款的条约是否意味着各国

承认存在一项习惯规则？还是各国认为这些条约是

对习惯法的减损？这种决定可对特别报告员在确定

是否存在习惯规则时，对法律的不同材料来源权重的

评估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报告员不应等待国际法院

就这一问题的裁决，而应排除万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39. 条款草案第4条第3款的意义并不完全清

楚。它是否指只有违反国际法强制规范的罪行才是

导致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罪行，还是只要存在强制性

规范，则任何违反该规范的行为都能导致这种义务？

后一种解释不妨碍导致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其他罪行

的存在，而前者意味着强行法规范是援引该义务的

唯一依据。

40. 不过，第4条第3款所提出的挑战不仅是起

草委员会可在没有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指导下通

过研讨合理解决的起草问题。特别报告员需要根据

其报告第92至第94段，对该款进行广泛分析：强行

法在这一专题中的位置需要全面和认真的考虑。

41. 在对这一领域的习惯法和强行法规范的重

要性进行评估之后，特别报告员似可考虑能否起草对

现有的习惯规则予以编纂或补充的可行规则，或者

为与引渡或起诉义务有关的条约规则奠定基础。特

别报告员在今后的报告中，不妨更全面地考虑引渡

或起诉义务与普遍管辖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

系对拟编写的条款草案有何影响。鉴于这样的考虑，

第4条草案仍是一个委员会应当继续审议的可行和有

益的项目。如果特别报告员开展更多工作，并得出

比他的这份报告更加肯定的结论，则委员会就有可

能在六十四届会议期间将经过重大修订的第4条草案

交给起草委员会。他不支持在现阶段将第2和第3条
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不过，总的来说，他认为这

一项目应当继续。

42. 萨博亚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这份报告帮助委员会在一个困难专题上取得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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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感谢引渡或起诉义务问题工作组的贡献。关于引

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他注意到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

合作义务除其他外，已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充分确立。另外，最近在关于发

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43)
中，对合作义务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不认同对就

第2条第1款中的“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一语表示的关

切。这一表述很容易理解，“打击” 一词在涉及毒品

和恐怖主义的法律文书中也很常见。不过，他确实

对“主管国际法院和法庭” 这一提法感到疑惑。有些

措辞需要重拟，但总的来说，第2条草案是对合作义

务加以界定的一种很好的尝试。

43. 关于涉及现有条约中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最

后一章中的B节，他赞成杜加尔德先生关于需要更明

确地区分核心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意见。但这并非易

事，如报告第44段关于巴西欧尼和怀斯分类 366的有

用信息所表明的那样，这将有助于确定国际社会为

确保将犯罪人绳之以法而需就哪些类型的犯罪开展

合作。他还同意杜加尔德关于需要对承认例外和不

承认例外的条约加以区分的观点。在审议此专题的过

程中必须铭记这些方面。因此，他赞成在相应条款草

案中拟订限制性不太强的犯罪清单。罪犯们是有创造

性的，委员会也应留有选择余地。第3条草案被指多

余，但他认为第2款是有用的：在依据条约处理引渡

或起诉义务时，应当考虑国内法的特定情况和判例。

44. 关于涉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作为习惯国际

法规则的C节，他承认这项规则尚未准确界定。但

1996年，委员会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中指出，缔约方应当引渡或起诉本国境内犯有灭绝

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的人员。因此，15年
后委员会仍对认真对待这一规定表现犹疑，这令人

感到惊讶。

45. 虽然特别报告员拟议的第4条草案的某些

措辞需要重拟，但确立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条约数量

以及这些条约的缔约国数量本身就证明，国际习惯

法中存在着该义务的依据。不过，如瓦钱尼先生所说，

应当对法律依据作出更详细的解释。

46. 他对这一专题的今后审议工作没有什么特

别的建议。他不支持村濑先生的提议，但梅莱斯卡

努先生的提议如能获得其他委员的充分支持，对他

366 Bassiouni和Wise (见上文脚注355)。

来说或可以接受。也许最好应将任何决定推迟到委

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作出。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47.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 (A/CN.4/646)。

48.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的第三

次报告是就这一专题工作初期阶段的成果，对这一

专题作了综述，并介绍了至少是他的脑子里正在形

成的理念上的平衡。

49. 第三次报告侧重于豁免的程序方面，即豁

免问题开始介入的刑事诉讼阶段；何时援引以及谁能

援引；哪个国家负有援引责任；以及谁可放弃和如何

放弃等。报告还涉及了一个非程序性问题，即一国

关于其官员享有豁免权的声明与该国对该官员的不

法行为负有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50. 第三次报告从方法学上不同于第二次报

告 367，在第二份报告中，通过对国家实践、各国对外

国管辖豁免的范围所持的观点、国际法院和国内法

院的裁决以及有关文献所作的分析，就关于国家官

员豁免的国际法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得出了某些结论。

但在这类豁免的程序性方面，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

各国政府还是国内法院都没有明确阐明立场。相关

文献虽然涉及了某些程序方面，但对大多数方面都

未涉及。

51. 不过，可以举出一些相关的先例。其中特

别重要的是国际法院就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作出的判决。另外还有该法院就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

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提出的咨询意见、

各国的实践以及国内法院的各种重要裁决。本报告得

出的有些结论是靠逻辑外推法，而不是像第二次报告

那样，通过分析适用法的来源，靠演绎推理得出结论。

*   续自第3088次会议。
36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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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豁免问题应在刑事诉讼的初期阶段提出，

即便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没有义务在该阶段考虑

这一问题。无论如何，应在司法程序的早期阶段，甚

至是预审阶段处理豁免问题。如国际法院在其就关

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

案提出的咨询意见中所指出的，“豁免问题是……前

期问题，必须在诉讼开始时迅速解决。这是一项公

认的程序法规则” (第63段 )。不在刑事诉讼开始时

考虑豁免问题，可视为法院地国违背了豁免准则。

53. 还应从谁承担援引豁免的责任角度来考虑

应在刑事诉讼的哪个阶段考虑豁免问题。如果享有属

事豁免权的官员所属国在诉讼初始阶段不援引这一

豁免权，则诉讼可以继续，也不存在违反豁免义务的

问题。无论如何，承认官员的属人豁免或职能豁免权

并不能排除为行使刑事管辖权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

而只能排除规定该官员义务的措施或强制性措施。

54. 第二个问题是谁拥有提出豁免问题的法定

权利：是官员还是其服务的国家？豁免权不属于官

员，而是属于该官员服务或曾经服务的国家。官员只

是“享有” 豁免权，这一权利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因此，

固有的豁免权是国家的权利。从这点上可以说，只有

当官员所属国援引或宣布豁免时，所援引的豁免才具

有法律上的意义。这并不意味着官员所作的这种声

明在涉及其本人的法律程序方面毫无意义。对该官

员提出刑事诉讼的国家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不过，

这一声明如得不到官员所属国的证实，则似乎缺乏

足够的法律份量和意义。

55. 官员所属国要想宣布该官员享有豁免权，

就必须知晓正在或计划针对该人提起的刑事诉讼。因

此，正在实施或计划此类措施的国家必须就此告知

官员所属国。当然，只有在获悉或有理由认为一名

外国官员涉案时，才能这样做。

56. 关于应由哪个国家提出豁免的问题，他的

第三次报告以如下立场为出发点：援引豁免的责任在

不同当事方，取决于涉案官员是在任的“三要人” 之

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还是其

他在任或前任官员。

57. 官员只享有职能豁免而不是属人豁免权的，

援引豁免的责任在官员所属国。职能豁免权的享有

者为非高级官员和前官员，且仅在其以官方身份行

事时方可享有。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没有义务知道他

们是外国官员，更不用说是前官员，也没有义务知道

他们在违法时是以官方身份行事。官员所属国必须

将豁免权的存在及其理由通知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如

果所属国不这么做，那么，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就没

有义务自行考虑豁免问题，因此可以提出刑事起诉。

58. 类似的逻辑如果适用于享有属人豁免权但

不属于“三要人” 的官员—如果确有这类官员的话，

而他相信有—则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行使管辖

权的国家不必知晓官员的职务大小，其所行使的职

能或者其在国际关系中代表的国家。官员所属国必

须向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告知该官员享有豁免权，并

须就此提供证据。

59. 将这一逻辑适用于享有属人豁免权的现任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则得出的结果与之

相反：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本身应当提出豁免问题。这

些官员通常为外国所熟知。他们就其以官方和个人

身份采取的行动享有豁免权。因此，官员所属国在

这种情况下没有义务向刑事管辖权行使国当局援引 
豁免。

60. 他认为，国际法院就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

问题案作出的判决证实了上述结论。

61. 关于援引豁免的方式，他的第三次报告得

出的结论是，官员所属国没有义务向外国法院援引豁

免，通过外交途径即可做到这一点。国家没有义务与

外国法院直接交涉，其依据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原则。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通常在预审阶段提出和解决。

62. 关于放弃豁免权，他说，放弃官员豁免的

权利与援引豁免的权利一样，属于国家而不是官员，

理由与前相同。

63. 放弃豁免权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国家官

员属于“三要人”，则放弃必须是明示的。任何可能

的例外大多都是假设。另一方面，放弃不属于“三要

人” 的官员的属人豁免权和其他官员的职能豁免权既

可是明示的，也可是暗示的。重要的是，暗示放弃

的形式可以是官员所属国不就豁免进行援引。

64. 因此，豁免权必须由谁援引和放弃取决于

享有豁免权的是谁—是“三要人” 之一还是其他国

家官员。无论是哪种情况，“三要人” 的成员都享有

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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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他的第三次报告还审视了官员所属国援引

或放弃官员豁免权与该国所负责任之间的关系。这

一关系的依据是推定的非法行为可同时归于该官员

和官员所属国。

66. 首先，以官员的被指控行为属于公务性质

为由而援引该官员豁免权的国家，即承认这一行为

是国家本身的行为。这为该国根据国际法负有的责

任设立了重要的前提。援引职能豁免权的责任由官

员所属国承担，这为该国提供了一个选择：宣布该官

员或前任官员的行为是官方行为，从而承认该行为

是国家本身的行为，并承认其造成的所有政治和法

律后果；或者不这么做，从而使外国能够起诉所涉官

员。据悉曾发生过后一种情况。

67. 第二，官员所属国可以承认该官员是以官

方身份行事，但并不援引豁免，如“彩虹勇士”号案。

这种承认本身并不能免除该官员的责任，因为将这

一行为归为国家并不能排除也将之归于该官员。

68. 第三，国家可选择不宣布其官员的行为是

官方行为，从而不援引职能豁免权。它甚至可以宣布

该官员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因此不享有豁免权。但

这并不意味着行使管辖权的国家不把这些行为视为

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不仅

可以对该外国官员提出刑事诉讼，而且，如果有关

行为是国际不法行为，还可以双重归属为由，提出

官员所属国的国际责任问题。

69. 最后，他说，审议他的第三次报告中所讨

论的问题，将有助于在国家官员享有的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权和对所犯罪行承担的责任之间取得适当的

平衡。

下午5时55分散会。

第3112次会议

2011年7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

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完 *)

[议程项目13]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秘书长的发言

1. 主席对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亚非法协 )秘书长

拉赫马特 · 穆罕默德先生表示欢迎，并请他讲话。

2. 穆罕默德先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亚非法协依然非常重视与委员会的长期关系，并

将致力于今后继续加强这一关系。

3. 亚非法协的法定义务之一是审议国际法委员

会正在考虑的问题，并且将其成员国的意见转达给

委员会。

4. 2011年6月27日至7月1日，在斯里兰卡科

伦坡举行了亚非法协第五十届年会。包括国际法委员

会四名委员在内的知名人士小组作为咨询机构，在

会上指导了亚非法协的工作 368。

5. 2011年6月27日审议了委员会工作。在年会

介绍发言中，亚非法协秘书长简短回顾了委员会第

六十二届会议的工作，强调说，亚非法协成员国的

意见对委员会确定未来工作方向具有重大意义，而

且关于亚非国家实践的反馈和资料将使委员会能够

考虑到来自不同法律制度的意见。

6. 两名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知名人士小组的

成员，以个人身份就“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和“国
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两项专题作了发言 369。

他们的发言全文载于讨论记录之中，将分发给委员

会全体委员。

*    续自第3108次会议。
368 关于知名人士小组的成员名单，见《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第五十届年会的概要报告》，2011年6月27日至7月1日，斯

里兰卡，科隆坡，第27页，第5.25段。
369 同上，第31至第33页，第6.4至第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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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

本、科威特、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团就委

员会议程上的不同议题发表了看法。

8.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专题，一代

表团指出，第2条草案明确提到条款草案适用于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但它依然认为这种提法是不适当

的。这类冲突可能对条约产生的影响是由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370中关于排除行为不法

性的条款所管辖的。另外，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七十三条作为委员会关于本专题工作的基础，仅涉

及国家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另一代表团认为，

对武装冲突的定义不够严格，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允

许任何的武力使用，这反过来可能影响条约关系的 
稳定。

9. 关于“驱逐外国人” 专题，一代表团强调说，

驱逐时必须妥善尊重被驱逐者的基本人权。另一代

表团认为，如果所有驱逐条件都得到满足，并且驱

逐本身不违反国际法或国内法，则向请求国引渡一

名外国人不应受任何妨碍。第三个代表团指出，应

当首先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而非主权和不干涉

原则的角度—阐述本专题，并强调说：除了对全部

外国人的总体保护，可赋予某些类别的外国人—

比如难民和移徙工人—不被驱逐的额外保护和其

他程序性保障。

10.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专题，一代

表团指出，发生灾害时，是由受灾国来决定接受外

部援助适当与否。任何惩罚受灾国的建议都违反国

际法。另一代表团指出，只有经受灾国的同意才应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严格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还有一个代表团

重申，受灾国有首要权利和义务满足境内灾民的需

求。受灾国有权决定何处、何时和如何开展救援行动，

并且有权规定人道主义救灾行动的条件。

11.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 专题，一代表团强

调了在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上由起草委员会二读

通过的“国际组织的责任” 条款草案的重要性；并建

议亚非法协秘书处对这一专题开展研究，在下一届

年会上提交一个全面报告。

370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12. 关于“跨界含水层法” 专题，一代表团回顾

说，为了提供一个适当管理地下水资源的法律框架，

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套关于该专题的十九条草案 371。

该代表团建议，将条款草案作为一个全球性条约在外

交会议上通过，或者作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宣言通

过。另一代表团尽管鉴于全球水危机的严重性，承认

跨界含水层专题的重要意义，但辩称：条款草案采取

准则—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将更有助

益，并且各国可以如委员会所建议的，根据其是否具

有必要的能力和资源，达成适当的双边或区域安排，

以妥善管理其跨界含水层。

13.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 专题，一代表团指出，

成员国应当根据其各自的实践仔细研究准则草案，并

在第六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辩论中阐述其立场。

14. 一代表团表示支持拟议的国际环境法专题，

因为委员会将能够有效地澄清和重新界定这一领域

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15. 两个代表团赞成委员会审议村濑先生拟议

的“保护大气层” 专题。一代表团指出，在该领域适

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存在着重大空白，有必要开

展这一工作，并请亚非法协各成员国对该建议给予

认真考虑和支持。

16. 关于“最惠国条款” 专题，一代表团认为，

审议工作必须在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定和许多区域

经济协定、关税同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

资条约、以及投资保障协定的背景下处理。最惠国

条款与所涉各国的双边和区域利益密切交织，受国

内政策和国家主权问题驱动，并且在政治上很敏感、

在技术和实施上很复杂。其他涉贸机构，如世贸组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以及经合组织也

正在对这一议题开展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不得与各国

正在进行的各项研究相重叠，后者正做出更为直接

的贡献。

17. 各代表团也提出了若干一般性的评论和意

见。一代表团希望向委员会派遣来自亚非法协的年轻

实习生，并建议委员会的亚非国家委员根据各自政

府的推荐，在不违反委员会的适用规则和程序的条

件下，向他们敞开大门。同一代表团也呼吁至少能够

37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起，

第 53至第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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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委员会审议之前一个月就得到委员会的报告，

从而便利其进行深入审查。

18. 另一代表团指出，委员会有三种方式获得

亚非法协成员国的看法。它可以在接受一项专题前

征求它们的意见、可以在工作期间分发调查问卷而

得到各国的意见，或者可以请它们对已获通过的条

款草案发表评论。该代表团敦促亚非法协成员国对

这些请求做出回应，并参与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

委员会报告的工作，从而使它们的意见和立场可以

对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产生影响。

19. 一代表团强调亚非国家须为委员会的工作

作出实质性贡献，建议亚非法协秘书处应当就委员

会审议的每一专题分发调查问卷，然后将答复转交

给委员会秘书处。这一工作虽然缓慢，但将肯定影

响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实质内容。

20. 一些代表团认为，亚非法协的年会应当用

更多的时间讨论委员会工作上的议程项目。根据这

一建议，亚非法协已经在第五十届年会上通过一项

决议，请秘书长考虑在下届年会上就这一议题举行

一次特别会议。

21. 主席欢迎穆罕默德先生关于亚非法协活动

的报告，并请委员会想提问的委员们提出问题。

22. 村濑先生遗憾地说，委员会中一些来自亚

非国家的委员无疑因过分忙于他务，而没有充分地参

与委员会的工作。这不仅是委员会的一个损失，并

且可能只会延长国际法出于西方国家主导性影响下

的现状。

23. 哈苏纳先生欢迎亚非法协的一些成员国就

与委员会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所表达的决心，特别是

关于加大对第六委员会工作的贡献和回复委员会发

给各会员国的调查问卷的建议，但强调说，亚非法

协必须就这些良好意愿采取后续行动。他询问亚非

法协已经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法律组织建立和

发展了什么样的联系，并且也希望获得关于亚非法

协资金的一些资料，特别是私营部门的参与情况。

24. 佩雷拉先生说，如亚非法协秘书长指出的，

该组织的法定义务之一是审议委员会正在考虑的专

题。亚非法协应当在这一议程项目上花更多的时间：

至少应当为此拨出半天时间。建议举行关于委员会

工作的特别会议，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积极的一步。

关于亚非法协的工作方法，他赞成像以往那样设立

工作组的想法。

25. 哈穆德先生指出亚非法协的纽约办事处非

常活跃，并且说亚非法协应当考虑能否在有着国际

法领域重要活动的其他城市开设办事处。他询问亚

非法协是否已经采取任何举措，促进不同法律领域

内的国家间合作，例如，司法合作或区域关注事项。

他也想知道亚非法协已经采取何种步骤加强其体制

框架。鉴于目前只有七、八个国家积极参与，是否

有计划鼓励亚非法协成员国和其他亚非国家更多地

参与本组织的工作。

26. 诺尔特先生询问亚非法协是否打算讨论有

关“阿拉伯之春” 所引发的问题，并且是否曾经被征

求或提供过咨询服务。

27.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对亚非法协秘书长宣布

的知名人士小组的设立表示欢迎。他赞成亚非法协

与委员会之间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可以通过确保亚

非法协成员的意见转达给委员会，并采取措施为实

习生作出安排，来实现这一点。

28. 辛格先生注意到亚非法协讨论了委员会议

程上的专题，说它在最近的届会上对委员会的目前工

作表达了意见并作出结论认为，委员会也应侧重于已

经完成并且是提交第六委员会的提议和建议的主题

内容的工作。亚非法协也讨论了依据委员会工作 372制

定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履行问

题。所有这些事项对于亚非法协成员国都非常重要，

亚非法协成员国应当继续监测这些专题，确保各成

员国充分履行已经通过的各公约。如亚非法协秘书

长所强调的，委员会在审议议程项目时，应当考虑

到亚非法协成员国的意见。

29. 麦克雷先生注意到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已经

成立，询问亚非法协是否与其有联系，并且可否提

供其工作的一些详情。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感谢村濑先生、

佩雷拉先生和辛格先生出席亚非法协的上届会议，因

为这有助于维护亚非法协与委员会之间的良好关系。

他注意到村濑先生提到的委员会出席情况问题，他

说，委员会有非常活跃的来自各个区域集团的委员，

372 《199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页，第 
28段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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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不赞成一些集团比其他集团较不活跃和影响

较小的观点。如辛格先生指出的，亚非法协讨论委

员会的议程项目及其完成的工作，非常有益，比如

跨界含水层专题或《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

约》。他希望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将带来积极

的结果，并且其他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将成为《公

约》的缔约方。他询问亚非法协是否打算审议委员会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的工作，特别是即将在本届会

议上完成的《实践指南》。如果亚非法协可以审议关

于保留的对话—不仅包括对保留的反对，而且包括

与提出保留的国家就保留问题进行讨论—以及国

际公法顾委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将会是非常有益的。

他也询问了亚非法协的组成情况—其成员资格似

乎很有限制—以及关于观察员国家和来宾的地位

问题。

31. 坎迪奥蒂先生说，委员会刚刚审议完三个

重要专题，正在就可能纳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未来

专题进行思考，他询问亚非法协是否可以指出—

例如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它希望委员会审议什

么新专题，或者是否认为委员会重新审议某些已经

处理过的议题是有益的。

32. 瓦钱尼先生询问亚非法协是否可以更早地

将其报告发送委员会，从而使委员会可以在工作中更

好地利用它的意见。他还询问亚非法协是否打算就任

何议题采取集体立场，因为如果知道—比如说—

30个国家对一特定问题具有同样观点，对委员会是

有帮助的。

33. 杜加尔德先生注意到只有国家可以成为亚

非法协成员，但是非这些国家代表的个人可以参加会

议，比如像村濑先生做的那样。他询问亚非法协是

否鼓励来自亚非的法律从业者和学术界人士这样做，

特别是散居各地、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对一般国

际法作出很大贡献，但也许在本地区建树不多的人。

村濑先生提到委员会的某些亚非委员没有定期参加

会议。问题是有两个非洲国家向委员会派出了总检察

长；这就意味着他们几乎根本无法定期出席会议。亚

非法协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论坛，以找到有可能被任

命到委员会的亚非法律从业者。

34. 加利茨基先生说，委员会能够仰仗一个代

表许多国家的组织的意见，总是大有裨益的。他想

知道亚非法协关于委员会工作影响的意见，并尤其

询问其成员认为委员会是应当继续编写条款草案、

还是应当制订公约或者准则—如关于“对条约的保

留” 专题的情况那样。

35.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说，亚非法

协的报告给他的印象是，在亚非法协关于某专题的评

论和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之间有一个脱节。如

果亚非法协了解了委员会内的最新进展情况，它的

意见将会有所不同。他建议，亚非法协在届会讨论

委员会工作期间，邀请其特别关注的专题的特别报

告员参加，因为这样它可以了解到委员会在该专题

上的进展情况，并且可以编写它的意见—这对于

特别报告员大有助益。他也询问亚非法协可否在不

妨碍成员国的单独立场的情况下，表明其联合立场，

因为这将对委员会的工作有更大的影响—对第六

委员会的讨论想必亦是如此。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

改善非洲国家参与亚非法协工作的情况，因为亚非

法协的总部位于亚洲，带来了费用的问题，可能妨

碍许多国家参与。

36. 穆罕默德先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有些问题超出了他作为秘书长的权力范围，尤其

是如何鼓励更多亚非国家积极参与亚非法协工作的

问题。亚非法协在年会上用了一个半小时讨论委员

会的工作，但计划从2012年开始用半天时间。还正

在考虑举行一次闭会期间会议，邀请成员国讨论委

员会感兴趣的问题。知名人士小组的设立，其中有

数名委员会的委员参加，将有助于亚非法协了解委员

会正在开展的工作。大多数成员国认为委员会的工

作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专门知识或专家。

重要的是考虑到，与欧洲伙伴不一样，委员会的大

部分亚非委员没有实习生或研究助理帮助他们。由

于这一原因，他已经提议设立一个基金以争取捐款，

因为亚非法协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资金不足。非国

家实体也可以在特定项目的合作框架内为基金捐款。

也需要动员成员国支付其会费；而这并不总是容易做

到的。为了向成员国显示其能够从成员资格中如何获

益，亚非法协已经制订了一个培训和能力建设方案，

作为与世贸组织关于贸易问题的合作、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关于土著和传统知识的合作、以及与贸发

会议的合作的一部分。

37. 我们开展了一些闭会期间的活动，例如关

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法律专家会议。然而，

这需要资金来源，并非所有成员国的代表都能够定

期到新德里出差。为此，亚非法协计划在其网站上

举行网上讲习班、会议和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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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于亚非法协成员资格的相对限制，他说，

作为秘书长，他致力于鼓励更多国家成为成员国。知

名人士小组负责争取援助，提高亚非法协的知名度。

亚非法协邀请了非成员国派遣常驻观察员参加年会，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刚果、哈萨克斯坦、新西兰和

俄罗斯联邦。

39. 亚非法协打算于2011年10月在纽约会议上

讨论委员会的未来工作，并征求其成员国的意见；它

也与东盟和非洲联盟开展了合作。尽管尚未主动与

欧洲联盟或美洲国家组织的法律顾问联系，但这是

他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他了解与其他区域组织合

作的价值。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续 ) 
(A/CN.4/638，E节；A/CN.4/648)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 )

40.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关于引渡或

起诉的义务专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48)。

41. 诺尔特先生注意到报告阐述了引渡或起诉

的一项或多项义务的各种可能来源，说他同意这类义

务的主要来源可能是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并且合作

的原则在这方面发挥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作用。然而，

他怀疑特别报告员是否走得够远：尽管第3条草案 (作
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来源的条约 )显然正确，但归根

到底，最终只是用一种方式在说必须履行条约或者条

约必须遵守。为表达这一主张，没有必要对载有引

渡或起诉义务的不同条约进行分类。相反，对于显

示这些条约阐述了一个一般原则或习惯国际法规则、

或者引渡或起诉的义务适用于某些核心罪行或影响

具体的程序来说，这种分类则很重要。

42. 第4条草案涉及难度更大的问题，即引渡或

起诉的义务 (或诸义务 )可能具有的习惯法性质，其

措辞表明特别报告员在这一问题上尚无定论。尽管

各国负有引渡或起诉被控罪犯的义务—如果这一

义务来自于国际法—这一点显然仍然正确，但特别

报告员并未更进一步，说明存在此种义务，甚至在某

些核心罪行方面也是如此。的确，特别报告员拿出

的、证明可能存在引渡或起诉习惯义务的资料很有

限。非约束性的决议和司法诉讼各方提出的某些主张

本身以及进一步推理的缺失，似乎都不足以确立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有着习惯国际法上的依据。他并不

排除其他资料或考虑可能导致这一结论，但是报告

中所载的来源并不对采用比特别报告员所拟第4条草

案第2款更强的措辞形成支持。然而，这一条款提到

的是另外一些规范，没有对之进行具体说明，最终

致使问题悬而未决。考虑到第2款措辞谨慎地说明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可能 (may)” 来自于国际法的习惯规

范，再看到特别报告员在第3款中称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须 (shall)” 来自于国际法的强制规范，令人有点惊

讶。如杜加尔德先生指出的，这一决断的语言与特

别报告员本人在报告第94段中表达的疑虑并不一致。

43. 关于第2条草案 (合作的义务 )，问题依然

不在于这个一般义务是否存在，而是从国际刑事合作

的角度来说其含义是什么。在这方面，似乎有必要

评估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政治目标已在何种程度上

落实为更具体的法律义务，特别是在习惯国际法上。

这需要对可能的抵销因素加以分析，特别报告员在

第74段中对之有所暗示，但并没有进一步审议。

44. 总而言之，关于起诉或引渡的义务的第四

次报告对于委员会审议本专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

其所提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尚不可能将报告

中所提出的专题方面作为起草问题加以处理。他不

赞成村濑先生委员会应当放弃本专题的意见。如杜加

尔德先生指出的，这一专题很重要，并且引起了期待。

有必要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进行思考，但是由于

时间不足，这将是一项适合于新选举的委员会的任

务。他不同意梅莱斯卡努先生的建议，即委员会应

当将拟定的条款草案提交第六委员会辩论。委员会

不应放弃其形成集体观点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也不

应就此放弃一项向大会提交一个深思熟虑的意见的 
特权。

45. 佩雷拉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及其在上次会议上的详细介绍。他赞成委员会其他

委员关于本专题的观点，该专题的处理难度颇大特

别是在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

习惯国际法基础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报告员试图在

报告最后一章C至F节中阐述这一问题，他个人希望

就其进行若干评论。

46. 在2009年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期间，引渡

或起诉的义务可能具有的习惯法性质得到了特别关



 第3112次会议—2011年7月26日 257

注 373。特别报告员在报告D节中试图反映已经出现的

各种意见。一些代表团认为，国际条约不是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唯一来源，他们认为，尤其对于严重国

际罪行来说，这一义务是习惯性的。其他代表团辩称，

这一义务的存在没有超出国际条约的规定。在委员

会中存在着同样的意见分歧。还有一些代表团则持

有值得进一步审议的第三种意见，认为至少就少数

类型的罪行来说，一个习惯性规则可能正在演化过

程之中。难处在于确定什么类型的罪行是核心罪行。

在报告最后一章F节中，特别报告员初步处理了如何

辨别可以分类为触发引渡或起诉的习惯性义务的罪

行和不法行为问题，并且就此拟定了第4条条款草案。

在第87段中，特别报告员说，必须区别普通罪行—

根据国内法确定的罪行—与这类不法行为或罪行

的“限定” 形式，即以不同方式称呼的国际罪行、引

起国际关切的罪行、严重违反行为或触犯国际人道

主义法的罪行、或者所谓的核心罪行。特别报告员

就此在同一段中指出，特别是后一类罪行兼具国际

范围或特别严重性的额外因素，可被视为对 适用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提供了充分的习惯法基础。他个人

认为，在确定第4条草案第2款所涵盖罪行的清单时，

罪行的严重程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们注意到，该款的措辞不太确定。

47. 应当认真审议关于将所界定罪行纳入一系

列反恐公约的问题，这些公约的基本理念是要防止为

不分青红皂白侵犯平民的罪犯提供避风港。对起诉

或引渡义务的条约来源的审查表明，这一义务在早

期文书中是具有限制性的，比如1929年的《取缔伪造

货币国际公约》或由国际联盟于1937年通过的《防止

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从未生效 )，规定这一义务是

要解决某些国家不引渡本国国民而产生的特定问题。

然而，如报告第57段指出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

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最好地反映了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向绝对性义务的演变，该《公约》要求缔约国在不

引渡罪犯的情况下，将案件无差别地提交其主管机

构提起诉讼，无论罪行是否发生在境内。这一文书

设立了一个先例，并对这一领域后来的各公约具有

明显的影响。引渡或起诉条款被几乎逐字纳入了一

些国际反恐公约，直到2005年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

为国际公约》。它也出现在正处于谈判中的关于国际

373 尤其见秘书处编制的关于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第

六委员会讨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A/CN.4/620和Add.1)，F节，

第 13至第14页 (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

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案文中 374。在区域一级，这

一义务以近乎同样的措辞出现在1977年《欧洲制止恐

怖主义公约》和1987年的《南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

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区域公约》。一些重要文书中也清

晰阐述了这一义务，比如大会1994年的《消除国际恐

怖主义措施宣言》，其中呼吁各国“确保按照本国法

律的有关规定，逮捕和起诉或引渡犯有恐怖主义行

为的人” 375。一些大会和安理会决议承认 

恐怖主义行为、方式和做法严重违反联合国的宗旨

和原则，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损害国家间的友好

关系、妨碍国际合作，并旨在摧毁人权、基本自由和社

会的民主基础。376

48. 所有这些要素都应得到充分考虑，以评估

这些文书所涵盖的严重罪行是否因长期和持续的国

家实践而具有足够的习惯基础，而有别于其原先基于

条约的特性，因而应当列入第4条草案所设想的战争

罪类别。他赞同瓦钱尼先生的意见：这是一个发人深

思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应当更细致地研究国家实践；

而且第4条草案具有成为实质性规则的潜力。

49. 关于第2和第3条草案，他赞成普遍的看法，

即有必要在下一五年期予以进一步的研究。如梅莱

斯卡努先生所建议的，这两条草案可以附于委员会

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并且交由一个在未来委员会

框架下设立的工作组审议。

50. 佩莱先生说，他与别人不一样，他认为委

员会有任务和专长来审议一个在他看来非常有用的

专题。然而，更好的做法是让委员会审议整体的普

遍管辖权问题，而不是审议与普遍管辖权及其定义

密切相关的这一下游议题。尚未首先就普遍管辖权达

成明确看法之前，是很难审议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

这在第四次报告中尤其明显。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

提出了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律基础问题，而他本人

倾向于认为这与普遍管辖权是相同的。实际上，与

任何法律基础一样，这些基础是法外的；作为司法客

观主义的拥护者，他绝对相信这一事实。鉴于某些

罪行在当代社会中是不可容忍的，并有损最普遍承

认的价值观，所有国家—也许受限于某些条件—

都有权起诉被指控犯有这些罪行的人 (普遍管辖权 )，
如果一国没有起诉这类人，就必须引渡他们。当然，

374 见大会2010年12月6日第65/34号决议“消除国际恐怖

主义的措施”，第22至第24段。
375 大会1994年12月9日第49/60号决议，附件，第5 (b)段。
376 同上，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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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适用后一原则，则必须确定起诉权，而这基本上

是一个普遍管辖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随后审议了引渡

或起诉义务的来源问题。鉴于特别报告员无疑对“来
源” 这一概念有一个过于广泛的理解—因为他在其

中包括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合作义务，他个人在此

还是认为，很难将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普遍管辖权来源

的研究分隔开来。然而，这更多是一个关于法律基础、

而不是来源的问题，并且如果是关于来源的问题，则

将是一个实质性的来源，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来源。

言及于此，他赞同一种观点，即引渡或起诉原则的

基础，或实质性来源，来自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

合作义务。然而，普遍管辖权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而合作的职责 (duty) 或义务 (obligation)(特别报告员

没有推敲措辞 )也许是引渡或起诉原则—而非普遍

管辖权原则—更直接的基础。

51. 他在原则上不反对第2条草案，尽管他对法

文本有些疑问。他不赞成特别报告员所拟措辞对合

作义务施加的限制—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外交手段，

但并非一个好的法律。关于适用普遍管辖权和引渡

或起诉原则的罪行，非常明显的是，这涉及了一项各

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受其约束的

普遍义务。另一方面，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2条
第1款结尾拟订的一般性措辞— “打击在国际关注

的犯罪和罪行方面的有罪不罚现象”。普遍管辖权或

引渡或起诉义务均不是适用于一切国际罪行的，更不

用说适用于不属于罪行的国际关注的一切不法行为。

52. 尽管不是第四次报告中单独一节的议题，

但特别报告员也反复提出了哪些国际罪行将导致适

用引渡或起诉原则的问题。同样，他个人相信，这

一问题不应当与必须诉诸普遍管辖权的罪行问题分

割开来。对该问题的答复在这两种情况下或多或少

是一致的：在现行条约有这样规定的情况下及其所确

定的条件下，这些原则肯定适用。然而，第3条草案

第1款中做出这一明确结论，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说

一国根据所加入的条约有义务引渡或起诉一个被指

控犯有不法行为的人，就如诺尔特先生刚刚指出的

那样，是在重新发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并无大用。

这甚至很危险，因为这可能给人的印象是：如果委员

会本专题的未来草案不这样表述，情况就不是这样。

第2款的目的似乎是具体说明这一原则的适用详情，

但很不清楚。它提到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但正是

这些原则需要界定；并且这不是一个来源的问题，而

是适用和方式的问题，因此，问题在于引渡或起诉

原则，同时并非完全与普遍管辖权无关，因为至少

在第71段的草案中，要点是确定当一国有起诉权时，

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或必须—根据普遍管辖权或其

他原因—引渡和起诉。

53. 引渡或起诉原则可能具有的习惯法性质是

一个甚至更基本的问题。这一原则与普遍管辖权之间

的联系似乎也是根本性的。条约或可将两个原则分

开，并且在没有普遍管辖权的情况下要求引渡或起

诉；但是如果从习惯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被排除的

情况。他坚信，引渡或起诉规范与普遍管辖权都并非

不分青红皂白地以习惯为基础而适用于一切国际界

定的罪行。如果适用，则肯定仅是四种最严重的罪行，

或者任何情况下的其中三种—即种族灭绝罪、危

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尽管将战争罪与种族灭绝罪和

危害人类罪、或侵略放在一个等级上看来有些荒唐。

他偶然注意到，甚至在国际刑事法院审查会议 377之后，

很显然的是，侵略造成了特殊的问题，目前最好将

其搁置一旁。

54. 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些难题，他不怀疑普

遍管辖权与引渡或起诉义务在习惯基础上适用于委

员会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378中所承认的

四项最严重的罪行。该《草案》令人遗憾地未得到应

有的关注，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89段对其有所提及。

不过，这里第4条草案的措辞同样太弱，没有说出太

多内容。他对第1款中使用的“如果” 一词不太认同。

总体观点是委员会应当指出何时条件得到满足。同

样，第2款称，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尤其可能来源于

关于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的国际法习惯性规范”。但是，

什么时候有这种情况？他充分同意方括号中简短和

令人信服的前三个例子，但是想知道特别报告员为

什么提到战争罪—这已包括在引述的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似乎就够了并且实际上相

当令人满意，因其将条款的范围限于严重的侵犯行

为，但没有将之扩及到一切战争罪—他不赞成这种 
扩及。

55. 他不理解第4条草案第3款。第四次报告提

出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能够成为一

377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查会议正式记录》，2010年
5月31日至6月11日，坎帕拉 (国际刑事法院RC/9/11出版物 )，
RC/Res.6号决议，“侵略罪”，第19页。 

378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第

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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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令人感兴趣工作组的讨论议题，但是委员会处于

本届会议的结尾阶段，考虑再次设立一个工作组已

为时过晚。因为委员会也已接近五年期的末尾，所

以将特别报告员拟订的三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是

不恰当的。这一情况导致他提出另一方法。如他曾

表明的，正在审议中的专题被人为地与更广泛的普

遍管辖权专题分割开了，前者仅是后者的延伸部分。

普遍管辖权专题也完全契合于委员会促进国际法逐

渐发展和编撰任务的框架，并且本五年期的结尾应

当是一个机会，可询问各国是否有可能将委员会的

未来审议工作扩大到普遍管辖权问题—包括引渡

或起诉原则。应当在报告第三章强调这一问题，指

出对哪些要点的评论对委员会尤其有益。

56. 麦克雷先生指出，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

告中试图对工作组讨论中强调的方针 379作出答复，并

拟订了三条草案。他欢迎特别报告员为推动专题工作

所做的努力，但他对条款草案及其所依据的分析有

着严重的关切。关于第2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正确地

指出，工作组注意到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合作义

务似乎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提供了基础，但合作义

务因何应在条款草案中成为一项单列的义务并不清

楚。工作组一直认为，合作的义务是打击有罪不罚

现象的基础，但是仅这一考虑不足以证明应当制定

一条草案。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合作义务肯定相关，

并且必须在对本专题的任何审议中考虑到，但是作

为一项实质性条款，似乎格格不入。条款草案中所

缺的是合作的义务与引渡或起诉义务之间的一个明

确联系。如村濑先生建议的，也许打击有罪不罚的

概念应当放在导言中。

57. 关于第2条草案第2款，他不能肯定“各
国……应用引渡或起诉原则” 是什么意思。意味着这

存在独立的引渡或起诉义务吗？如果不是，并且如

果要点只是说一旦存在着义务就应当恪守，则他看

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些措辞。他也不理解第3条草案第

1款的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加上任何实质

性的东西。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58. 第4条草案尽管更有潜在前景，但引发了

一些重要问题。习惯国际法作为委员会和第六委员

会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涉及的议题，一开始就是困难

的主要根源。第1款同样提出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主张，

379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9页，

第204段。 

仅表明如果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存在，则必须予以

遵守。如佩雷拉和瓦钱尼先生指出的，第2款和第3
款就其实质内容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几款

中，特别报告员几乎到了言明存在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的地步，至少在强行法方面是如此。这也许正确，

并且如果正确，就此起草这样一条草案，将是国际

法逐渐发展的一个有益因素。然而，委员会没有能

以一条草案的形式来得出这一结论的素材。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中提到第六委员会的讨论，并认为看到

了关于该问题的正在演化的趋势，但有人可能会问，

对于第六委员会上的发言给予什么份量的考虑？它

们是实践的因素、权威的指导还是法律见解？无论

如何，这些发言非常不一致，并因此似乎难以从第

六委员会的讨论中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

59. 第四次报告极为重视比利时在国际法院关

于与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的问题案中的诉求。如委

员会其他委员指出的，这些是诉求，而不是委员会

可依赖的冷静分析。如果根据第四次报告所载的资

料作出结论，将是不明智的；需要进行更多的独立分

析。如果不审议各国如何将引渡或起诉原则纳入本

国立法，委员会就不能够解决有关习惯国际法的问

题。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问题 380，

并表示他将以后再阐述；但这一点必须在开始审议可

否认定一个习惯国际法原则存在之前完成。如第六

委员会的讨论所显示的 (A/CN.4/638，第96段 )，各

国对本专题非常感兴趣，并希望取得进展，但第四

次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尚不足以提交起草委员会。

他不支持梅莱斯卡努先生和佩雷拉先生关于将条款

草案附于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建议。他与

诺尔特先生一样认为：在目前工作阶段，在将条款草

案提交第六委员会之前，还需要进一步审议。关于

佩莱先生的建议，他说：决定是否请第六委员会将本

专题与普遍管辖权问题结合起来，为时过早。目前

委员会应当按照诺尔特先生提出的方法，注意到第

四次报告，并在2012年届会上继续审议本专题。

60. 哈穆德先生回顾说，委员会在2008年设立

的工作组 381已经提供了指导，并为审议本专题建议

了一个结构和总体框架。这应该使委员会有可能就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及其内容和范围、实施条件

380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
号文件 (初次报告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585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以及《2008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3号文件 (第三次报告 )。 
38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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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其他法律义务和原则的关系得出适当结论。在

第四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侧重于义务的来源问题，

试图在这一方向上迈进。尽管有大量条约可以构成

这一义务的条约基础，但报告没有确定是否也有习

惯法的基础。，在武装冲突法、国际犯罪和司法合作

等方面的条约对于确定义务和引导条款草案各部分

是有益的。这类文书中定罪的行为可对义务的内容

有所提示。例如，恐怖主义或海盗行为包括在条款

草案所含的罪行之中吗？虽然特别报告员没有必要

列举有关的罪行，但他应当能够找到适合于本项目

的替代方式。在确定所适用义务的条件方面，条约

也可以是有用的。在某些文书中，行为得到了界定，

所有各方都有义务将其定为罪行，并根据国内法行

使某种形式的管辖权。在其他情况下，没有必要下定

义；仅需要在双方—请求引渡的一方和被请求引渡

的一方—的立法中将有关行为定为罪行。在司法

合作协定中尤其如此。对于可能存在的任何例外—

例如政治罪或庇护权—及其适用的情况，条约也

提供了指南。在界定有关义务履行的刑事诉讼对象

的个人权利方面，条约也是有用的。对于有关义务

的程序，包括正式沟通的程序，也是如此。简言之，

条约提供了足够的素材，可用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

规则编纂。然而，第3条草案并未完成这一任务，只

说了些显而易见的内容。

61. 需要进一步研究该义务在习惯法领域的基

础，特别在关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方

面。仅援引第六委员会几位委员的意见、或者引用一

起诉讼中律师的话或一名法官的观点，是不充分的。

有来自于国家法院诉讼的大量资料，可以帮助确定

该义务是否存在于习惯国际法中、或者在这方面是

否正出现一个规范，针对何种罪行。这有助于委员

会—作为国际法逐渐发展工作—确定是否某些

国际关切的罪行应当包括在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范围

之内。例如，任何国家都没有政策允许对种族灭绝

罪的实施者提供安全港。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法

律观点，赞成存在着要求引渡或起诉的习惯规则？

62. 第4条草案并未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第1
款说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而第2款提出了一个问题，

而非一个规则。关于第3款，正如其他委员指出的，

不清楚其目的是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阐述为一个强

行法规范，还是旨在将违反这类规范的罪行包括在

义务之中。显然，该义务没有强行法的基础。然而，

如果采用的是第二个含义，则应当铭记这一义务不

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它需要一个具体环境，即使是

作为一个一般义务阐述的时候。在反恐公约中，例如，

合作意味着在防止、起诉、司法协助和执法方面合作

的义务。这一义务可以反映在条款草案中，规定具

体内容，如那些处理国际罪行和司法合作的公约和

条约所做的。在设定具体合作条件方面，这些文书

也是有用的。可以分析国家法律，确定各国在引渡

或起诉情况下用于合作的法律机制。这可以使条款

草案在义务本身及其履行方面受益。然而，第2条草

案中没有这样做；该条草案规定了在打击国际关切的

不法行为的有罪不罚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然后使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成为履行合作义务的手段。报告

未载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以说明在无具体背景

的情况下合作义务是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基础。另外，

如其他委员所说的，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合作问题

不是本专题的一部分，应当最好在导言中加以提及。

63. 这一专题应当保留在委员会议程上，但是

有必要在工作组拟订的框架内进行深入研究。可以

就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制定条款草案，界定全面的法

律制度，但是应当由下一五年期的委员会委员来决

定特别报告员拟订的条款草案应否提交起草委员会、

或者应否重设本专题工作组。他赞成委员会报告第

三章中的想法，即询问各国是否认为委员会应继续

照旧审议本专题、或者应否将其包括在普遍管辖权

议题之内。

64. 雅各布松女士说，她高兴地看到引渡或起

诉的义务专题第四次报告载有三条新草案，因为推动

本专题工作的方式就是在条款草案中提出想法。她

不赞成村濑先生关于委员会应当中止或终止审议本

专题的意见。

65. 在第四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侧重于引渡

或起诉的法律义务来源问题，并且为此阐述了这一义

务的三个方面：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合作义务、现行

条约中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以及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

的引渡或起诉原则。审议法律义务的来源，依然是委

员会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对本专题尤其重要。

66. 在第2条草案中，特别报告员将打击有罪不

罚现象的合作义务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一个来源。

她同意这一主张，并且认为条款草案应当有一条关于

合作的义务。然而，第2条草案第1款的措辞太谨慎，

应当更直接地阐述合作的义务。 “酌情” 或“尽可能酌

情” 的措辞太有局限。应当更直接地阐明在打击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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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罚方面合作的一般义务。另外，第1款应当分为两

项，第一项阐述国家间的合作，而第二项阐述与国

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合作。尽管必须在引渡和移交之间

作出一个区分，但应当在合作义务的条款中包括所有

形式的合作。另外，应当明确提到与联合国合作的义

务，因为这不仅在《联合国宪章》、而且也在其他公

约中得到承认，比如《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

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一议定书》)第八十九条就规定了与联合国合作的 
义务。

67. 特别报告员在第3条草案第1款中论述了条

约中规定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情况；这一款在于提醒各

国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古老原则。这的确是一个核心

的法律原则，但是她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一款中提及。

68. 条款草案第3条草案第2款很复杂，并不完

全清晰。它规定，如果各国有义务在本国法中规定引

渡或起诉的特别条件， “须依照确立引渡或起诉义务

的条约以及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这令人相当困惑。

显然，一国如果加入一项规定了引渡或起诉义务的

条约，则有义务确保本国法符合条约的义务。问题

在于这一款提到了引渡和起诉两者的条件，而它们

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必须区别开来。应当有一款阐

述引渡的条件，而另一款阐述起诉的条件。

69. 关于起诉，国家有义务使其本国法律符合

条约义务，而这要求它确保条约所涵盖的罪行在其境

内被定为罪行。 “依照……条约” 的措辞似乎有点用

得不当，因为条约不能够规定国内起诉程序的规则，

应由国家来决定这类条件，但前提是这些条件必须

符合国际法的要求，比如正当程序要求。可以简化

第2款。尽管国家履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这是一

个国内法上的问题。

70. 关于引渡程序，这也是国家的一个国内法

事项。在某些情况下，双边或区域条约可能规定了

相左或平行的国际义务，而条款草案没有反映这一

现实，尽管这在引渡条约方面是存在的。另外，虽

然对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而言很重要，但引渡或起诉

的义务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在这方面，不驱回原

则和禁止死刑至关重要，而委员会也许应当考虑在

条款草案中提及它们。

71. 关于第4条草案，特别报告员在上一次报

告中指出，证明存在着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习惯法基

础是本专题的主要目的 382。她欢迎关于习惯国际法上

的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条款草案，但是从方法学的角

度来说，她吃惊地看到特别报告员将国际法的主要渊

源，即条约和习惯，进行了分别对待。在这两个渊

源之间作出区分，在本阶段没有帮助，因为还存在

着其他国际法的重要渊源。需要的是一个结论。因此，

她不认为该条的标题应当将国际习惯称之为义务的

“一个来源”。

72. 虽然各国越来越愿意缔结载有引渡或起诉

条款的条约，但国家实践尚未导致这方面习惯法规

则的产生。重要的是在分析问题和区别不同类别罪

行时特别谨慎。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73. 严重违反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

公约及其《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

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行为是最显著

的罪行，引发了嫌疑人所在国引渡或起诉的义务。该

国有引渡或起诉的选择，但是不得无所作为。这一

义务明确规定在《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

约》及其第一议定书中。同样明确的是，《公约》编

纂了习惯法。然而这不等于一切不构成严重违反行

为的其他战争罪都引起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第二个

事例涉及其他罪行，比如，海盗罪隶属于普遍管辖权，

但不一定隶属于起诉或引渡的义务。在此，国家有

权起诉，但义务侧重于合作。就此来说，第4条草案

第2款过于含糊，不能用于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因

为它仅规定了一项义务“可能” 来自于关于某些罪行

的习惯国际法规范。尽管这确定无疑，但该款没有可

执行的内容。另外，在方括号中列举的罪行令人困惑。

例如，战争罪显然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重侵犯。

74. 诚然，大量的国家实践可以表明存在着一

个新兴的习惯法规则。如果各国加入了大量的国际条

约，而所有条约都载有不同的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则

可以看作他们愿意受这一义务拘束的强有力的佐证，

而此种实践可能将该义务转变为习惯法原则。确定

这方面的国家实践情况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特别是

委员会尚未如愿从各国收到很多评论。学术文章作

为法律见解的表述不能替代国家实践。在委员会从

国际法编纂转向逐渐发展工作时，应当明确这一点，

出发点应当是委员会1996年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草案。

382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3
号文件 (第三次报告 )，第126段。 



262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75. 鉴于难以证实引渡或起诉的习惯法义务的

存在，雅各布松女士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86段
的结论，即开展工作的最佳方式是着重确认可能引

起这一责任的罪行种类。这应当是出发点。她建议

委员会着手确认不同类型的罪行。这不是说它需要

界定所有的罪行，而是说它应采取一个彻底和系统

的方式看待不同的类别。例如，也许应当审议反恐

公约涵盖的罪行，以及关于种族灭绝罪的国家实践、

国家立法和国家法院裁决—相关公约尚未为其规

定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一个关于不同类别罪行的提

示性清单也可吸引各国的评论。

76. 关于强行法概念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

一个来源，如特别报告员指出的，学者们的观点有所

不同。但即使罪行被确认为构成对强行法规范的违

反，也不一定就并行存在着起诉或引渡的义务。她

发现条款草案第4条第3款在这方面有些费解，很可

能因为在对视为违反强行法规范的行为的反应措施

与这一违反行为可能导致的程序性后果之间，应当

更明确地做出区别。

77. 她赞成麦克雷先生和诺尔特先生的意见，

认为不应当将条款草案提交第六委员会，应当由委

员会在下一五年期开始的时候决定如何继续处理本

专题。

78. 坎迪奥蒂先生说，根据辩论情况，他同意

一些委员的意见，认为将特别报告员所拟各条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为时过早。问题不是立即和最终决

定条约是否是起诉或引渡的义务的唯一来源—如

某些国家所称的—又或者习惯国际法是否是一个

更早的来源—如另一些国家所辩称的。如果沿着

这条路走下去，即使进一步研究实践和案例，委员

会也将无法向前迈进。无论如何，关于打击有罪不

罚现象的一般合作义务的第2条草案，是方向正确的

一步，因为它涉及到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所依据的一

般政策的原则。

79. 然而，委员会必须决定：作为国际法逐渐

发展工作的一部分，它是否应当就最严重罪行—

即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的

罪行—阐述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打击被控严重犯

罪者的有罪不罚现象的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基础，没

有清楚地确立在习惯之中，也不是完全衍生于具体

条约。制定这一义务，必须反映在《委员会章程》第

15条所规定的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上。二十一世

纪应当有一个新的法律。如雅各布松女士刚刚指出并

且佩莱先生所注意到的，委员会在1996年危害人类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九条中就种族灭绝罪、危

害人类罪、侵害联合国及其相关人员罪和战争罪阐

述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383，已经投身于逐渐发展国际

法的工作。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91段提到的，委

员会的建议已经成为1998年编写《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的范本。

80. 如果根据1996年草案第9条的同样推理和

范围，清楚地重新编写—不是像第3条和第4条草

案那样—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委员会将成功地克服

各种困难。如果在这样逐渐发展国际法与仅接受各

具体条约所阐述的义务之间还持续存在着分歧，也

许最好等到各种想法发生演变和有可能取得进展之

时。为推动正在审议的研究工作，必须考虑到从其

他专题研究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比如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以及有可能情况下的普遍管辖权。

在所有三个专题中，基本问题在于是否接受个人的

国际刑事责任，从而接受在任何国家或国际管辖下，

在豁免缺失的情况下，引渡或起诉被控犯有严重损害

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重大罪行—比如战争罪、危

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的个人 (无论是否国家官

员 )的概念。只要委员会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就很难

在这些专题上取得进展。也许，委员会应当在向大

会提交的报告第三章框架内就此向各国进行咨询。

81. 丰巴先生说，与委员会的许多其他委员不

同，他认为第2条草案是完全有意义的，因为该问题

的这方面构成了整个国际刑事诉讼哲理的核心内容。

因此，这一条应当作为一条草案，而不是放在导言中。

批评第1款措辞不够具体是合理的，因为合作义务的

属人管辖范围有点令人费解，并且“国际关注的犯罪

和罪行” 一语很不清楚。杜加尔德先生很好地强调说，

引渡或起诉原则仅适用于国内法院，除非认为向某

国际刑事法庭移交出一名被控罪犯构成引渡—这

是可辩解的。

82. 关于第2条草案第2款，有人正确地指出“尽
可能酌情” 几个字不很明确，需要澄清。在这方面引

起了重要的问题，例如，有关罪行的定义以及法无

明文不为罪的相关性—从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这

类既定的刑事法规的角度来说，这更是显而易见的。

383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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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其他发言者已经指出的，条款草案第3
条第1款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法律主张，仅仅重申了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因而没有太大用处。第2款的措

辞造成了问题，需要澄清“特定条件” 及其法律依据。

“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 几个字也是如此。

84. 第4条草案引起了问题和疑虑。他赞同特

别报告员在证实习惯性义务是否存在方面的保留。

如瓦钱尼先生尤其注意到的，该条的措辞似乎不完

整；它要求通过仔细分析实践和案例，采取一个明确

和充分的、有佐证的立场，但实际上似乎并非如此。

在目前阶段，第1款称存在着一个习惯性义务，第2
款称存在着一些引发习惯性义务的“核心” 罪行，而

第3款称存在着一个以强行法为依据的义务—尽管

这与报告第94段的论点有矛盾。问题是国际刑法是

否并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具有相同于国内刑法的

特点，比如最大程度的严密性和严谨性，除非认为

它应当是另外一回事—而他不这样看。关于委员

会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或应当依据于戴维先生

在国际法院与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的问题案所采用

的推理 384，梅莱斯卡努先生已正确地指出：那是一项

法律意见，不妨碍法院对该案最后的裁决。

85. 关于委员会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开展下

去的建议—放弃本专题工作、或在第六委员会普

遍管辖权专题工作组有结论之前暂停审议—似乎

有点过分和不合理，因为各国尚未明确和不容质疑

地否定本专题。他赞成佩莱先生的建议，即请各国

就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任务是否应当扩大到包括普

遍管辖权问题发表意见。

下午1时散会。

第3113次会议

2011年7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384 国际法院，2009年4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时由小和田

恒院长就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
在和平宫进行的公开庭审，逐字记录 (CR2009/8)，第42至第44
页，第19至第23页 (可查阅国际法院网站：www.icj-cij.org)。 

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

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续 ) 
(A/CN.4/638，E节；A/CN.4/648)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专

题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48)。

2.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同意习惯国际法上不存

在反映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一般规则这一看法。他也认

同特别报告员处理本专题时没有充分阐述普遍管辖

权的概念，并且应当根据委员会章程第15条，对国

际法的逐渐发展问题给予更多关注。总体来说，需

要进一步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中产生的问题。

3. 关于第2条草案以及委员会若干委员就合作

义务问题所表达的严重保留意见，他支持一种建议，

即如果委员会确定了属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范围的

犯罪类别，效果会更好。尽管在国际法，包括《联合

国宪章》中已经牢固确立了合作义务，但第2条草案

按照目前措辞看来似乎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他怀疑

这一条是否有必要或有用。

4. 关于第3条草案，有人认为这基本上是对条

约必须遵守原则重述，他对此表示赞成。由于第3条
草案没有对现行习惯规则进行编纂，也没有创立一

个新规则，而仅仅是说受条约拘束的一国必须适用

该条约，所以其价值似乎令人质疑。 

5. 关于第4条草案，他赞成案文措辞太受条件

限制，尚未达到予以严肃审议或通过的时候这一看

法。按照现在的措辞，第4条草案没有约束性内容，

因此应当改写。 

6. 尽管过去做出了努力，其中包括引渡或起诉

的义务专题工作组在过去两年做出的努力 385，但委员

385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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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尚未在本专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有鉴于此，委员

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继续开展工作。由于所处理的

事项重要、及时和有意义，所以他不同意村濑先生

中止或终止审议本专题的建议。如果终止审议，则

意味着委员会不仅没有满足会员国对数年工作有所

收获的期望，也过早地放弃了本专题。

7. 由于可以说不存在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现

行法，所以委员会应当以发展拟议法为目的处理本专

题。委员会的任务是同时编纂和逐渐发展现行习惯国

际法，特别是如果委员会面对的是一个具有现代意

义的专题。因此，委员会应当更积极地处理引渡或

起诉义务。由于缺少任何关于本专题的明确现行法，

所在没有必要侧重于并不确定的该义务的渊源问题。

相反，委员会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引渡和起诉的一般

义务的影响以及其履行的实际方式上。

8. 委员会的方法也应当体现在国际和国家一级

保障法治的广泛国际趋势。这一趋势反映在联合国

开展的活动中，比如在秘书长办公室中设立法治股、

以及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上包括一个关于国

家和国际一级法治的项目 386。法治、有罪不罚和引渡

或起诉义务之间的彼此联系，也应当反映在委员会

关于本专题的今后工作中。 

9. 他认为，在向大会提交的第六十三届会议工

作报告中，委员会应当明确指出在审议本专题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说明有可能从逐渐发展国际法的角

度处理此专题。在委员会定稿或通过之前，将条款

草案提交第六委员会，是不正常和有反作用的。相反，

委员会应当在工作方案中保留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专

题。在新的五年期开始时，一个新组成的工作组可

以再次考虑如何最好地处理这一重要专题。

10.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关于第

2条草案，她赞成特别报告员的做法，将起诉或引渡

原则和合作义务与制止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努力结

合起来。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第2条草案的措辞

一方面太笼统，另一方面又太局限。第一款太笼统，

声称存在一个普遍的合作义务。她当然赞成它的基

本轮廓和精神，但是它超出了引渡或起诉原则的范

围；需要做的是就该原则对合作义务进行界定。她认

为，第1款所述的与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合作超出了

第2条草案的范围，原因是至少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

386 大会2010年12月6日第65/32号决议，第14段。

将引渡或起诉原则适用于和这些法院和法庭的合作

显然是容易引起争议的。 

11. 另一方面，第2条草案第2款的措辞似乎过

于局限，将引渡或起诉原则的适用限于满足几个非

常笼统的、由“尽可能酌情” 几个字定义的条件，但

没有具体指明在什么场合适用这些条件。因此，特

别报告员应当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上提出一个第2条草

案的新版本，更确切地界定合作义务的范围，说明

它如何具体适用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12. 第3条草案第1款载有一个显而易见并因此

毫无必要的论断，应当予以删除。相反，第2款载有

一个重要的规定，即如果条约载有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则缔约国必须采取措施，使这一义务在本国法

上生效。因此，特别报告员在第2款中拟定的案文应

当构成第3条草案的核心。然而，特别报告员应当在

委员会下届会议上提出一个第3条草案的新案文，删

除任何含糊不明之处，并适当考虑到一元和二元国

家法律制度的不同。

13. 第4条草案提到了引渡或起诉原则的一个

基本内容，即界定那些根据习惯法应适用引渡或起诉

义务的、国际所关切的罪行和违法行为。就此，她

赞成对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适用引渡

或起诉义务的建议，因为在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广

泛的共识，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加大努力

制止所有这三项罪行。

14. 然而，第4条草案 [西班牙文本 ]含有一些

需要实质修改的内容。在第1款中应当删除或修改

“presunto delincuente (被指控犯罪人 )” 的表述，因为

至少在西班牙语中，这一表述不符合对无罪推定原则

的充分尊重。在第2款中有必要替换“puede proceder 
(可能来源于 )” 这几个字。这一措辞减弱了在界定

引渡或起诉原则范围的条款中所提到的“crimines 
nucleares (主要犯罪 )” 的作用。在第3款中，提到强

行法规范时使用的措辞和句法不太对，尤其是“en 
forma de tratado internacional o de costumbre interna-
cional (以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形式存在 )” 的表述。

总体来说，她认为应当保留第4条草案作为本专题未

来整套条款草案的一部分，条件是特别报告员提交

一个经修订的建议。

15. 最后，关于村濑先生提出的本专题前途问

题，她赞成将本专题保留在委员会工作方案中。这是

一个重要的专题，对各国意义很大，并与各国实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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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正是属于委员会任务之内的一类专题。然而，

这不意味着有必要按照现在的框架进行下去。委员

会也许需要进一步考虑对本专题采取的方针，并顾

及到引渡或起诉义务与普遍管辖权原则之间的关系。 

16.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2011年11月选举之后

的新委员会要被赋予的任务。因此，本届委员会的

委员们既不应当将所拟的仍需进一步审议的三条草

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也不应当将其纳入委员会提交

大会的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中。

17.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说，他与其

他委员们一样，赞赏特别报告员在“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 这一大难度大专题上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

18. 关于标题为“合作义务” 的第2条草案，他

想知道为什么 [英文本 ]选择了“duty” 而非“obliga-
tion” 一词。是否在于该条草案的规定被认为表达的是

道德规则，而“duty” 比“obligation” 含有更强的道德

含义？然而，如果这些规定仅仅表达了一个涉及国家

间关系的要求—因为合作是这类关系的一个必要

内容—则它们实际上只是阐述了一个笼统的义务

(obligation)。事实上存在着规定这类义务的各种法律

文书，有的是实在法，有的是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在

他看来，第2条草案的争议核心是合作的“obligation”，
而不是“duty”。

19. 在同一条款草案的第1款中，至少在法文

本中“les États coopèrent comme il y a lieu les uns avec 
les autres” 的表述不适当，应当重新加以考虑。 

20. 关于第3和第4条草案，委员会根据一相关

法律渊源的规则进行编纂或逐渐发展，这似乎不同

寻常。通常，当委员会研究一个特定规则的渊源时，

是为了确认国际法上已经确立了该规则，以便可以

在此基础上开展编纂二级规则的工作。它不像第3和
第4条草案所企图做的那样去自行确立法律渊源。因

此，尽管的确有必要确定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是否已

经作为条约法规则和 /或习惯国际法规则而存在，但

这不意味着委员会应当就这一问题制定一条草案。 

21. 也许，委员会可以按照以下措辞修改第3条
草案第1款，从而避免这一问题：“各国都有义务引渡

或起诉一个被指控的罪犯，无论这一义务是载于一

项条约或来自于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换言之，如

果委员会的研究证明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在国际法

上有充分依据，则委员会应当考虑起草规则，让国家

能够遵守，而不是以条款草案的方式反映这一义务

渊源的存在。如他本人所拟的建议，不预先假设肯

定存在着一个条约或习惯上的根据，而是简单地规

定：如果在条约或习惯法上规定了这一义务，各国就

应当遵守。这一解决办法可使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

能够在本专题上取得进展。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

是因为先前就本专题发言的所有委员都怀疑是否存

在着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习惯法依据，而他与他们一

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上尚未确立这一义务。

22. 第3条草案体现了尊重国家所加入的条约

的基本义务；然而，在条款草案中确定这一义务，则

削弱了条款草案援引的以及产生于条约必须遵守原

则的一般条约义务。在第3条草案中包括这一义务，

可被解释为如果条款草案没有明确要求，缔约方也

许不必履行其条约义务。为此原因，他认为应当删

除第3条草案第1款。

23. 关于第4条草案，他认为特别报告员没

有成功地证明存在着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习惯依据。

另外，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法文本第82段的翻译

中有一处错误，英语是“made by Eric David in the 
aforementioned case [在上文所述……一案中，埃里

克 · 戴维……]” 387，但翻译为“dans l’ouvrage d’Éric 
David déjà mentionné [在上文所述……埃里克 · 戴维

的著作中……]”。这一错误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提到

的论点构成一起法院案件中的律师立场。在该案中，

当事人的利益超越了一名著名法律专家的学术意见。

这对委员会开展工作具有更多的指导意义。 

24.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39和40段中称，引

渡和起诉原则关系到各国合作制止有罪不罚的职责

(duty)—他本人倾向于 “义务 (obligation)”。这似乎

不是一个习惯规则，而是在一项明示规则的立法理由

中所暗示的逻辑规则。甚至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最初也

不是一项习惯规则。相反，有一个默示的逻辑规则表

达了这样一个主张，即：如果国家承担了义务—特

别是条约义务—则必须尊重这些义务。只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一原则才被视为一项习惯规则。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也适用于引渡或起诉原

则，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有可能形成—或正在形

成的—习惯规则的逻辑规则；换言之，是一个正在

孕育的习惯规则。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基本上

387 国际法院，2009年4月6日星期一上午10时由小和田恒

院长就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在
和平宫进行的公开庭审，逐字记录 (CR2009/8)，第42至第44页，

第19至第23页 (可查阅国际法院网站：www.icj-ci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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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新义务的产生问题，而这些义务的产生，是

因为出现了一类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国际罪行。

25. 确立一条国家有义务引渡和起诉危害人类

罪或种族灭绝罪的规则，不取决于是否存在着习惯

上的引渡或起诉义务，而是取决于一事实，即惩处

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实施者的义务隐含在禁止

实施这类犯罪的规定中。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引

渡或起诉原则是一项默示规则。

26. 他最后说，根据有关义务的实际性质而考

虑制定条款是有可能的。然而，这将需要更好地审

议本专题，包括其总体方向以及特别报告员所建议

处理的主要内容，如他实际上已在题为“工作组关于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专题讨论的依据” 388一文中所说

的那样。

27. 是否暂停审议本专题或从委员会工作方案

中取消本专题？这只能在确定本专题的主要内容以

及所拟各条草案之间的主要关系后，才能回答。如

果特别报告员编写一个拟订的工作计划，将会使委

员会能够看到本专题工作的后续步骤，并且向2011
年11月选举之后的委员会新成员提供其采取最佳行

动之所需。

28.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想澄清他在上次会

议上的一些意见，事关他建议将条款草案附加到委

员会报告中。首先，这样做将确保大会了解委员会

关于本专题的工作进展。其次，将为会员国提供对

条款草案发表意见的机会。然而，他从未说过关于

委员会应当如何开展本专题工作，取决于第六委员

会的最后决定。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 *)

29.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豁免专题第三次报告 (A/CN.4/646)。他理解一些委

员也希望对第二次报告 389 发表意见。

388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774
号文件。

*   续自第3111次会议。
38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关于本届会议对第二次报告的审议，见上文第3086、
3087和第3088次会议。

30. 村濑先生提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说他首先希望处理所涵盖国家官员的范围问题。特别

报告员指出，应当审议所有国家官员的身份—但这

一最大限度的方针合理吗？根据有关公约，已经存在

着关于外交或领事官员以及特别使团官员的足够明显

的豁免规则。关于和平时期的军事官员和人员的豁免，

则必须在两类人之间作出区别：驻外军队成员与临时

访问一国的军队成员。常驻军队的豁免基于的是具体

条约文书，比如军队地位协议，而来访军队的豁免则

是基于习惯国际法。后一类很可能不再具有特别的重

要性，并且鉴于前一类实际上不由习惯法来规范，所

以他认为应当从本专题范围内排除外交和军事人员。

31.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第㈠

款规定： “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或议

会议员、选任代表或政府官员的官方身份，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
然而，尚不清楚豁免在政府官员的等级中可以向下排

到多远。本专题的重点应当是一个有限类别的官员，

而不是所有的国家官员。所涵盖的人员应当是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无论如何，

除非明确界定了专题的范围，否则不可能开始条款

草案的制订工作。

32. 关于如何确定豁免法律基础的方法问题，

他说，特别报告员的出发点是假设国家官员普遍享

有豁免；然后再试图澄清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然而，

也可以采取相反的办法：无论国家元首还是某一私人

个体，人人都应当享有平等待遇；并且除非有具体的

例外原因，否则国家官员没有豁免。在过去，委员

会曾经采取了后一个方法，至少对国际法上的罪行

是如此。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致罪法草案第七条的

评注第6段指出，该条旨在防止个人援引官方身份作

为享有豁免的情况 390。同样，《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第二十七条第㈠款也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不根

据官方身份进行区别。

33. 然而，在国际和国内一级，这些规定容易

被过分热情的检察官们所滥用。如果国家官员受到

外国或本国检察官起诉，即使在最后判决前推定他

们无罪，也很难继续履行公务。如果他们在本国明

显无罪不容任何怀疑，则外国检察官的行为应被视

为干预该国内政，并因此侵犯主权。这或许可以解

释为什么特别报告员采取了对国家官员广泛赋予豁

免的做法。然而，没有可靠证据支持国家官员享有

390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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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的总体主张—这只是推定。应当根据当代实

践和法律文献审议这一推定的合理性。

34. 据称，国家元首依其本身地位而享有豁免；

这也许是基于古老的国家名誉或尊严理论，是十九世

纪的遗留物。对于国家间的正常关系而言，这一概念

可能依然重要，但是委员会处理的是一国元首可能

实施的国际法上严重罪行的刑事责任。如果对现代

世界适用国家尊严的古老概念，将会被批评为迂腐。 

35. 官员豁免的理由也不能依据于含糊的主权

概念。这一概念自二十世纪后期已经发生了相当大

的变化。现在认为，它不仅是特权和权利的混合体，

也是一系列的义务，引发确保一国人民福祉和安全

的责任。如果一个主权国家首脑再也不能或不愿履

行这一责任，则应当拒绝对其豁免。 

36. 最后，重要的是确保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

避免检控裁量权被滥用。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即使如今在国际和国家刑事制度中检察官们都必须

透明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在这方面，他提请大家注意，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391 第17条指出，在

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国家，应当提供准则，以

加强起诉程序中的决策公平和一致性。为了最有效

地预防对外国国家元首任意或侵犯性地行使检控裁

量权，可以向国内检察官提供法律或条例形式的准

则，并且以国际准则防止国际检察官滥用检控裁量

权。 

37. 辛格先生说，他首先想要就特别报告员的

第二次报告进行评论。他对特别报告员对专题的全

面和深入审议表示赞赏，并说他总体上同意第94段
的结论。 

38. 豁免原则在习惯国际法上确立已久，主要

基于礼让和互惠以及消除政治动机的刑事诉讼风险

的迫切需要。这确保了国家官员在代表国家处理国

际关系时可以独立地行使职务。关于三要人，即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的属人管辖豁免在习惯

国际法上确立已久。然而，鉴于当今发生国际合作

391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报告 , 1990
年8月27日至9月7日 , 哈瓦那 (A/CONF.144/28/Rev.1, 联合国

出版物 , 销售品编号 : E.91.IV.2), 第193页 , 检察官作用的准

则 (可查阅网站 : www.unodc.org/documents/congress/Previous_
Congresses/8th_Congress_1990/028_ACONF.144.28.Rev.1_ 
Report_Eighth_United_Nations_Congress_on_the_Prevention_
of_Crime_and_the_Treatment_of_Offenders.pdf, 2017年3月31
日访问 )。

的领域日益增多，有必要审议应否将属人管辖豁免

也扩大到其他高级官员，比如贸易部长和国防部长。 

39. 关于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他总体赞

成第61段的结论。他同意需要在司法诉讼初期审议

豁免问题，因为有关结果决定了法院国可否继续对外

国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因为可以通过外交渠道援

引豁免权，所以提出豁免权的国家必须通知的是法

院国当局，而不是正在审案的法院。在有关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案件中，行使刑事管辖权

的国家必须自行提出豁免问题。与其他享有属人豁

免官员的情况不同，官员本国没有义务援引豁免权。

放弃一名官员豁免的权利属于国家，而不是该官员。

放弃豁免必须一贯是明示的。

40. 一国以不法行为是公务行为而援引豁免权，

并不意味着它承认了对该不法行为的责任。如果遇

到某一外国正在调查其官员的行为，一国可以援引

豁免权来避免内政遭到严重干涉的可能。的确，该

国可能希望自行调查，并且在必要情况下针对被控

不法行为的本国国官员进行起诉。

41. 杜加尔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所编写的第

三次报告，这份报告包含了详实的研究和充分的资

料。尽管他并不总是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但是

目前他总体赞成他关于程序事项的结论。他尤其同

意豁免问题应当在初期提出，以及豁免属于国家而不

是官员，并且他总体赞成讨论关于放弃豁免的问题，

但第44和45段提供的材料除外。

42. 提到报告第15段，他说，特别报告员指出

国家官员本身的豁免声明似乎并没有多少法律意义。

这使人想起目前涉及钱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多米尼

克 · 斯特劳斯－卡恩先生的案子。如果知道他被纽约

警方羁押时提出自己的豁免权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将是令人感兴趣的。对于一个较不知名国家的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可能产生类似问题。国家有义

务通知警方所有到访的国家元首吗？特别报告员在

第19段的第一处脚注中说，三要人的成员是为一切

其他国家主管当局所知的—但事实绝非一贯如此。

因此，必须对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本人提出豁免权

的情况给予一些重视。 

43. 如在以往的报告中一样，特别报告员在第

三次报告中对普通犯罪和主要犯罪进行区分。他反

复提到三要人的豁免，仿佛认为如果足够经常地断

言外交部长应包括在享有属人豁免的官员行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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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接受成为习惯。然而，关于外交部长的豁免权

是有争议的。在逮捕证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未能

提供任何国家实践上的证据，而哈苏奈法官和范登

韦恩加尔特临时法官写下了重要的不同意见。该判

决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学术批评。在报告第58段的第

一处脚注中，特别报告员提醒大家注意阿坎德和 沙
阿的一篇文章 392，但未曾提到他们关于外交部长是否

包括在三要人中的观点。他们同意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享有属人管辖豁免，但是宣称将这类广泛豁免

扩及到其他部长，包括外交部长，是错误和不合理的。

44. 他不是请特别报告员放弃自己的立场，而

仅是请他认真考虑这些批评，并且比国际法院更仔细

地研究国家实践问题。如果委员会将外交部长包括在

三要人之中，则发出了一种信号，即它希望扩大豁免，

而时代却要求更多的问责制和更少的有罪不罚行为。

45. 他的第二个意见是：特别报告员没有审议

地方和国家法律在核心罪行的案件中禁止豁免而可

能产生的有意义的程序问题。例如，南非在立法中

纳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排除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及其他高级官员豁免的规定。尽管《国际法

院规约》第五十九条指出各国不受法院裁决的约束，

但是南非或者任何具有类似立法的国家，有义务遵

循逮捕证案的裁决吗？还是它受本国对《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所承担义务的约束？显然条约义务优

先。委员会应当提供一些指南，说明一国如何处理

这类情况。

46. 他的第三个、并且也是最重要的意见是：行

使管辖权的国家的法院可否审查一外国官员是否享有

属事管辖豁免，以及援引豁免权的国家是否必须为这

一权利提供证据或根据。如报告第25段指出的，在刑

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法国辩称：援引豁免权

的国家有义务为之提供根据。但是特别报告员不同意

这一立场，这一点在他报告第61 (i)段的结论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将某一官员的行为定为公务性质，或确

定一名高级官员履行的职能对于确保国家主权至关重

要，属于官员所属国的特权，而不是管辖权行使国的

特权”。为了支持这一结论，特别报告员依据的是刑事

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的某些内容以及国际法院就关

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

392 D. Akande and S. Shah, “Immunities of State officials,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foreign domestic cour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4 (2010), 第815至第

852段。 

出具的咨询意见。但是，由于这些案件都不涉及严重

或核心罪行，所以对于这类犯罪的豁免问题没有意义。

47. 特别报告员还依据了美国上诉法院就贝勒

哈斯等人诉亚隆案—关于1996年以色列轰炸黎巴

嫩境内受联合国保护的一个院落—所做的一项裁

决。下达轰炸命令的是一位前将军亚隆，当时他是

军事情报机构的首脑。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一封信

称将军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履行公务，法院据此承

认了将军的豁免。足以令人感兴趣的是，法院也审

查了官员在离职后是否继续享有豁免的问题—这

是特别报告员尚未阐述的一个问题。法院还审议了

强行法例外是否适用的问题，并且认定其不适用。

48. 然而，特别报告员甚至比美国法院走得更

远。他在报告第30段中承认说，行使管辖权的国家

没有义务“盲目接受” 官员本国关于他或她是授权采

取行动并因此享有豁免的主张。然而，不“盲目接受”

一项权利要求的义务显然仅关系到先天的个人或私

人行为。如果一名官员在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实

施了某些行为，豁免是绝对的，并且行使管辖权的

法院不可质疑豁免权要求。特别报告员在第61 (i)段
和31段中援引国家的主权和特权，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绝对主义的方针，他写道“官员的地位、职务及其

对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问题，以及个人是否以官

方身份行事的问题，属于官员所属国的内部权限”。

49. 他想询问特别报告员以下这一假设问题：如

果拉特科 · 姆拉迪奇先生伪装逃到俄罗斯联邦，被俄

罗斯警方发现，并被送上俄罗斯法院，但是塞尔维

亚政府向法院提交了一封类似于以色列在贝勒哈斯

等人诉亚隆案中提交的信件，称姆拉迪奇先生所为

是在履行公务，会怎么样？俄罗斯法院然后应当做

什么？它应当接受塞尔维亚所说的姆拉迪奇先生享

有职能豁免吗？还是应当索取关于其行为的进一步

资料，以决定他是否实际上是塞尔维亚官员？又或

者根据第58段援引的阿坎德和沙阿的论点裁定受域

外管辖的严重国际犯罪不得豁免？

50. 特别报告员很可能答复说这是一个自成一

类的案件。然而，可以援引许多类似的案件。主要

问题在于：委员会关注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并

且当涉及到这类罪行时，必须要求主张豁免本国官

员的国家为豁免请求提供理由。只说行为是公务性

的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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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应当批准第二

和第三次报告中所载的详细结论，则将是令人遗憾

的，因为这会不当地令下一位特别报告员束手束脚。

委员会应当只是简单地注意到这些令人感兴趣、但

是有争议的结论。

52. 树立威望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可以在一

夜之间失去。委员会多年来通过了许多逐渐发展的文

书，但是如果在豁免问题上过分倾向于国家的利益，

如果不能在旧的法律传统和新的期望之间找到一种

平衡，则可能损害它的良好威望。

53.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将稍后

再对杜加尔德先生假设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答复。杜

加尔德先生所述的南非贯彻《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的立法是在第二次报告 (A/CN.4/631)第74段的

第二处脚注中提出的。杜加尔德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南非应根据这类立法采取何种行动，没有抓住

要点。问题不在于南非应沿循国际法院关于逮捕证

案的推理—该案与南非根本无关—还是应受《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下义务的拘束—这显然是缔

约国必须做的。问题在于所有国家—包括南非—

都有一般国际法上的若干义务，都必须在某些情况

下根据这些义务采取行动。至于南非是否认为国际

法院的裁决符合一般国际法，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但他个人认为这些裁决符合一般国际法。 

54. 委员会花了许多时间对国际法院关于三要

人属人豁免的一项“不幸的” 裁决—逮捕证案的裁

决—进行了思考。然而事实上，法院在刑事事项

互助的若干问题案的判决第170段中明确确认了那一

裁决。因此，关于三要人的属人豁免问题，存在着

两项裁决，而非一项裁决。 

55. 佩莱先生说，他同意杜加尔德先生的大部

分意见，但想知道为什么他想将外交部长从三要人

中排除出去。如果三要人中其他官员对自己的行为

享有属人豁免而不是职能豁免，则外交部长显然应

当也包括在内，因其的职能是代表国家。在条约法

和案例法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立场的有力论据。尽

管如此，他同意杜加尔德先生的看法，如果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犯有严重罪行，则不享有豁免。

56. 萨博亚先生说，他同意佩莱先生认为外交

部长不应排除在三要人之外，但是赞成杜加尔德先

生关于报告的大部分意见，特别是关于不应对要人

之外的国家官员扩大属人管辖豁免、以及关于是否

采用报告第61段的总结作为委员会的本专题结论的

意见。

57.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的主要观点是，委员

会应当仔细审议严重的核心罪行发生时的问责制和

有罪不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豁免有所例外。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没有涉及这类犯罪，因

此在事实上没有支持逮捕证案。无论如何，如果一

法院在一种情况下做错了事，然后又去重复，则在

第二种情况下也是错的。

58.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赞成杜加尔德先生的

意见，不当地扩大享有属人豁免者的范围会削弱为

确保每一个犯下核心罪行者都受处罚而做出的努力。

他也赞成杜加尔德先生关于为豁免权要求提供证据

的关切。

59. 佩雷拉先生提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时说，在处理对豁免权审议的干预时机、豁免权的

援引以及豁免权的放弃等问题方面，特别报告员的

第三次报告显示了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有这些都得到

了案例法、国家实践和学术观点的支持。

60. 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说，应当在司法诉

讼的初期，甚至在审前阶段审查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问题。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不在诉讼

之初就审理豁免问题，可能被视为法院国违反了对

豁免规范所承担的义务，这是正确的，并得到了国

际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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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

61. 在讨论援引豁免权的问题时，对不同类型

的国家官员采取了结构严谨和平衡的处理办法。特别

报告员的出发点是，为了在“法律上有意义” —换

言之，具有法律效果—必须由官员本国而非官员

援引豁免权。为此目的，必须向官员本国告知对其官

员已经或计划提起刑事诉讼。然而，如果涉及三要

人，官员本国没有责任提出豁免问题，因为行使刑

事管辖权的国家当局本应了解该人的身份及其行事

的权力。另一方面，必须由官员本国负责援引那些

享有公务豁免的官员的豁免权，因为只有该国能够

证明官员的身份及其以公职行事的事实。在这一责

任未被履行的情况下，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没有义务

主动考虑豁免问题，并且因此可以把刑事诉讼继续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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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三要人之外其他享有职能豁免的高级

人员的地位，更为复杂。部分难度在于没有确定这

一类别的商定标准。这些官员所履行的公务对国家

主权的重要性以及对办理国际事务的意义，也许可

以作为标准。如果援引这类官员的豁免权，应以有力

的材料予以证明，从其地位和职能及其与国家主权

职能的联系方面确认有关官员实际上符合要求属人

豁免权的标准，这样规定是合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个案的情况以及支持豁免权要求的现有资料。

如第三次报告第31段所指出的，尽管行使管辖权的

国家不能够忽视这类官员援引的属人豁免权—他

为此加上了“在适当情况下” 的限定词—但这种国

家没有义务“盲目接受” 任何这类诉求。简言之，需

要非常仔细地审议三要人之外、享有公务豁免的高

级官员类别。

63. 他坚持认为外交部长应当被视为三要人的

一部分。外交部长作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中介行事，

拥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赋予的长期授权，使国家

承诺若干行为，这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

承认的一项授权。

64. 关于如何向法院通知一名官员的豁免权的

问题，他同意说，有大量国家实践表明，可以通过

外交途径发出这类通知，从而国家不必在外国法院

上伸张本国官员的豁免权。

65. 他总体上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放

弃豁免的权利归于国家；对三要人成员的豁免放弃必

须是明示的，但放弃所有其他类别官员的豁免权可

以是明示或默示的。 

66. 关于报告第44段所阐述的难题，即某保护

若干人权的条约的缔约国是否默示放弃了对侵犯这

类权利的官员的豁免？他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关于放

弃豁免的明示规定，不应轻易地推断默示豁免。他

就此提到，报告第46段援引的秘书处备忘录 393指出，

普遍上不愿意以接受一项协议而接受默示放弃豁免。

如报告第47段提到的国际法学会决议 394指出的，必

须重视关于放弃豁免的明确性和无歧义性。

67. 最后，关于援引官员豁免权的国家的责任

问题，他基本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这一行为

393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 (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394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9卷 (2000-2001)，温哥华会

议 (2001年 )，第743页起。

对于该国可能构成国际责任的依据。然而，他赞成辛

格先生的观点，即在确立责任方面，这只是一个方面，

并且不一定是结论性的。 

68. 他最后赞赏特别报告员在三份报告中展现

的、为本专题所做的工作。

69. 佩莱先生说，根据个人经验，他知道特别

报告员们通常是委员会各级猎人眼中的猎物。他也

肯定会试图在一些问题上“围捕” 特别报告员，因为

他与杜加尔德先生一样，认为特别报告员的某些观

点有点危险。 

70. 第三次报告论据充分，从头到尾引人感兴

趣，并总体上比第二次报告较少争议。然而，有点让

人不安的是：当第三次报告被提交委员会审议时，尚

未对第二次报告做出任何决定，这尽管有着毋庸置

疑的技术优点，却遭遇了褒贬不一的反应 395。委员会

似乎正被迫开始编纂对国家官员赋予或拒绝豁免的

方式，却仍然没有就这类豁免的限度和条件达成一

致立场。可以说，第三次报告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

因为第三次报告处理的是程序事项。但委员会在本

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的讨论事实上一直未有定论，

的确对第三次报告的某些内容有着直接的影响。 

71. 例如，如果尚未确定一名官员何时和在何

种情况下可享有这类豁免并且没有解决三要人成员

是否对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比如种族灭绝罪、危害人

类罪和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 )享有豁免这一关键

问题，委员会很难列出放弃豁免的条件。他赞成杜

加尔德先生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允许豁免。 

72. 报告第20段援引了他本人作为法国律师在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396 口头答辩中的一段发

言。尽管摘录无误，但脱离了上下文。在他看来，这

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国家元首、三要人其他成

员以及外交使团首脑享有无限制的豁免。如他过去

和最近所说的，对严重的国际罪行没有豁免：国家已

经变得透明，再也不能掩护其官员逃避国际法。另外，

如杜加尔德先生指出的，吉布提和法国卷入的案件

涉及的是小得多的事项，并非严重的罪行。 

395 关于本届会议对第二次报告的审议 (《2010年……年

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号文件 )，见第3086、
3087和第3088次会议。

396 国际法院，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时由哈金斯

院长就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法国 )在和平宫

主持进行的公开庭审，逐字记录 (CR2008/5)，第23页起 (可查

阅国际法院网站：www.icj-ci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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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口头答辩中，他承认国家不必证明三要

人成员的行为是公务行为，因为他们享有的是属人

豁免，在这一含义上是绝对的。但是特别报告员没

有援引他余下的发言：“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其他

官员时不适用这一推断，并且必须在逐案的基础上，

依据整个案情确定是否赋予 (或拒绝赋予 )豁免的问

题。这是认为应由国家法院评估我们是否正在处理

以官方职能履行—或未履行—的行为。” 397

74. 这一段清楚表明，尽管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所说官员本国没有必要为三要人的成员正式请求豁

免，但在涉及其他官员时的确必须这样做；另外，在

后一情况下，国家必须给出理由支持这一请求，但

最终是否赋予豁免则取决于国家法院。

75. 在这方面，报告的某些内容使他感到关切。

他认为，如特别报告员似乎在第27段所断言的那样，

一国可不提出豁免理由就援引其官员的豁免权，这

一点令人难以接受。这与第30段中“法院可以独立调

查此类声称的合理性” 那句话很难一致。第61 (i)段
最后一句说：“将某一官员的行为定为公务性质，或

确定一名高级官员履行的职能对于确保国家主权至

关重要，属于官员所属国的特权，而不是管辖权行

使国的特权”，把不一致性推到了极端。他完全不能

同意的是：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有责任根据官员本国提

供的理由，决定应否赋予官员豁免权。

76. 他不赞成特别报告员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

议讨论期间的另一观点，杜加尔德先生也对之表示了

关切。特别报告员在第44段指出：对某行为规定了

普遍管辖权的条约，不构成默示放弃豁免。这肯定

不符合事实，特别是如果一项普遍管辖权条款含有起

诉或引渡的义务。另外，他质疑第44段倒数第二句话，

“不能将国际协定理解为默示放弃缔约国官员的豁免，

除非有证据表明，该国有此意向或愿望”。目标不是

确定一国的意图或意愿是什么，而是根据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条约解释一般规则，确

定一项条约和协定所有缔约国的集体意愿和意图是

什么。如果一项条约规定对某些罪行建立普遍管辖

权，并向缔约国施加引渡或起诉义务，不对国家领

导人作出例外规定，以制止豁免所保障的有罪不罚

现象，则很难对其进行质疑。这些缔约国的集体意

愿必须被解释为排除豁免借口。

397 同上，第51页。

77. 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无结果辩论中的另一

问题出现在第60段的脚注中，它援引了委员会第

六十届会议上雅各布松女士提出的一个意见 398。她辩

称，一国拒绝起诉本国官员或放弃其豁免，可能引

发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然而，也许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阐述这一问题，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一国必须

放弃官员的豁免，或者最好是牢固确定：就某些罪行

来说，某些官员不享有任何形式的豁免。

78. 特别报告员以概述而非条款草案的形式作

出了结论，从而逃避了将案文交付起草委员会审议。

尽管特别报告员的论据有时值得争议，但他作出了

深入研究，令其能够阐述重要的问题并提出若干解

决办法。因此，他本人建议行将任命的新报告员从

头开始本专题的工作，在有罪不罚文化—特别报告

员倾向采取的—与完全拒绝国家领导人豁免—

这显然不是一个选项—之间找到某个中间点。

79. 麦克雷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载有大量令人信服的分析，尽管如其本人所承认的，

他的结论是推断性的，而不是依据国家实践得出的

明确结论。

80. 对第三次报告的审议突出了这一事实，即

委员会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的某些不确定问题

依然存在；如佩莱先生指出的，也许应当在讨论第三

次报告之前就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应否将三要人

扩大到其他官员，比如国际贸易部长或国防部长的

问题，再次出现了。特别报告员认为，对于享有职

能豁免的人，主张豁免权的国家有责任向起诉国提

出这一问题，而对享有属人豁免的三要人成员来说，

则应由起诉国负责承认豁免权。特别报告员提供的理

由似乎是诱人的：某些个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

外交部长并且享有属人豁免，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

他赞成杜加尔德先生的意见，即对地位突出的大国

来说可能如此，但对某些其他国家不太可能。

81. 由于外交部长现在只是在海外代表国家的几

个人之一，因此，扩大应享有属人豁免权的官员类别，

似乎是合理的。然而，扩大三要人的范围涉及到应加

上哪类官员的艰难决定，并且作为一个政策问题，很

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也许，在所有案件中，主张豁免

权的责任都应当由要求豁免权的国家承担，不论所涉

个人是否三要人成员。一国注意不到一名国家元首正

398 《2008年……年鉴》，第一卷，第2985次会议，第182页，

第5至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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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外国法院被控，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有意忽视

这一情况。在实践上，要求官员本国向起诉国主张豁

免权，似乎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因此，可能应当再

次审议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61 (e)、(f)和 (g)段的结论。

82. 另外，第61 (i)段称官员本国有权将官员的

行为定性为该国的公务行为，似乎走得太远。起诉国

当然也有权审查一项行为可否定性为公务的：这不仅

仅是官员本国的“特权”。特别报告员在第30段中承

认起诉国可以调查这一主张的合理性。根据国际法院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

案的咨询意见，他提到，将某个体任命为官员的行为

产生了这样的推论，即该个体是以公务身份行事的。

特别报告员在这里走得比法院更远。法院曾提到联合

国秘书长的一个主张—称有关个人是作为官员行

事—所产生的推论，但这一推论不是仅仅基于任命

这一事实。实际问题是一个起诉国可以在审议一名官

员是否在行使公务方面走多远。显然，必须根据个案

的情况进行评估，但是如果说仅因一官员的任命就产

生了一个“推论”，则太过份了，无法得到事实的证明。

83. 特别报告员就本专题编写的一系列全面报

告 399为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

在一个重要问题上，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的许多委

员依然有分歧。这就是，尤其就严重国际犯罪来说，

国家官员豁免在何等程度上可能有例外。这应当是

第六十四届会议首先应当审议的项目，并且应当首

先由一个工作组来处理。直到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一

问题之前，委员会无法取得真正的进展。

84. 他最后感谢特别报告员对委员会工作做出

的宝贵贡献。

下午12时50分散会。

第3114次会议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

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丰巴

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399 初次报告载于《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01号文件。

科洛德金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

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

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

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

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国家官员的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第三次报告 (A/CN.4/646)。

2. 彼得里奇先生满意地指出，特别报告员在第

三次报告中明确了整体上衍生于习惯法的全部现行法

相关规则，并且阐述了国家官员豁免的程序问题。特

别报告员的观点慎重依据于相关国家实践、国家和国

际司法实践以及学说，并且他的方法具有敏锐的法律

逻辑。如他在审议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400时指出的，

他本人依然认为委员会应当对本专题采取一个平衡的

方针。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豁免已经得到牢固确立，

这反映了国家主权，从而也反映了平等者之间无统治

权原则，属人管辖豁免即源于此；豁免也是对安全国

际交流—属事管辖豁免的一项来源—的更大需要

的结果。国际法下的罪行不得有罪不罚的原则、普遍

管辖权的概念以及确立法治的努力，它们作为全人类

分享的共同价值观，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未来应当对

豁免的概念及其适用产生影响。因此，当委员会在下

一个五年期制订国家官员豁免专题的条款草案时，既

应当编撰现行的习惯规则，也应当毫不犹豫地推动国

际法的逐渐发展。应当认真考虑上次会议杜加尔德先

生提出的关于必须区分普通罪行和核心罪行的意见。

3. 在其报告的好几个段落中，特别是从第23至
第31段，特别报告员谈及了官员本国为援引豁免权

提供证据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决断地认为：提供证据

没有必要，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及其法院都不能提出

这一请求，并且他不认为个人豁免和职能豁免之间

有什么重大区别。他在第26段解释说，他的立场首

400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关于本届会议对第二次报告的审议，见上文第3086、
3087和第308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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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如果必须有证据支持才能接受

豁免权的援引，就“可要求官员本国为此提供极为敏

感的信息，披露与其内部主权事务相关的数据”。尽

管援引属事管辖豁免时必须提供证据这一点已被普

遍接受，但这丝毫不防碍官员本国为援引豁免权提

供证据，只要其认为这对援引的说服力和有效性来

说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如特别报告员本人所辩称的，

官员本国必须至少援引事实说明有关人员是其官员，

正在执行公务。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提供证据可能

不过是为了援引豁免权而作充分的阐述，既不会强

迫行使管辖权的国家“盲目接受” (第30段 )援引，也

不会使其能够予以漠视。

4. 可以主张说，在职能豁免的情况下，由于违

法人员是否是一名执行公务的国家官员并不明显，因

此也许需要或甚至有责任为援引豁免提供证据。在刑

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法国提出了这一问题，

辩称：提供证据的缺失“表明一名官员，无论级别或

职务如何，所需做的一切只是声称自己在行使公务，

从而可以逃避在外国的刑事起诉” (判决第189段 )。
应对这一警告予以考虑，因为它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尤为相关。显然，如果不要求一国为援引其官员的豁

免提供证据，则可能任意地赋予属事管辖豁免，无视

这类豁免的原由，造成法律的不确定。另外，如果一

国可以为其全部官员援引豁免，而不必证明非法行为

是公务性的，则将构成对全体官员赋予实际上的属人

管辖豁免，并且实际上也可能为私人行为赋予豁免。

因此，属事管辖豁免将失去其职能属性，并将成为三

要人之外者的特权。如果一国没有义务为援引属事管

辖豁免提供证据，则可能有利于不公正的有罪不罚情

况。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可以对这一问题做些解释。

5. 在第31段 —在其他段落中也有所暗

指—特别报告员称“官员本国必须说明理由，才能

声称其官员虽然不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

长，但地位或职务符合主张人员豁免权的标准”。问

题的要点是属人豁免，而非职能豁免。关于后者，毫

无疑问，官员本国拥有主权决定谁是其官员以及什

么行为是其得到授权代表实施的。三要人成员以公

务身份行使的行为的属人豁免与职能豁免有所重叠。

然而在他看来，对这些官员的属人管辖豁免不仅涵

盖其在职期间的公务行为，而且涵盖其私人行为，

包括离职之后的行为，它是基于国际法的特权，而

不是国内法上的特权。这一巨大的特权仅限于职位

最高的三名国家官员，直接反映以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为象征的国家主权以及外交部长在国家间关系

中的特殊身份。三要人的成员享有国际法上的全权

代表权，因此 (不同于特别报告员似乎在第31段暗示

的 )不应允许国家扩大享有属人管辖豁免的三要人成

员。这一狭隘的三人帮可由一项新公约或者构成新

的法律意见，如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涵盖广

泛的国家实践来扩大，而非仅由官员本国来扩大—

这将对国际法和豁免问题产生影响。

6. 上次会议辩论期间，对外交部长的属人管辖

豁免和这类豁免的其他可能受益者问题表达了意见。

应当尊重外交部长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传统上

在国际法中是特殊且相当确定的。应根据当代的情

况考虑应否扩大三要人的范围以包括新的属人管辖

豁免的受益人：今天，人们期望的是更少而非更多的

豁免，特别是对于国际法罪行更是如此，这类罪行

绝不能不被惩罚。

7. 他希望他的意见可以帮助澄清一些余留问

题。除此之外，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出色的第三次报

告中所含的意见和结论。

8. 哈穆德先生说，如初次报告 401 中的结论一样，

第二次报告在委员会引起了意见分歧，反映了国际

社会和法律学者们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范围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报告员为证明他的核心结

论而提出了非常强有力的论据，但事实依然是传统

的豁免概念处于守势。目前的法律已经不同于十九世

纪。尽管很少有人反驳在国际关系中必须贯彻主权

平等和不干涉两项原则，但这类原则的权利和义务

内容已经兼顾了国际一级发生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

在这方面的不同看法。这些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原

则，其目的是保护国家，无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大小或份量如何，但是，这些原则不是一个滥用基

本权利的许可证。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主权平等

和不干涉原则可被用作反对绝对豁免的理由。一国

侵犯另一国的领土、居民和国家利益，违反国际法

和该国的国内法，就是在违反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两

原则。因此，如果一国以其正在违反的原则为依据，

援引绝对豁免权来保护本国官员，则严重地损害了本

国的法律地位。所以，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是以逐案考虑为基础的，不是一揽子的豁免。尽

管特别报告员作出若干断言，但较之他的初次报告，

其第二次报告甚至赋予了更多的一揽子豁免，这将影

40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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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国际关系的处理，并会实际造成比一揽子适用普

遍管辖权更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当某受害国知道自

己在国际上无助，又无法在另一国官员的罪行侵犯

其主权的案件中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则将有可能采

取非法行动去报复另一国；这将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利

影响。委员会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对本专题做出结论，

确保主权平等和采取保护免受滥用。因此，他支持委

员会设立工作组的建议，以审议与国家官员豁免相

关的核心原则，不管豁免是规范还是例外 (如村濑先

生所说的 )，审议与国家管辖权的关系、职能豁免和

绝对豁免的范围、以及这几类豁免与各种不法行为，

包括与最严重国际罪行之间的关系。工作组在这样做

的时候，将需要审视国际判例，并注意国际法院就逮

捕证案和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的判决中并未

支持绝对豁免原则，而且实际上对豁免施加了限制。

实际上，逮捕证案为某些情况下行使管辖权开辟了途

径，又维护了这一特定情况中的豁免权，因为法院认

定一国行使普遍管辖权会妨碍另一国外交部长适当

履行职务。然而，对于最严重的国际罪行，法院没

有排除在高级官员离职后外国行使管辖权的可能性，

并且没有以官员本国放弃豁免权作为行使这一管辖

权的条件。这一点得到了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

根塔尔几位法官联合提出的不同意见的确认。因此，

工作组将必须审议的问题是：在最严重国际罪行的案

件中，国家官员离任之后是否依然享有职能豁免？

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法院没有排除职

能豁免的适用，但也没有具体说明这类豁免的内容、

没有指出“公务行为” 是否足以构成这一豁免的门槛。

9. 工作组也应当审议职能豁免情况下的归因问

题。特别报告员辨称，一名国家官员的行为是官员

本国的行为，以反驳有人说这类行为可隶属于外国

刑事管辖。他随后称，这是一个具有“双重” 归因的

行为，确认了这样一项提议，即：在某些情况下法院

地国可在不就行为是否归于官员本国进行裁定的情

况下，对外国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即使该行为归

于官员本国，也不能根据一般国际法认为该国犯下

了国际罪行，但是可以认为官员犯罪了，并且需要

更仔细地审议官员执行公务时不得逃避外国刑事管

辖的具体情况。

10. 就一国官员侵犯他国主权且其在该国的出

现未获同意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项例外非

常有限的建议，他称之为豁免缺失。实际上，如果

沿循三份豁免专题报告的逻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官员本国仍可以代表该官员援引豁免权，毕竟这是

该国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不应受外国刑事管辖。

11. 一国主权受到另一国官员侵犯，就必须能

够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程序

性” 豁免为由阻碍它那样做。一国有权利和责任保护

国民和领土，制止另一国—包括通过其官员—

实施有违国际法的行为。假设习惯国际法规定了国

家官员的豁免，那么就会有一个同等，如果不是更高，

的原则，它衍生于主权平等，赋予另一国在国际法

项下对本国领土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一国在

其境内遭到外国官员的破坏，而这些官员在实施这

种破坏行为时并不在该国境内，又或者一国海外居

民因另一国官员的种族清洗行为而受伤害，那么，“程
序性豁免” 可以阻碍它根据国际法行使保护其领土和

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吗？这不是一个现行法对拟议法

的问题：这仅涉及现行法。在最低程度上，受害国有

权根据反措施的理论中止履行义务，不再向加害国实

施该行为的官员给予豁免。这不是拟议法。比起因

为加害国援引“程序性豁免” 而使得受害国诉诸武力，

这对于国际关系的稳定肯定更好；并且在国家不能诉

诸武力的情况下，这更好地促进了主权平等原则。

12. 将来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可能设立的工作

组应当审查就违反强行法原则的严重国际罪行进行

起诉的问题，并且审议强行法是否优先于程序性豁

免。在两项国际法原则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价值

更高的一个，即使两项原则性质不同。国际法院在东

帝汶案中的裁决不具有可比性，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

是法院的管辖权，而且对于某些义务的普遍性问题，

法院需要对某一非案件当事国的行为做出裁决。

13. 他总体赞成特别报告员关于豁免程序问题

的大部分提议，但旨在加强第二次报告实质结论的那

类提议除外。他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必须在审

判初期提出豁免问题，并且由于任何延误可能引起

潜在的危害，所以必须尽快予以作出裁定。一般来说，

如果所涉官员是三要人之一，管辖地国必须推定豁

免权存在—官员本国没有必要援引豁免权。然而，

应当进一步考虑关于两国—管辖地国和高级官员

本国—需要合作的提议。当管辖地国获悉有关官员

可能是三要人之一时，如果对官员的身份存疑，应

当寻求官员本国的确认，官员本国随后应当确认或

否认这种身份。如果管辖地国不清楚这一身份，官

员本国也应当通知管辖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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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除了三要人之外的职能豁免问题，官

员本国是有权援引豁免的实体，这个结论值得赞成，

并且得到了国际实践和国际案例的支持。

15. 雅各布松女士说，国家官员豁免专题的第

三次报告很好地解释了特别报告员的方针，对于进

一步审议本专题很重要。来自一个对以立法手段规

定刑事管辖的权利和以程序手段适用立法措施的权

利加以明确区分的国家，她特别赞赏特别报告员对

程序问题的侧重；尽管程序问题不能与实质法区别开

来，但是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个

应当依据的、很有逻辑的推理。 

16. 她的发言仅限于第三次报告第61段所载的

提议。她说，她关于豁免程序问题的意见，不意味

着她赞成特别报告员关于哪些人享有或应当享有这

类豁免的慷慨立场。她赞同第6 (a)段的建议，即原

则上必须尽早审议豁免问题。但是在实践中，这也

许很难做到，因为可能在弄清被起诉者也许享有豁

免权之前很久，警方就已经开始了审前程序。特别

报告员的处理办法也许要求通过立法。即使国家立

法规定必须在初期提出这一问题，国家当局仍有可

能很难评估具体情况。

17. 关于第61 (b)段，她说，与特别报告员不同，

她不认为“如在诉讼开始时不考虑豁免的问题，则可

能被认为违反了法院地国根据关于豁免的准则所承

担的义务”，至少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因为这将把

义务推得太远。法院地国，特别是其官员必须有一

定的余地审查是否关于豁免问题的审议与本案有关。

另外，将很难明确界定一个法院地国应当承担责任

的界线。不审查豁免问题而引起的责任问题，必须

在以后阶段提出来。

18. 她理解第61 (c)段所依据的原理，但是认为

这一一般规则的措辞应当表达得更为谨慎。时间因

素在这方面起作用。如果国家不能够援引豁免权 (它
甚至可能不了解案件 )，则官员必须有权—如果不

是援引—至少通知法院地国，说他 /她享有豁免权。

法院地国及其官员必须考虑这一信息。虽然这不等

于说这类信息构成有法律约束力的豁免援引，但是

这肯定“有关”。

19. 关于第61 (d)段，她同意特别报告员，知情

权是援引豁免的前提。问题是信息应当在哪一阶段

传达，由谁来传达。首先，她认为，确立法院地国

在考虑采取措施时有尽快通知官员本国的义务，是

不可行的。在三权分立的大多数民主国家中，政府

甚至不知道警察或检察官正在计划做什么。事实上，

警方对某起案件的最初调查很可能是秘密的。如果存

有一项在极早阶段进行告知的国际法义务，则很可

能有必要修订国内法，因为司法机关的代表必须与

政府协商。这样的法律不会轻易地在议会通过，因为

这种规定将被视作威胁了警方和检察机构的独立性。

20. 她不完全同意第61 (e)段的提议。并非所有

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都像政治大国的

代表们那样出名，显然，如果涉及到三要人的一位

成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去通知

官员本国。一旦这样做了，它就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合作义务在这方面也有作用，并应在整个专题中得

到更多重视。

21. 虽然她同意第61 (f)段的结论，但是不赞成

第61 (g)段所依据的假设，即：这类人员实际上存在；

官员本国可以简单地宣布一人享有豁免，并且这类豁

免必须得到尊重。因此，她避免对第61 (g)段发表意

见。如前所述，第61 (g)段同第61 (f)段一样，涉及

的是属事管辖豁免的范围。关于第61 (h)段，她赞同

只要通过外交途径援引豁免就够了，但是极难同意说

这种援引意味着行使管辖权的国家的法院再不得继

续审案。然而她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用了“以使该国法

院考虑豁免问题” 的措辞；这比简单地说法院将不得

继续审案，似乎更谨慎一些。关于第61 (i)段，她部

分赞成、部分反对。她赞同说援引豁免的国家没有“义
务” 提供第61 (f)和 (g)段未列举的理由，但不能设想

这类援引可在所有案件中都获接受。应当至少鼓励

援引豁免的国家为其援引提供理由—可以用简单

的话来说，而不侵犯国家平等原则和其他重要原则。

22. 第61 (j)段的提议似乎是一般性的规则，但

是对其结论需要加以界定。第61 (k)段的结论同样需

要进一步阐述。另一方面，第61 (l)段的推理并不完

全清楚，首先因为这是特别报告员首次提到“在任”

国家元首，其次因为第二句所述的情况不一定涉及

豁免放弃须明示的要求。然而，她赞同所提供的事例。

她也赞同第61 (m)段，但是不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哪

些国家官员享有豁免的观点；她也赞同第61 (n)段的

提议。在第61 (o)段，她赞同必须在刑事诉讼开始前

援引豁免，除非国家不知道诉讼已经启动。

23. 她赞同第61 (p)段，但强调说，一国放弃本

国官员豁免权时，不一定就解除了它的国际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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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国采取事实上的种族清洗政策，而其官员根据

这一政策犯下非法行为，并且该国 (否认其有这一政

策 )承认官员犯下非法行为，但准备放弃他的豁免，

这时，该国不能声称对非法政策以及根据该政策实施

的行为不负责任。因此，她高兴地看到特别报告员在

第61 (q)段提到了这一点，这一段的结论非常重要。

她完全赞成第61 (q)和 (r)段。她感谢特别报告员框架

完整和研究充分的报告，希望新组成的委员会将作为

优先事项处理本专题，以对最重要的问题—即豁免

的范围—做出结论，以便接下去可以制订条款草案。

24. 诺尔特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再一次为委员

会提供了一个研究深入和深思熟虑的报告，仔细吸

收了有关的来源，并且兼顾了各种相关的论据。特

别报告员没有过份依赖于逻辑推断；相反，他充分借

鉴了实践，以使报告成为今后工作的一个出色基础。

他总体上赞成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和方针，仅就少数

几点问题进行发言。然而，由于委员会的若干委员

重新开始讨论第二次报告提出的、在本届会议第一

期会议期间讨论过的一些问题，他也将在这方面加

入一些看法。

25. 杜加尔德先生在结束他慷慨激昂的发言时

警告说：委员会如果不满足在核心罪行或侵犯人权的

案件中承认豁免例外的期望，则有可能损害自身声

誉。杜加尔德先生的关切没有道理，原因有二。首先，

委员会总是试图在不同的法律考量之间争取平衡，而

不让本身受到其中之一的过分左右。第二，国际法

院和欧洲人权法院都没有因为逮捕证案或阿德萨尼

诉联合王国案的裁决而损害自己的声誉。无论如何，

尽管在设立国际管辖权方面存在着限制豁免的趋势，

但是也能在各国法院看到承认豁免的相反趋势，如

逮捕证案和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所显示的。这两

个趋势并不相互矛盾，而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总

体角度来说，是互相弥补的。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要

求限制豁免—虽然主要是在国际管辖权方面，但

并非以威胁和平国际关系的方式进行；原则上也不威

胁在国家管辖上豁免的合法性。最终，这一平衡是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有效方式，同时没有失去信誉

或付出过高代价的风险。

26. 由于时间不多，佩莱先生将自己的发言限

于强力辩称核心罪行不予豁免。佩莱先生和村濑先生

以非常笼统和抽象的方式进行了辩论。委员会应当

在下一五年期中以更详细的方式审议这一问题，并

且应当审差这类主张的可能含义和后果。因此，他

支持麦克雷先生关于如何开展工作的建议。

27. 他赞成委员会不应当回头辩论外交部长的

属人豁免问题，并且不应将这类豁免扩大到其他公

务职能。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不一

定限于三要人，而委员会不应排除其他国家官员在

特定情况下有可能非常近似于三要人成员的地位，享

有这类属人豁免。

28. 关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阐述的问

题，包括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是否必须自动考虑豁免，

他说，特别报告员在第16至第18段对刑事事项互助

的若干问题案的认真分析应当更加深入一点。他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出发点，也就是法院关于“为其官员主

张豁免的国家是否应当通知有关外国当局” 的表态。

根据这段话的上下文，显然这不是想说除非本国援

引属人豁免权，否则一国可以对三要人之一行使管辖

权。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出，这些官员的身份通常

众所周知，或者可以立即获得证实。如第19段指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刑事管辖权行使国应自行提出此人

的豁免权问题”，应当“确定”，并应当“要求该官员

所属国家仅仅放弃豁免权”。 

29. 关于法院地国有责任主动提出豁免问题的

论点，它不能只限于涉及国家三位最高官员的案件。

在明显对一名执行公务的官员行使管辖权的情况下，

这同样适用。这类案件中，在可能侵犯豁免权的相关

措施采取之前，官员本国应有机会援引豁免—如

果已经规定了先决条件。然而，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看法：如果有关国家在被告知或了解情况之后未在

合理时间内表达立场，则法院地国可以推断另一国

不主张豁免其官员。这是国际法院在刑事事项互助

的若干问题案中承认的豁免程序化的另一内容，反

映了国际关系中必须有的诚意原则。 

30. 他承认说，在属事管辖豁免案中使用“明显”

一词作为标准，有时可能无法避免在是否明显涉及一

名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问题上发生分歧。然而，以“明
显” 的标准来确定程序性前提条件，并不罕见；这样

做能维护顺利的国际交往，并防止在最初行使管辖

权是否实际出于政治意愿的问题上互相指责。因此，

在明显涉及官员公务行为的案件中，行使管辖权的国

家必须主动向有关官员本国指出正在考虑采取司法

措施，从而使该国有机会在这类措施采取之前为官

员主张豁免权。这一条件不违反国际法院关于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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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必须援引豁免权的要求。相反，这是程序方法所

含逻辑的一部分，并且符合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和合

作的规则。他也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25段及以下各

段的一般推理，根据这一推理，官员本国为援引属事

管辖豁免而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太过份，特别是在有

关人员的公职身份与行为的公务性质明显的情况下。

然而，他本人不会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29和第30
段所建议的那样，假设官员的行为就是公务行为。在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

议案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并不支持这一广义的解

释。相反，它确认了以下笼统的提议：如果一人的公

职身份及其行为的公务性质在特定情况下是明显的，

则极大地减轻了举证责任。的确，如特别报告员在第

31段中所指出的，“如同在将官员行为描述为官方行

为的情况下一样，管辖权行使国没有义务“盲目接受”

官员所代表的国家所作的此类声称”。这意味着—

根据杜加尔德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所举的假设—起

诉姆拉迪奇先生的国家不必接受塞尔维亚一封称其

为官员并且有关行为是公务的简函。相反，塞尔维

亚必须否认似乎众所周知的关于姆拉迪奇先生的情

况。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显然是一国的军事指挥官，

并且有关指控事关该国武装部队的活动，则官员本

国这样说就应当够了。必须铭记，任何举证责任的

目的仅仅是确定一名官员是否是执行公务，而不是

间接地强迫一国在外国法庭上为其行动辩护。这也

意味着，是法院地国，还是豁免援引国有权决定豁免，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有帮助的。法院地国必须最终决

定是否承认豁免，但是必须在狭小和明确的界限内

这样做。 

31. 关于放弃豁免的问题，必须更明确地区分

两种情况：在个案中放弃豁免和在可适用某一般性条

约规则的某类案件中放弃豁免权。他赞成说，这类

豁免例外的确定标准是：放弃必须具有“肯定性” —
如国际法学会在《关于国际法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管辖和执行豁免问题的决议》402中诉述的那样，而不

是任何特定的形式标准，如这样或那样的假设。两种

放弃形式之间的共同性不应当混淆如下事实，即在这

两种情况中，确定将豁免排除在外的方法是不一样

的。当一条约规则确定了普遍的豁免放弃时，所要

求的肯定性主要涉及到实质法的解释问题，但对于个

体豁免的放弃，则是一个评估具体程序行为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他感到，为了确定放弃豁免是否适

402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9卷 (2000-2001)，温哥华会

议 (2001年 )，第743页起。

用于某一具体案件，肯定性标准含有一项诚信义务，

即在有疑问时向官员本国询问。国家及其机关可能不

会轻易接受另一国的行为构成了放弃豁免。另一方

面，根据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和合作的规则，如果

国家希望援引豁免，并且处在必须作出反应的境地，

也有责任在合理时间内明确表示其意向。

32. 关于“如一国不援引官员的豁免权，可否视

为默示放弃豁免权” 的问题，他赞成特别报告员的看

法，国际法院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并未裁定

“吉布提不援引豁免就是放弃了豁免”。他也同意不援

引豁免是否构成放弃，取决于具体案件的情况。因此，

最重要的问题是默示放弃问题产生的时间点。只要一

国没有肯定地了解到别国对其官员行使管辖权一事、

或者尚未有充分时间作出反应，则不援引豁免就不

能视为放弃。然而，一旦有关国家已经得到充分通知、

并有充分时间 (不得过久 )做出考虑，则不援引豁免

通常被视为默示放弃或 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条款草案 403第45条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意义上

的对诉求失效有效默许。委员会或可从关于第45条
(b) 款的评注第 (11)段中得到启发，即：

国际性法院通常以灵活方式衡量某一案件中的有关

情况，考虑到被告国的行为以及所涉权利的重要性等问

题。决定性因素是，被告国是否由于延误而遭受任何损

害，因为被告方本来可以合理地预计要求不会再提出。

即使有一些损害，也可以在确定赔偿形式或程度时加以

考虑。404

33. 出于法律和程序保障上的原因，一项放弃

不得撤回；因此他不赞成特别报告员关于某些默示放

弃并不排除一国可在以后援引豁免的看法。这是一

个无必要和有误导的提议；特别报告员需要这样说似

乎仅是为了那些他承认在另一国援引豁免之前，行

使管辖权的国家可继续审理的案件。然而，这不是

默认放弃的情况。相反，它涉及的是豁免问题依然

未决的阶段，这在一阶段必须在相关两国相互尊重

的过程中，尽快确定豁免的先决条件是否存在、以

及是否已经援引豁免。如果有重大迹象表明可能援

引豁免，则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必须谨慎行事，让另

一国有机会进行援引。如果豁免最终得到正确援引，

这一期间采取的适度管辖权措施不会无效；然而其有

效性并非依据于一项默示放弃，而是源于一项有限的

403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404 同上，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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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诉讼的权力—即使在面对豁免可能得到援引

的可能性时。作为最终决定一国对自身某一权利所

采取立场的单方面行为，放弃的特点是不容置疑的。

34. 诚然，一项放弃的范围可宽可窄。因此，

一项放弃一开始可能是有限的，授权法院地国采取某

些初步措施，但这不妨碍官员本国其后针对普通刑

事诉讼援引余留的豁免。他也赞成特别报告员关于国

家责任问题的意见，特别是第60段的意见：“依据其

官员受指控的行为属于公务性质的理由而援引此人

的豁免权的国家，即承认这一行为是国家本身的行

为”。他还同意说，该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一定承

认其对该行为的责任是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最后，

他感谢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出色报告，该报告为委员

会在下一个五年期审议本专题奠定了基础。

35. 杜加尔德先生提到诺尔特先生的看法，即

拒绝豁免的做法仅应在国际法庭中适用，而在国内法

庭中则应当适用豁免，他强调说，这是理想中的情况。

今天，特设法庭正在逐渐退出，仅有116个国家批准

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意味着，大部分对

国家官员严重国际罪行的起诉，都是在国内法庭上

进行，因此国内法庭必须成为委员会关注的重点。

36. 诺尔特先生说，他仅想强调豁免在原则上

的合法性；对于其程度问题，他尚未采取特定立场。

他仅试图强调委员会需要更为详细地研究两个趋势

之间的关系。

37.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三

次报告和内容明了的介绍。报告反映出对司法决定、

国家实践和法律见解的深入分析和广泛研究。它阐

述了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程序问题以及官

员属人管辖豁免和官员本国责任的重要问题。第三

次报告在逻辑上沿循了第二次报告。第二次报告就实

质问题、包括属人管辖豁免的范围问题，进行了审查，

他先前也对其发表过评论。他认为，属人豁免应当

限于三要人成员，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不应使其扩大到其他高级官员。另外，如果一外交

部长犯下核心罪行，即使是以公务身份行事，也不

应对属人豁免规则有任何例外。

38. 总体来说，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就第三次报

告所讨论的各方面问题所表达的意见，并仅提出几

点意见。关于审议豁免问题的时机，他同意说，原

则上应当在司法诉讼的初期—或者更早一些，在

审前阶段—审议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问

题。如报告第11段指出的，为了实现豁免的基本目标，

即确保国家间正常关系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对豁免

的前期审议是很有必要的。更具体地说，豁免问题

的前期审议能确保法律确的定性，尤其是能保护执

行公务的国家官员，尽管援引豁免的权利属于官员

供职的国家，而不是有关官员。这不应当阻碍官员

在司法诉讼开始前向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主管当

局宣布其拥有豁免。当然，官员本国必须向行使管

辖权的国家再次确认该官员拥有的豁免。承认官员

甚至在法律诉讼开始前就有宣布其享有豁免的权利，

对于防止官员受到不当对待，至关重要。

39. 他赞成第32段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国家可

以合法地援引其官员的豁免，无论其官员是涉及享有

属人豁免的三要人成员还是享有职能豁免的其他官

员。因此，只有当官员本国援引和宣布了豁免，豁免

的援引才有法律效果。他赞同国际法院在刑事事项互

助的若干问题案的判决中所做的分析：援引豁免的责

任属于意图保护其官员免受外国刑事管辖的国家；而

在适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的属人豁免

案件中，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必须确定其根据国际法

而可能在官员豁免问题上采取的立场。特别报告员的

结论是：在这类案件中官员本国不负担向行使管辖权

的国家主管当局提出属人豁免的责任，然而， 这不应

当被理解为官员本国被剥夺了固有权利，即酌情向

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的主管当局提出豁免问题以

及援引官员的属人豁免的权利。如第61 (i)段指出的，

援引其官员豁免的国家没有义务为豁免权提供理由，

但是它必须通知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有关个人是其官

员，并且因执行公务而享有属人或职能豁免。

40. 必须强调，国家—而非官员—有权放

弃一名国家官员的豁免权，无论是属人还是属事管辖

豁免。特别报告员讨论了放弃豁免必须是明示，还

是默示就足够的问题。整体来说，他同意特别报告

员的意见：在涉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时，

放弃豁免应当是明示的，而对于其他享有职能豁免

的在职或前官员，放弃豁免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

默示的。然而，他很难理解特别报告员的“不属于 ‘三
要人’ 但享有属人豁免的在职官员” 这一短语的含义。

41. 在报告最后一部分，特别报告员阐述了官

员豁免与官员本国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提到了责

任的双重归因问题。放弃一名执行公务并引起行使

管辖权的国家启动法律诉讼的官员的豁免权，在官

员所施行为构成了违反国家的国际法义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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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导致对官员本国援引责任。官员执行公务的行为

是有关国家的行为。然而，这一原则仅能逐案地适用，

并兼顾有关的事实和具体的情况。 关于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几次报告载有一些有争议

的问题，必须在委员会可以开始拟订条款草案前加

以解决。他因此赞成麦克雷先生的建议，即在2012
年设立工作组处理这些问题。

4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特别报告员的三份

报告以及秘书处2008年的备忘录 405，对于任何须处理

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人来说都将是必

读之物。第三次报告是特别报告员所描绘整体图景的

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方面，他不赞成佩莱先生在上

一次会议上表达的关切：诚然，由于时间不足，委员

会未能就第二次报告得出结论，但这没有关系，因

为第三次报告也可作为第二次报告的一部分。同样，

它也可构成第二次报告的增编，在审议其他专题时

缯编也是常用的做法。

43. 与其他发言者一样，他在总体上赞成第三

次报告。特别报告员在介绍中解释说，报告采取了

不同的方法，它在很大程度上以演绎和逻辑为依据，

而不是基于稀缺的实践。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报

告反映了特别报告员广泛的经验。他赞成特别报告

员关于审议豁免时机问题所说的内容、以及关于援引

豁免问题的几乎所有内容，并且他赞成关于放弃豁免

问题的两节。然而，雅各布松女士关于结论的评论

和特别报告员的答复表明，尚有许多细节需要探索。

在这方面，就各种法律制度下的程序立场搜集更多

信息，将会是有意义的。

44. 他对于报告有四点评论。第一，报告似乎

没有针对狭义上的豁免而特别阐述个人不可侵犯问

题。不可侵犯问题在实践中可能非常重要，可能特

别涉及到援引豁免的时机问题。

45. 第二，关于援引豁免的问题，他不像特别

报告员那样深信可以明确区分三要人与其他可能享

有属人管辖豁免的高级官员。如其他委员所述，有

可能一国主管当局，比如警方或法院，不知道世界

上193个国家的所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也有可能它们了解三要人之外的某些其他高级官员

的身份。他因此怀疑能否制定明确规则；这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无论如何，如果一国

405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 (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希望维护其官员的豁免，最好就之表明立场；如果关

于豁免问题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很复杂，则—尽管

很可能没有义务这样做—于该国有利的也许是直

接参与诉讼、就案情进行辩护，而不是仰仗法院地

国当局或法院本身提出这些问题。

46. 关于三要人问题，他再次强调说：在他看来，

根据目前的习惯国际法，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

部长在任期间无疑都享有属人管辖豁免。学者们甚

至委员会委员们质疑国际法院就此所作判决的企图，

不过是一厢情愿。逮捕证案中的多数意见是压倒性

的，并且在判决中仔细地解释了这一立场。真正的

问题是如何确定哪些其他官员也享有属人管辖豁免。

他不同意在任三要人成员的豁免权是非绝对的，至

少作为现行法提出是这样，并且他赞成法国律师在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就此表达的意见。 

47. 第三，关于援引豁免的问题，他赞成特别

报告员，认为通常须由官员本国提出属事管辖豁免。

一些人批评特别报告员关于官员本国和法院地国各自

作用的措辞，但似乎无的放矢。他本人认为，使用“特
权” 这一技术性词汇虽可避免，但并无害处。特别报

告员的措辞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并且是适当的。然而，

对于国际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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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秘书长声明 406 表示的

同等尊重，他无法肯定这对一国的声明而言是否必要

且妥当，因为有时必须审视一国言辞背后的含义。 

48. 第四，就第三次报告中有关放弃豁免的一

节，他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在第44至第46段中阐述了

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家加入某些条约时，即被认为

默示放弃了豁免。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点的总

体结论；反对意见基于依据的是他称之为对条约的解

释所采取的“一厢情愿” 方针。同时，他支持佩莱先

生的看法，第44段结尾提及个别国家的意图有所不

当。一条约或者对所有缔约方都含有一项默示放弃，

或者都未含默示放弃。在皮诺切特案中，联合王国

上议院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得出了这一结论，但这仅是在详

细地分析了该《公约》的措辞之后得出的。它的推理

不能轻率地用于其他条约。 

49. 目前审议的专题对于各国和其他各方极有

意义。外交部长及其法律顾问在这方面一贯面临着严

406 国际法院，1998年10月2日，“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提交

的书面声明”，可查阅网站www.icj-ci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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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法律问题，须立即做出反应。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可能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它依据的是经验，并

争取为实际问题找到实践解决办法。有人在上次会

议上称，委员会如果不对本专题采取一个特定的方

针，将可能损害其威信。相反，如果委员会采取一

个不现实的立场，迎合某些游说机构更极端的观点，

反倒更有可能损害其威信。委员会委员们是作为个

人法律工作者参与这里的工作，任务是为国际法的

编纂和逐渐发展做出贡献；他们不是特定集团或利益

的代言人。 

50. 2012年，委员会将必须决定如何继续处理

本专题。基本上来说有两种选择：或者可以争取编纂

现行法，或者可以采取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提出新的

规则供各国审议。希望一套经过审慎推理及平衡的新

规则陈述，可为各国所接受，并的确得到他们的欢迎。

这类规则想必需要在适当时候纳入一项公约。每一选

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进行编纂工作也许是有益的，

将澄清和弥补空白，比如第三次报告所述程序事项

中出现的空白。制定新规则将更有挑战性，并且只

有得到各国广泛接受，才有用处。在下届会议之前，

听取各国对委员会的期望，将是有意义的。

51. 佩莱先生说，他曾经出于方法上的原因对

委员会就本专题第三次报告的审议进行了批评。通

常情况下，特别报告员编写初步报告，以作为进一

步审议的基础。在本专题中，初次报告的某些内容

是有争议的，而委员会在未就基础进行商定的情况

下就继续走了下去。 

52. 关于迈克尔爵士提出的选择，他强调说，

根据委员会的任务，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任务优先于

编纂国际法的任务。

对条约的保留 (续完 *) 
(A/CN.4/638，A节 ; A/CN.4/639和Add.1 ； 
A/CN.4/647和Add.1 ；A/CN.4/L.779 ；

A/CN.4/L.793和A/CN.4/L.795)

[议程项目2]

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的报告 (续完 **)

53. 主席请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组主席介绍

工作组第二次工作报告。 

54.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对条约的保留专

题工作组主席 )回顾说，在2011年7月6日的第3099
次会议上，委员会请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组审议国

际法委员会关于保留对话问题的建议或结论草案的

案文—载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特别报告员第十七

次报告 (A/CN.4/647和Add.1)第68段。经过认真审议，

并根据委员会的惯例，工作组一致认为，由委员会详

细阐述一套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然后作为建议提交

大会，比向各国直接提出建议更为妥当。A/CN.4/L.793
号文件载有工作组临时通过的九条结论；结论之前是

八段序言，其后是向大会提出的一项建议。

55. 值得提一提工作组对特别报告员原拟案文

的数处修改。关于序言，工作组加上了第二序言段，

提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七次报告。第三序言段就

原第二序言段进行了改写，现在说的是“有必要在保

护多边条约的完整性与确保尽可能普遍加入条约这

两个目标之间达成满意的平衡”。序言部分第四和第

五段是原序言部分第三段的分割和改写。在序言部

分最后一段中提到的区域组织已被改为笼统地述及

国际组织。

56. 关于第一节所列的结论，第3条结论的第一

部分是新的。它提到保留方对理由的说明对于评估保

留的有效性十分重要。工作组感到加入这一内容很

重要，目的是平衡第5条的结论，该条提到各国和国

际组织就一保留所表达的关切往往会有助于对保留

有效性的评估。第4条结论的内容来自于特别报告员

原拟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但补充提到，定期审议

保留的另一后果是可能对某些保留的范围进行限制。

最后，第二节所载的建议对应的是特别报告员原拟案

文的第9段，仅进过了略微修改。工作组建议委员会

将A/CN.4/L.793号文件所载的案文作为附件纳入《实

践指南》。 

57. 关于保留的援助机制的建议，他回顾说，

委员会将载于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增编第101段的

关于保留领域技术援助和争端解决援助的建议草案

提交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组审议。根据全会辩论

期间提出的意见，特别报告员还向工作组提交了一份

经修订的建议草案。工作组也以修订的案文为基础，

进行了逐段审议。 

58. 考虑到一些委员在全会讨论期间表达的立

场，工作组认为拟议的案文应当以向大会提议的形式

编写，并且工作组的建议应当笼统一些，以便为可

* 续自第3106次会议。
** 续自第309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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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立的任何机制的形式留出较大的余地。工作组

暂时通过的建议案文载于A/CN.4/L.795号文件，工

作组主张将该建议纳入委员会本届会议工作报告草

稿第四章。 

59. 关于对原拟案文的修订，工作组认为最好

是将所拟机制的范围限于国家，因此，从建议的案

文及附件中删除了对国际组织的提及。 

60. 关于序言，在第二序言段中加入了关于保

留提交的内容，并且在最后序言段中现在提到了“灵
活机制”，从而同时涵盖第1段中提到的“观测站” 与

第2条和附件中设想的援助机制。 

61. 第1段是新的。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它

含有一项建议，请大会考虑在第六委员会中设立一

个全球性的关于对条约的保留问题的“观测站”，并

且提请各国考虑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设立类似机制。

如第1段的脚注所述，这种观测站可以借鉴欧洲委员

会特设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 (公法顾委 )所设的

观测站。

62. 关于附件，他说，根据特别报告员的一

项提议和全会辩论期间表达的意见，现在提及的是

由“专家” 而非 “政府专家” 构成的机制。对第㈠条

进行了简化；现在提及的是保留、对保留的反对和

接受，但未提及保留的解释、可允许性或效果。在

第㈢段，用更笼统的“意见分歧” 替代了“争端”。加

上了一个新的脚注，指出：请来协助各国解决意见

分歧的专家，不应当是曾为一方提供过援助的相同 
专家。

63. 他希望委员会然后将能够注意到工作组的

报告、以及其建议，即为《关于保留对话的实践指南》

增加一个附件并在报告草稿中纳入关于保留的援助

机制的建议。 

64. 瓦钱尼先生提到保留的援助机制的建议，

说他很惊讶的是，在提交大会的建议中，性质尚不

太明确的观测站获得了比援助机制更为重要的地位。

他请求就此做出解释。 

65.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对条约的保留专

题工作组主席 )说，这两项建议不是互相排斥的；出

于起草方面的逻辑性，设立援助机制的建议被放在

关于援助机制的附件之前。

66. 瓦钱尼先生说，如果建议的先后顺序并不

重要，他主张将之颠倒过来。

6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根据他的报告，

他认为第2段所设想的机制比第1段所设想的观测站

更为重要，但是他对这两段的先后顺序没有成见。 

68. 坎迪奥蒂先生建议说，方便起见，第1段
的脚注应当给出公法顾委的网址。他就此询问公法

顾委本身是否即构成观测站，或者其内部是否含有

一个行使这一职能的机构。他还强调说，应当鼓励

保存人继续改进其通报保留问题的手段，例如设立

一个数据库或者一个便于浏览的互联网址，从而协

助在这方面资源有限的国家。 

69.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作为公法顾

委副主席发言说，公法顾委与欧洲委员会秘书处合

作，自行发挥常设观测站的作用。 

70. 诺尔特先生说，他倾向于维持工作组为建

议所定的先后顺序。第1段建议，即设立一个保留观

测站，较之第2段建议，更容易产生影响，因此目前

的先后顺序更为现实。 

71. 杜加尔德先生支持瓦钱尼先生的建议，尤

其因为第1段援引公法顾委，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而第2段说的是一般性的机制。 

72. 彼得里奇先生同意诺尔特先生的建议，认

为应当保留目前两段的顺序。 

7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对诺尔特先

生提出的理由感到困惑，对杜加尔德先生的理由则

更是如此。但他重申，对他来说，这两段的顺序没

有什么重要意义。 

74. 经与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巴斯克

斯－贝穆德斯先生 (工作组主席 )和佩莱先生 (特别报

告员 )讨论，主席说，如果无人反对，他认为委员会

希望注意到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组主席的口头报

告以及瓦钱尼先生就A/CN.4/L.795一文中关于段落

顺序提出的修订，但一项谅解是：委员会在通过年度

报告时，将逐段审议关于保留对话的附件和关于援

助机制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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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 )

75.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特别报

告员的第三次报告与前两次报告 407前后密切相连，逻

辑缜密。初次报告和第二次报告审议的是本专题的实

质性内容，而第三次报告则侧重于程序性问题，争

议少得多。

76. 然而，第三次报告中提出并在文件第61段
中总结的若干提议，是有待商榷的。

77. 尤其令人困扰的是，在享有豁免的公职人

员或国家官员方面语焉不明，特别是在提到过去报

告中已经确定的“享有属人豁免的其他官员” 类别时

是这样，并且特别报告员坚持对豁免进行界定，使

其足够宽泛以包括前政府官员。 

78. 在第三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依然对官员

本国的意愿给予绝对的重视，导致意愿在决定何人享

有豁免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并使其成为界定何为“公
务行为” 时的唯一考虑因素。 

79. 尽管特别报告员采纳了若干因素，以便在

官员本国和法院地国之间取得平衡，但这类“保障条

款” 是不恰当的，原因有三。第一，决定谁享有豁免

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不能完全取决于国内法的规

则，更不能取决于另一国主管当局的决定。其次，“公
务行为” 的概念必须是客观的，必须取决于国际法界

定的标准，不能单方面地由官员本国决定。如特别报

告员指出的，这种排他性甚至不能依赖于这一事实，

也就是将一起行为定为“公务行为” 可能引发另一国

的国际责任。第三，根据主权平等原则和平等者之

间无统治权的原则，必须考虑法院地国的意见。尽管

肯定不得违反一国意愿而使其接受另一国的强制管

辖权，但同样肯定的是，官员本国意愿的绝对重要性，

会自动导致法院地国的主权受到限制：仅仅由于另一

国的决定—其有效性或合法性无法被质疑—就

会使该国法院不能够对一人行使管辖权。 

407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初次报告 )和《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31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

80. 因此，她无法接受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

告第61 (d)、(g)和 (i)段提出的所有提议。另一方面，

她完全赞成在原则上豁免问题必须尽早、包括在审

前阶段提出的意见。

81. 她也赞成关于放弃官员豁免的权利属于有

关国家的意见。然而，对于任何时候都有援引豁免

的可能性—包括在国家没有事先做出任何放弃声

明或者部分地放弃官员豁免权的情况下—她持保

留意见。对于官员本国在一审法院默示或明示地放

弃了豁免权，但还可以在上诉阶段援引豁免权的结

论，她甚至有更大的保留意见。放弃豁免权不仅在

政治层面、而且在法律层面都具有重大后果。因此，

必须依据法律确定性的原则加以严格解释。因此，她

不能完全赞同第61 (o)段所载的结论。

82. 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中关于法院地国未

提出豁免问题而引起国际责任问题的意见，是可以

接受的，尽管第61 (b)段第一句的主张走得过远。 

83.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与有关

国家的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她整体赞同第61 
(q)和 (r)段中的结论。 

84. 另一方面，第60段结尾警告说，国家如果

不援引官员的豁免，则为其在外国面临刑事起诉敞

开了大门，从而制造了一种有时让外国严重干涉其

内政的可能性，她对此感到难以赞成。把这种干涉

说成外国行使刑事管辖权的结果，走得过远。 

85. 她为科洛德金先生将不再担任本专题特别

报告员而深表遗憾，希望2011年11月选举出来的新

委员会将继续在工作中重视本专题。 

86. 瓦钱尼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在第三

次报告中提出的大部分结论。如麦克雷先生指出的，

面临着实践不足或无确定答案，特别报告员没有过

于学究气。 

87. 关于报告第61段得出的结论，他完全同意

其他发言者的意见，必须在审前阶段或法院诉讼初

期审议豁免问题，且不在诉讼之初审议豁免问题会

引起法院地国的责任问题。 

88. 特别报告员在第61 (c)段很好地强调了应由

官员本国援引豁免，尽管他本人认为可以考虑一定程

度的灵活性。特别报告员在第15段中指出，“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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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本国援引或宣布豁免时，所援引或宣布的豁免

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就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豁免才具有法律后果”。与杜加尔德先生和其他人一

样，他想询问在这方面是否可能存在着任何例外。特

别报告员还可考虑是否对官员本人援引豁免的行为

赋予任何法律效果，例如，在本国确认其官方身份

之前暂停诉讼。这一方针可能已经隐含在特别报告

员提出的一项要求之中，即如果适用有关援引的规

则，法院地国必须知道正在考虑采取的刑事措施；但

是，也许应当让被指控者了解他们应在诉讼初期提

醒法院注意他们所谓的身份。

89. 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特别报告员部分依

据于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谈到法院地国没

有义务自行审议豁免问题。他赞同这一结论，并询

问能否就法院地国的法院可以自行裁量的情况提出

任何准则。这不一定损害主要规则，即法院可以选

择仅依据官员本国来援引豁免。 

90. 他在总体上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官员本国

采取何种程序通知法院地国以援引豁免的意见，尤

其是这类通知没有必要提供给外国法院，而是可以

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的意见。然而，最好不要制定一

条僵化规则，去规定在涉及三要人的案件中，不论

官员本国是否援引豁免权，法院地国都必须自行考

虑豁免问题。 

91. 关于放弃豁免问题，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建

议的办法。放弃三要人成员的豁免，必须是明示的，

并正当注意到官员本国请求另一国采取刑事诉讼措

施的案件。对于其他官员，放弃豁免权可以是明示

或默示的。关于默示放弃豁免权所引起的技术问题，

可在委员会审议条款草案时处理。 

92. 在报告第61 (r)段和总结之前的那一节，特

别报告员审议了官员豁免与官员本国责任之间的关

系问题，并断言国家为受指控的官员援引豁免权，就

承认了该行为构成国家本身的行为，并且为该国的国

际法律责任创造了前提。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这一

意见。如辛格先生指出的，可能存在各种原因来解释

官员本国援引豁免的问题，包括官员本国希望对刑事

指控所依据的事项进行调查。官员本国也许想要尽

快援引豁免权，以避免该官员处于不当的尴尬境地，

并且可能在对其责任问题有明确意见之前就这样做。

在具体情况下，就援引豁免的国家是否已经满足了行

为归属的前提条件做出决定时，豁免的援引可能是

一个考虑因素，但他不赞成特别报告员似乎在第61 (r)
段所拟订的苛刻规则。

93. 最后，他指出第二次报告中尚有重要的未

决事项，包括三要人成员豁免的性质和范围。他赞同

麦克雷先生和其他人的意见，应在2012年将该问题

交给一个工作组，根据委员会表达的不同意见进一步

审议。委员会也可考虑先任命一个新的特别报告员，

让他有机会在问题提交工作组之前确定立场。他提

请大家注意，《198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豁免一章在提到委

员会临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第4条第2款时指出：“本条

款同样不妨碍根据国际法给予国家元首个人的特权

和豁免”408。为什么对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并非如此？

特别报告员素差伊库先生的答复是，“给予这些人士

以及国家元首家属特权和豁免主要是出于国际礼让

而不是根据确定的国际法既定规则” 409。然而，该特别

报告员又向前推了一步，他指出：“关于第2款，一些

委员建议扩大规定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以私人身份

行事的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其他

高级别人士” 410。该特别报告员说，他不反对加上政府

首脑、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但是不会加上国

家元首的家人，因为他依然怀疑家庭成员 “根据确定

的国际法规则” 411具有特殊地位。这意味着，该特别

报告员对三要人成员是否享有现行法上的豁免问题

改变了主意。

94. 如引文所示，这不是新问题，委员会不是

头一次处理这个问题了。因此，难以想像委员会的

威信在争取解决这一问题时会受到影响。

下午1时散会。

第3115次会议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

408 《198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1页，第

443段。
409 同上，第211页，第446段。
410 同上，第212页，第448段。
411 同上，第4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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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丰巴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

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

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

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

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

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完 ) 
(A/CN.4/638，F节和A/CN.4/646)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完 )

1. 丰巴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作了大量研究和分

析，为委员会讨论本专题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连贯

一致的框架。遗憾的是尚未制订任何条款草案，尽

管这在审议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412 之前这样做

为时过早，原因是就实质性问题采取的方法将对第

三次报告所涉的程序问题有所影响。

2. 关于豁免例外这一根本问题，他说，特别报

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94 (o)段中断言，没有国际法规

范曾发展这类例外，也不存在任何确立这一规范的

趋势。这一断言应当经过对相关做法的系统和严格

的审核来证明。在缺乏这类证明的情况下，应逐步

发展国际法，对严重国际罪行采取豁免例外。

3. 关于第三次报告 (A/CN.4/646)，他说， 只要

身份认知涉及“三巨头” 或“三要人”，第19段中“原
则上” 一词就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也有这类人的身份

不为人知的情况。毕竟，礼仪中的确会发生失误。

4. 他赞同报告第55段关于放弃豁免的形式的

结论。第60段恰当地描述了一国在决定是否承认某

官员的行为是官方性质的，从而为自身对该行为的

潜在责任而奠定依据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5. 一般来说，必须区别属人豁免与职能豁免。

就属人豁免来说，也有必要区分所谓三要人享有的

“一级豁免” 与“二级豁免”。其次还必须区别行使管

辖权国家必须自行提出或不提出豁免问题的情况。第

41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关于本届会议对第二次报告的审议，见上文第3086、
3087和第3088次会议。

三是区别官员本国被告知与尚未被告知其官员处境

的情况。

6. 根据在诉讼之初提出豁免的观点推论，按逻

辑只能在一审法院而非上诉阶段援引豁免。但这是

一个专断的方法：如果事实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有必

要，应该考虑允许在上诉阶段援引豁免。无论如何，

必须考虑到豁免的作用，并且有必要确定在各级法

院如何处理豁免问题。

7. 报告总结 (第61段 )所载的18点反映了本专

题提出的主要议题。第61 (c)段建议说，官员本人援

引豁免不具法律意义；但是在编写草案时应考虑到这

一情况，尤其是如特别报告员在第15段中指出的，

官员的这类豁免声明在司法程序上并非毫无意义。第

61 (f)段的第三句说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没有义务自行

考虑豁免问题，这也许太绝对。也许应当更多地考

虑一下这个问题。

8. 他赞同第61 (l)段关于放弃豁免可不必明示

提出和不援引豁免情形的说明。

9. 最后他说，他赞成注意到各报告所载的结论

并将火炬传递给2012年新当选的委员会。考虑应否

成立工作组以研究豁免例外的关键问题，将是后者

的责任。

10. 科洛德金先生 (特别报告员 )总结关于他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的辩论，说他对掀起了热烈的讨

论感到高兴，并且对各种意见和有时毫无顾忌的尖

锐批评表示欢迎。已经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哪种国家

官员享有、不享有或不应该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豁免范围；豁免是否是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并且如果

是的话，是否存在或应该存在任何例外或限制；以及

根据国家官员所犯的罪行类型—普通罪行或属于

整个国际社会关注问题的最严重罪行，是否应对豁

免采取的方针分级。

11. 赞成最低限度方针的委员会委员强调必须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认为豁免是一个国际法现行趋势

逐步淘汰的旧机制。他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事实、

错误地评估一些事实、对国家主权采取绝对主义的立

场，并且为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充当辩护人。委

员会的一些委员在豁免和责任之间划界，并援引人

人法律面前平等原则而将豁免与有罪不罚归为一类。

因此，他第二次报告的主要结论、甚至理论基础都

受到了强烈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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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普遍支持他的观点。他

们不贬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意义或国际法的目前

趋势，但同时强调了豁免对确保适当的国际和国家

间关系以及防止被滥用的重要性。

13.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拥护的第三类主张是，

他对现行国际法的分析可能基本合理，但是为了国

际拟议法的逐渐发展以及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与确

保国际关系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之间争取适当的平衡，

必须进一步限制豁免及其享有者的范围。

14. 为回复对他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的某些笼

统的和具体的批评，他有以下几点意见。

15. 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即大部分建立普遍或

域外管辖权的企图是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官员

或前官员所为，他列举了18个国家，其官员已经或

正在面临外国行驶管辖权的企图，其中15个是发展

中国家。发起此类程序的国家有阿根廷、比利时、法

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瑞士、

联合王国和美国。或许他应该干脆在其中一份报告

中列入这些清单。

16. 他不能接受关于所谓他忽视事实、墨守成

规的批评。没有事实，法律当然毫无意义；但是几乎

不难找出关于对具体官员试图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事

实。然而，事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而委员会不

是一个事实调查机构。它的委员各有不同的世界观、

法律及个人背景，这自然会影响他们所审议事项的

立场。这种意见分歧是有益的，尽管会使寻求共识

变得更为困难。

17. 一般来说，国际法—尤其是主权—的

当代概念明显不同于二、三十年前盛行的观点。现在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在当代国际议程上占据了主要位

置。对国际法上和国际刑事司法管辖下的严重罪行，

个人负有刑事责任，已成为生活现实。所有这些话都

是老生常谈。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至少对他而

言是如此—人权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但

是并没有削弱—各国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

原则。值得考虑的问题不是总体上当代世界和国际法

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对国家主权构成影响，而是—

更具体地说—总体上的国家官员的豁免、尤其是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何受到了影响。

18. 国际法的目前趋势显然是国际刑事管辖权

的兴起以及否定对这一管辖权的豁免。然而，必须

区别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与国际刑事管辖豁免。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被引用为对豁

免问题态度转变的证据，但它涉及的是国际刑事法

院管辖豁免、而不是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因此与本

专题并不真正相关。但是，既然已经提及《罗马规约》，

值得回顾的是其第九十八条确认：在《罗马规约》缔

约国境内仍然必须履行关于非缔约国官员豁免的国

际法义务，即使这些官员涉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

犯罪。 

19. 显然，他对豁免问题的看法坚定，并且认

为最好在报告中表达出来，而不是简单地罗列可能

的办法，秘书处的出色备忘录 413已经这样做过了。他

的观点已经形成，不是先验的，而是通过实证研究的。

他的个人和法律背景，特别是他在俄罗斯外交部法

律部门的长期经验，自然影响到他对该法的实证主

义观点，一个具有某些宝贵洞察力的观点。

20. 他对国家实践和立场、国际法院和国家法

院裁决以及文献的分析，未表明国家主权和国家官

员豁免已经在外国刑事管辖方面失去了意义。在相

对于民事的外国刑事管辖方面，主权与豁免之间的

互动尤其重要。刑事调查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往往涉及

对官员的限制、剥夺自由或盘问—包括对以公务

身份采取的行为。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各类官员可

能会被拘留或逮捕。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国家主

权和国内权能的行使。也因此影响外国对其官员行使

刑事管辖权时，国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达同意的

意义。国际法的变化尚未改变国际体系的这些根本 
基础。

21. 大家已经就豁免的范围和他的“总体观念”

方式表达了各种意见。他所依据的设想是所有现任和

前任国家官员都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职能豁免—

换言之，对他们以官方身份所做行为的豁免。在他

的第二份报告中，特别是第21和第23段，为这一设

想提供了充分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

是自身的，事实上是国家行为。

22. 关于谁应享有属人豁免，意见各不相同。

他认为，外交部长甚至三要人都没有或不应享有豁免

的主张得不到客观政治和法律分析的支持。辩论中

反映出，这一立场在委员会内很少有人支持。数位

委员表示，享有属人豁免的官员应限于三要人。不

413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 (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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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已经提请大家注意国际法院的一项裁决，该

裁决表明除了三要人，其他高级官员也享有属人豁

免。正是基于这一裁决，一些国家法院的裁决承认，

享有属人豁免的不仅有三要人，而且还有其他高级

官员，如国防部长和贸易部长。国家法院考虑了政

府的赞成意向，做出这样的裁决，现在成为法律事实。

这些裁决背后的逻辑部分来自于全球性的变化：重要

的国家职能，包括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国家，已不再是

三要人的专利。他不知道有什么法律裁决表示三要

人之外绝对没有任何官员享有属人豁免。那么，一

个限制性方针有多少法律依据？

23. 委员会的若干委员强调了处理这一议题时

必须小心和严谨，这显然是正确的方针。事实上他

已经在初次报告 414提出建议时遵循了这一方针，如在

初次报告中建议制订三要人以外其他高级官员享有

人员豁免必须符合的标准，以及在第三次报告中建

议应在豁免程序方面区分这些人与三要人，尽管事

实上属人豁免对两者是相同的。

24. 最严重的分歧意见涉及豁免例外。认为国

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牢固确立的国际法

规则，排除豁免必须经过证实 (尤其涉及最严重的罪

行时 )这种观点引发了不少争论。当有人说豁免是一

条规则，而其他人不同意，也许他们只是在看待不

同的问题和情况。各国有权对其领土上的罪行行使

管辖，这无疑是一条规则；但特定个人，如外国官

员，因豁免权而免受属地管辖，是该规则的一个例外。

另一方面，对于一国可否向另一国官员采取施加义

务或有强制性的刑事诉讼措施，他一般会说不，但

是在某些情况下会说是；豁免是规则，但豁免缺失是 
例外。

25. 尽管表达的意见不同，但他觉得难以想

象—即使就核心罪行来说—委员会可如何背离

国际法院就以下案例进行裁决时的法律立场：逮捕证

案以及六年后的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这两项

裁决不仅提到高级官员关于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人豁

免不可剥夺，而且后一裁决指出：“在国际法上牢固

确立了……一国的某些高级官员，比如国家元首，享

有其他国家的民事和刑事管辖豁免” (第170段 )。因

此，至少就三要人的属人豁免来说，六年内做出的

两项裁决都将豁免视为一条牢固确立的规则。此外，

414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

国际法院认为这一规则不存在例外的可能，并且这

一立场在各国、国家法院的裁决和文献中享有广泛

的支持，虽然文献自然也陈述了其他观点。

26. 他同意自己使用“绝对” 豁免的措辞有误。

这一措辞虽然经常遇到，但不适用于属人豁免。属人

豁免是有时限的。它仅在一人占据一国最高职位之一

时才适用。如同职能豁免一样，属人豁免提供的保护，

不是针对全部刑事诉讼措施，而只是针对向官员施

加义务或具有强制性的措施。

27. 因此，如果委员会要审议豁免例外问题，

最有可能的是仅仅针对属事管辖豁免进行这方面的

审议。即使豁免例外的支持者也无法对可能排除辖免

的理由达成一致意见：就此花费的笔墨已经很多。此

外，国家实践和国家法院裁决都未显示出这种例外

的趋势，尽管如他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到的，在某些

情况下，当一国就发生在其境内的一项罪行行使属

地管辖权时，职能豁免或许并不适用。根据关于这

一议题的辩论，应当进一步考虑可以行使属地管辖

权的情况。

28. 要设定一个限制豁免的新规则，必须存在

占主导地位的相应实践。他的分析表明，这尚未出现。

然而，仍有余地考虑第二次报告中未曾提及的某些

例外—例如，当以反措施而中止豁免时。

29. 如果委员会未从各国收到新资料，可就豁

免例外提供新内容时，则将很难辩称无论属人豁免

或职能豁免，在现行法上都没有任何例外—除了

他第二次报告所提到的那一个之外。这并不排除委

员会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起草国际法律标准，例

如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这样做。 

30. 关于委员会许多成员考虑这一议题的背景

情况，即进一步限制豁免的依据，他说，根据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而应最大限度减少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尽管有平等原则，但很多

国家的官员和议员依然在本国法院享有对刑事检控

的豁免。那么，为什么官员不应享有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呢？

31.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已被与打击有罪不罚现

象和责任制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一个可

行的立场。已经有人说得对，在国际一级，反对有

罪不罚现象的斗争处于一个非常广阔的战线上，其

先锋是拥有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机构与合作打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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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国。近年来国际法在这－特定领域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关于在另一国司法管辖下起诉一国官员，新

生的普遍刑事管辖权概念已应严重问题而生，不仅是

因为豁免。这类检控在国际社会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

努力上是相当独立和有限的，并没有在各国之间过

分流行。认为国家官员应为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而在

其他国家受检控的论点，没什么太多立足点。如果

各国认为这种做法适当，就没有必要设立国际刑事 
法院了。

32. 总体而言，对他的第三次报告的争议已较

第二次报告为少了，虽然两者概念相似，引发了类

似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官员本国与行使管辖权国

家之间如何分配权利的问题上。

33. 他的一些结论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关于

原则上必须在法院诉讼初期阶段，甚至更早的预审阶

段解决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意见，就

是如此。关于这一议题，有人认为，未能这样行事

可能也并不总是对豁免义务的违反—这是他同意

的一个意见。对于官员—尤其是在刑事诉讼初期

阶段—不可侵犯问题的相关性，大家也做出了有

益的评论。

34. 对他关于必须由官员本国而不是官员自己

援引豁免才具有法律意义的看法，也出现了比较广

泛的赞同。然而，有人指出，一官员自行援引豁免，

也应具有某种后果。他赞同这一立场：实际上，他在

第三次报告第15段指出，一个官员声明自己享有豁

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行使管辖权国家可根据这

一声明而考虑官员的豁免问题，不能简单地加以忽

略。它可能甚至有义务根据国内立法而这样做。然而，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所涉个人的豁免声明不能具

有等同于官员本国声明的意义，因为官员只是豁免

的受益者，而豁免实际上属于国家。

35. 对于放弃豁免是官员所属国的权力，而非

官员自己的特权这一看法，大家表达了许多支持。

36. 关于援引豁免的责任，一些意见赞成将作

为三要人之一而享有豁免的人与其他官员区分开来。

然而也有人表示，这一区分并无意义，因为一国为

三要人官员援引豁免与为其他官员援引豁免权的难

易程度相同。他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的确，国家

经常自己提出高级官员的豁免问题，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它们应有义务这样做。

37. 有人说，行使管辖权国家的警方和其他当

局并不总是知道谁是某国的最高级官员，并且不应有

责任提出对三要人豁免的问题。他认为，一国警察

不知道其拘留了另一国总统的事实并不解除前一国

对该行为的责任。真正的问题是执法机关和外交部委

之间的协调。国家之间沟通的重要性已经有所强调，

特别是行使管辖权国家需要将正在采取的措施通知

官员本国。

38. 关于职能豁免的理由问题引发了分歧。他

同意需要进一步探讨细节，以便确保两种特权之间的

平衡，即官员所属国声明某人是行使公务的特权以

及行使司法管辖的国家不盲目接受这类声明的特权。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有可能一

名官员的行为如此明显是公务性的，从而行使管辖

权国家自己就可以做出结论，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

应有义务这样做。

39. 对于在何种程度上有必要为三要人之外的

官员提供属人豁免或职能豁免的理由问题，也出现了

争议。对于存在着三要人这一理念本身，也出现过

反复争议。然而，有人指出，并且他也同意，提供

职能豁免的理由这一义务，纯粹是为了确定一名官员

是否在行使公务，而不是迫使一国在外国法庭上捍卫

本身利益。关于豁免理由不一定在外国法庭上提出，

通过外交渠道即可的意见，也得到了相当的支持。

40. 大家对他报告的第44和第45段表达了各种

意见，反映出种种不同的理论态度—这两段讨论

如果一国签署了将某些行为定罪的国际协议，是否

意味着放弃对犯有此类行为官员的豁免。

41. 总的来说，他的印象是，除第44和第45段
提出的问题、三要人之外的个人的属人豁免放弃问

题以及这一类别本身的存在问题，大家对他关于放

弃豁免方式的观点有相当多的支持。

42. 经他在第三次报告中更详细地解释之后，

双重责任或双重归因概念似乎获得了更多的显著支

持。尚存的分歧意见在于这一议题的细节，而不是

其基本原则。

43. 就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大家都提出

了平衡问题。

44. 正如国际法院所正确肯定的那样，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既不意味着有罪不罚，也不意味着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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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因此，在责任与有罪不罚之间划出分界线是不

准确的。正确的区分是在豁免与外国刑事管辖之间，

并且实际上不是总体的管辖，而只是对官员施加义务

或有强制性的刑事诉讼措施。豁免只提供免受这些

措施的保护，而不是免受整个外国刑事管辖的保护。

45. 许多人，包括他本人，所寻求的那种平衡，

不是在一国最大数量的官员可受另一国司法管辖时

找到的，而应该使用下面的推理。

46. 首先，非三要人的官员可能享有属人豁免，

但是必须限制其的人数，并且仅限于他们任职期间。

47. 其次，职能豁免提供的保护仅涉及以公职

身份采取的行动。不包括以个人身份—包括担任

政府高级职位时—采取的行为。

48. 第三，对属人豁免的限制，使对官员任职

之前行为的保护受到限制。

49. 第四，援引和提供职能豁免理由的责任属

于官员本国。该国必须声明有关行为是公务性质的，

并且有关人员曾经或一直是该国官员，奉其指令行

事。这类声明在国际法上构成援引该国责任的基础。

需要做出这一声明往往使国家处于艰难抉择的境地。

50. 第五，如果一名官员的国家没有做出豁免

声明，并且因此没有声明其官员的行为是公务性质

的，则此官员将无声或默示地放弃其职能豁免。

51. 第六，豁免提供的保护只是免于对官员施

加义务或者有强制性的刑事诉讼措施。行使司法管辖

的国家可对一名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收集关于该官员

行为的适当证据，等待其属人豁免权过期—如果

是一名高级官员—后提起刑事诉讼；向国际刑事法

院转交证据；建议外国放弃该官员的豁免；或向该国

提供收集到的证据并建议其自行提起刑事诉讼。各

国往往倾向于独立处理本国的前任官员事项。

52. 最后，如果行动是以公职身份采取的，则

产生了援引官员本国国际法责任的可能。

53. 显然有其他的选择。辩论提醒他，他的报

告没有提及各国之间就外国官员豁免和行使刑事管

辖权事宜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委员会在今后的工作

中，可对合作的义务给予一些注意。他的报告也未

曾提及国家间在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这一特定

方面的争端解决问题。因为此类争端是由国际法规

范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类争端，应该由一个国际法

庭或仲裁机构，而不是国家法院审理。委员会或可

就这一问题进行审议。

54. 他希望他的三个报告和有关辩论—包括

在第六委员会上的辩论—可提供一个有益的基础。

他已经提出的意见—特别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报

告的结尾—其意图决非是将之作为条款草案的基

础。它们只是他的报告摘要，列出迄今为止他在本

议题工作上所取得的结论，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他

不反对将来用其制定条款草案，但他认为首先需要

开展更多关于本专题的工作，以解决基本问题。

55. 委员会可就两个事项与各国联系，首先，

请它们特别注意他的第二份报告和委员会有关辩论

中提出的问题；其次，请它们就他第二和第三次报告

以及委员会有关辩论所涵盖的事项提供本国立法和

实践，包括司法实践上的资料。

56. 有人提出了委员会的声誉问题—这是极

为切合实际的问题。他希望反过来谈谈委员会的责

任，以及所有攥写国际法的人的责任。为了说明他对

此事的看法，他援引了A.加蒂尼教授的一篇文章 415，

展现了最流行的意大利国际法教科书的先后版本是

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豁免采取了截然相反

的意见，以及随之而来对意大利法院的一项裁决的

影响—在有关案件中是有害的。加蒂尼教授指出，

费里尼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案及其后果应提醒国际

法律工作者关于其国际法附属渊源的责任。

57. 杜加尔德先生欢迎特别报告员公正地总结

辩论，承认存在着与他对立的各种意见，并且为议

题提供了非常好的说明。他建议，这应连同特别报

告员编写的三份报告一起成为就本专题进行进一步

审议的基础。

58. 主席赞赏特别报告员工作出色，为未来研

究豁免问题奠定了基础。

上午11时25分散会。

415 A.Gattini, “The dispute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before the ICJ: is the time ripe for a change of the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No. 1 (March 2011)，
第173至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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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16次会议

2011年8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嗣后：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

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

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

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续完 *) 
(A/CN.4/638，E节；A/CN.4/648)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续完 *)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就其关于“引渡或起诉的

义务” 专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48)的辩论进行

总结。

2. 加利茨基先生 (特别报告员 )对委员会所有曾

积极参与第四次报告辩论的成员表示诚挚感谢。他感

谢他们建设性和友好的批评；对于一个—如大多数

发言者强调的—如此复杂的专题取得进展，这些批

评比传统的祝贺更有价值。专题涉及对国际规范—

在协定和习惯两方面—与国家法规的深入分析。如

引渡或起诉义务问题工作组在2009年 416 和2010年 417

确认的那样，这些规范和法规的数量近年来日益增

长，并且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曾建议应暂停、甚至终止审议本专题，但绝大部分发

言者认为应不间断地继续下去。暂停工作可能造成假

象，仿佛委员会认为本专题不合适、编纂工作尚不

成熟、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应当终止。一些发言者认为，

本专题应与一些联合国机构已经讨论过的普遍管辖

*   续自第3113次会议。
416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4段。
41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7至第

340段。 

权问题挂钩并一起处理。他在初次报告中 418曾提出过

合并分析这两个问题，但是遭致批评，没有在本委

员会或第六委员会上取得足够的支持。由于普遍管

辖权问题现处在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议程上，因此委

员会似乎不可避免地—越早越好—需要考虑是

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合并或分别审议这两个专题。

3. 第四次报告中提出的大多数新条款草案已经

得到批准。大家已经商定，委员会在目前阶段应该

简单地注意到条款草案，而不应通过它们或正式提

交第六委员会审议。然而他建议，可以在委员会年

度报告有关章节的一个脚注中仅作为信息引用这些

条款草案。

4. 新的第2条草案 (合作义务 )曾招致许多意

见。大多数发言者一致认为各国负有这一职责，并

且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条款草案应包括这一条草

案。然而，对于这一规定应作为单独一条草案，还

是应放在序言中，存有意见分歧。此外，几位发言

者批评 [英文本 ]使用“duty”，而赞成用“obligation”；
其他人则表示怀疑合作义务可否视为引渡或起诉义

务的主要渊源。一些委员还辩称，“打击有罪不罚”

的说法不适合于一份法律文件。然而，委员会已经

强调过合作义务在打击有罪不罚方面的重要性。在

2009年工作组编写并载于委员会该年度报告 419 中供

委员会审议的“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专题总框架草案

中，这一义务是引渡或起诉义务最重要的法律基础之

一。工作组在2010年的讨论中已经证实这一点，指出，

“在治理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合作义务似乎是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基石。” 420 此外，[英文中 ] “fight against 
impunity” 或“combat impunity” 这类措辞出现在许多

国际法律文书之中，并不削弱第2条草案的法律意义。

同样，“duty to cooperate” 这一措辞至少与“obligation 
to cooperate” 一样常见，而且在2010年暂时通过一条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合作义务的草案 421时，委员会已经

确认了这一义务的重要性。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专题的第四次报告 (A/
CN.4/643)中，也强调了这一义务的普遍重要性，特

别是在发生灾害时的重要性。因此，他个人倾向于

418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
号文件。 

419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9页，

第204段。 
420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9段。 
421 同上，第330至第331段 (第5条条款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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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合作义务这条草案保留在条款草案的开头。他充

分肯定关于改善其措辞的大部分建议。

5. 有人建议将第2条草案第1款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国家间的合作，第二部分阐述与国际性

法院和法庭的合作，这是非常有益的。还可根据《1949
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

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八十九条，

具体提到与联合国合作的义务。

6. 一些发言者认为，对于本专题来说，引渡或

起诉的义务的渊源或法律依据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

他同意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可以并且应当把这一义务

的法律依据作为后续深入分析的一个上佳出发点。出

于这个原因，第3条草案 (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来

源的条约 )以复述第三次报告所载的规定而开始：“如
果一项条约规定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则每个缔约国

都有义务引渡或起诉被指控的犯罪人”。虽然这一建

议在2008年没有在委员会或第六委员会引起任何异

议，但本届会议上的许多发言者质疑是否需要在第3
条草案第1款重复众所周知的“条约必须遵守” 原则。

诚然，这一规定而言，委员会未曾说出什么新的内

容，但关于条约是引渡或起诉义务渊源的条款是以后

工作的一个良好出发点。首先，阐明引渡或起诉义务

的有关条约规定，是这一义务的最牢固和最不容置疑

的主要渊源。如果在条款草案中忽略，可能造成它们

并不重要的假象。其次，简要回顾现行载有引渡或起

诉义务的条约表明：它们的数量近年显著增加，受这

一义务约束的国家数量迅速增长。如他2006年的初

次报告所显示的，一些著述者通过援引条约的一般实

践，试图证明习惯性规范的存在。1998年已经出现

了以下学术观点：“如果一国加入的大量国际条约都

载有不同形式的引渡或起诉原则，则强烈证明它打算

要接受这一概括性规定的约束，而且这类实践应巩

固这一原则的习惯法地位”422。这不是一个占多数的观

点，但如果一国签署并批准了相当数量的条约，其中

都含有引渡或起诉义务，则可合理地断言：该国已经

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它承认至少就某些国际罪行来

说，引渡或起诉的原则是习惯规范。在本届会议的辩

论中，一位发言者强调说，大量的国家实践可能是一

个新兴习惯法规则的迹象。如果国家加入大量的国际

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阐明了引渡

422 C. Enache-Brown and A. Fried, “Universal crime, jur-
isdiction and duty: the obligation of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in 
international law”, McGill Law Journal/Revue de droit de McGill, 
vol. 43 (1997–1998), 第613至第633页，特别是第629页。 

或起诉的义务，那么就是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国家

愿意受这一义务的约束。他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实践

可能导致义务转变成国际习惯法原则。因此，鉴于国

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并行基础

而彼此可能有联系，不应在关于渊源的草案中忽略国

际条约。他同意应就国际条约是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主

要渊源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由于已在第3条
草案中加上了一个新的第2款，规定了引渡或起诉的

特定条件可以由有关缔约国的国内法来确定，即使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是由一项国际条约所确定的。

7. 第3条草案第2款中“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

的提法受到了批评。然而，在学说中似乎接受和经常

使用“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 与“刑法的一般原则” 的

概念。例如，格哈德 · 韦勒有关国际刑法原则的知名

作品 423处理的就是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有

关规定相关的问题。 韦勒正确地指出，《规约》的第

三部分载有关于“刑法的一般原则” 的全面规定，是

一套自成体系的国际刑法一般原则的核心内容。他还

强调指出，虽然《规约》第三部分罗列了众多的刑法

一般原则，但是并未囊括全部，并且尤其由一般国

际法规则加以补充。由于实践中执行引渡或起诉义

务两要素的似乎是同时由国内立法和国际法管辖的，

所以关于行使引渡或起诉的特定条件的第3条草案第

2款也可以援引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各个国家

确定关于行使引渡或起诉的特定条件的框架。

8. 他赞成有人建议应分别考虑有关引渡和起诉

的特定问题。的确，在实践中，国际条约关于引渡

和起诉的法律规定与国家立法上的规定之间，不存

在等同体甚至可持续的平衡。因此，必须有一个关

于引渡条件的条款和另一个关于起诉条件的条款。无

论如何，未来的条款草案需要进行进一步阐述，因

为这涉及到一套复杂的引渡条约。

9. 最后重要的一点涉及到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

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是第4条草案的主题。虽然所

有的发言者都已经承认了问题的重要性，但有些人

批评条款草案的标题，并辩称其不应提到义务的渊

源，而应将义务本身作为习惯国际法的规则。第4条
草案第2款例举的罪行并未穷尽，只是列举可能的罪

行事例。他充分认识到需要更准确地界定可能引起

引渡或起诉习惯义务的“核心罪行”。比起试图确定

423 G. Werl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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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一般习惯规则的存在，这种方法似乎更现实和

更有前景。如第四次报告第82至第89段指出的，委

员会1996年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424第9
条为“核心罪行” 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在以前的报

告中还建议要遵循治罪法草案的模式，以确定什么

罪行可以引发引渡或起诉的习惯性义务。因此，他

完全支持辩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即1996年的治罪法

草案应作为将来任何审议可能引发该义务的罪行和

违法行为的出发点。在这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也许是有用的。将来审议这些核心罪行，不会

影响委员会审议普遍管辖权问题及其与引渡或起诉

义务的异同问题。

10. 关于第4条草案第3款拟议的规定，为了避

免任何误解，他强调说：甚至当引渡或起诉的义务衍

生于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时，也不自动获得强行法规范的地位。需要进一步分

析强制性规范与引渡或起诉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

互依存问题。关于本专题的今后工作，他赞同大家的

普遍意见，应继续开展下去。委员会应考虑到上一五

年期本专题的发展情况、2009年和2010年工作组的

结论、以及特别是2009年编写供委员会审议并载于委

员会年度报告的“引渡或起诉义务” 专题总框架草案。

11. 萨博亚先生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在委

员会年度报告的一个脚注中只作为信息纳入新的条

款草案，是否符合惯例。

12. 主席证实说，这样的建议不造成任何问题，

是委员会的标准做法。

13. 杜加尔德先生问委员会是否决定在本专题

中列入普遍管辖权的议题，还是将问题留待新组成

的委员会去决定。

14. 主席说，也许应当在委员会年度报告的有

关章节中直接向会员国提出这一问题。

15. 加利茨基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反对

直接向各国提出这一问题，但是由新组成的委员会

来决定问题更实际一些。

16. 彼得里奇先生建议由新组成的委员会决定

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与普遍管辖权之间的联系这一

重要问题，原因是需要进行深入讨论，而出于时间

不足的原因，委员会无法在本届会议上这样做。

就这样决定。

424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0段。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完 *) 
(A/CN.4/638，D节；A/CN.4/643 ； 
A/CN.4/L.794)

[议程项目7]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续完 **)

17. 主席请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起草委关于“发
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专题第三次报告 (A/CN.4/L.794
号文件 )。

18.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国

际法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涉及到起草委员会2011年7
月19日通过的第10和第11条草案。起草委于2011
年7月18日和19日举行了三次会议，并审议了特别

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 (A/CN.4/643)中拟订的第10至
第12条草案。这三条草案是在国际法委员会2011年
7月18日的第3107次会议上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由

于时间有限，起草委员会仅审议第10和第11条草案。

因此，起草委员会将在2012年届会上审议第12条
草案。

19. 第10条草案涉及的是，在灾害超出国家应

对能力的情形下受灾国寻求援助的职责。有三个问

题值得注意。首先，该规定适用于特定的场景，即

当受灾国的国家应对能力超负时。起草委员会已决

定将描述场景的短句移至这条草案的开头，以强调

这一职责的特殊性。这一评估将主要由受灾国根据

第9条草案来进行。然而，起草委员会决定不对此

做出明述，因为寻求援助的责任也可能出现在这一

情况下，即国家应对能力已经显然超负，但受灾国

却辩称没有。评估应当客观。然而，起草委员会已

在新的开头语中纳入了一个主观要素 ( “在……的

情形下 (to the extent that)” )，承认可能存在着有差

异的结果，也就是说，可能出现应对能力只是部分

超负的情况。寻求协助的职责将只适用于该情形。

20. 第二个或许是对第10条草案而言十分关键

的问题，涉及到所拟义务的性质。对于是否树立一项

法律义务涵盖违约情况下的全部通常法律后果，还

是应采用建议性或劝告性的措辞编写条款，在全体

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虽然大多数成员赞成确立

一项法律义务—如“职责 (duty)” 一词所示，但起草

委员会中有另一种意见，主张根据“受灾国应寻求援

* 续自第3107次会议。
** 续自第310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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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的思路进行措辞。赞成法律义务的委员坚称这是

依据于国际人权法上的现行义务，并且这一义务的产

生是第9条草案的一个必然结果。该条草案规定受灾

国有切实保护受灾者的职责。其他人采取的立场是，

这样的义务不反映当前的法律状态，并且并不需要就

此逐渐发展国际法：鉴于在大多数受灾情况下，无论

国家能力是否超负，受灾国都愿意从国际合作与团

结的角度—而不是出于法律义务感—来接受国

际社会援助。起草委员会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即使用“寻求” 而不是“请求” 一词，因为“寻求援助”

的说法含有与援助提供者的互动过程。

21. 条款草案审议过程中产生的第三个问题是

应向哪些行为者寻求援助。起草委员会出于承认联

合国在协调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决定依然提及联合国。委员会还决定依然提及非政

府组织，鉴于这些实体在实际提供援助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第10条草案载有与第5条草

案相同的限定词“有关”，表明受灾国如果能够从最

方便协助它的非政府组织寻求援助，就已经足够了。

22. 这一条款包括两个附加限定词。首先，“从”

字授予受灾国自由裁量权，以选择它认为合适的国

际行为者来寻求援助。起草委员会还决定应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另外加上限定词“酌情”，但是 [在英文

本中 ]放在条款结尾，以避免将寻求援助的职责解释

为只存在于适合这样去做的情况。实际上，这几个

字的用意是进一步表明受灾国拥有判断余地，不仅

决定从哪些行为者寻求援助，而且决定接受什么类

型的援助与什么样的援助组合；其中默认受灾国会作

出诚信的决定。第10条草案的标题是“受灾国寻求援

助的责任”。

23. 第11条草案涉及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这一重要问题。第1款规定的基本原则是，提供外部

援助取决于 ( “需要” )受灾国的同意。这项规定是基

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425 中为第8条草案第2款
提出的建议。除了一项起草改动，将段落开头改为“提
供……” 之外，出现的主要实质性问题是特别报告员

所建议的限制词，即这种援助“只能” 经受灾国的同

意而提供。起草委员会认为，这不符合条款草案的

总体方针，即授予国家保护受灾者的主要、但非排

它作用 (第9条草案 )。因此，委员会删除了这一限定

词，所根据的理解是：原则上，外部行为者在受灾国

425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
号文件。 

同意的基础上提供援助—这反映了绝大多数情形

下的法律观点。然而，由此产生的建设性模糊可能

会为某些情况留下空间，比如说，当没有运行中的

政府可以表示同意时、或者在明显需要外部援助但

征求同意遭到任意拒绝时，同意是默示的或者同意

缺失并不阻碍提供这类援助。

24. 第2款承认受灾国有不予同意的权利，其

限制条件是不得任意地不表示同意。起草委员会也

审议了可否使用“无理” 这一限定词，但最后选取了

“任意”。评估一项决定无理与否含有主观上的分析，

可引至对受灾国决定的批评。在另一方面，任意则

暗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可在评注中更详细地

讨论“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 的含义。起草委员会已

决定删除受灾国“无能力或不愿意” 表示同意的措辞，

因为这种情况会导致任意地拒绝同意，并因此已经

在条款中论述过了。

25. 第3款确定受灾国有义务将其关于援助提

议的决定进行告知。如特别报告员案文所建议的那

样，起草委员会倾向选择更为笼统的短句“按照本条

款草案”，以避免只有第12条草案才涉及援助提议问

题的解释。实际上，这类提议应在整套条款草案的

范围内给予分析。

26. 起草委员会审议了受灾国义务的性质问题。

有些委员建议将重点放在对援助提议的迅速响应上，

可能的话加上“毫不拖延地” 几个字，并且该项职责

不应仅限于宣布决定，也应在拒绝援助意向时提供

理由。然而，委员会不想对处于危机时刻的受灾国

强加沉重负担，要求其说明其决定的理由。实际上，

它倾向于更灵活的措辞，以便在对援助意向做出响应

的需要与对灾难的紧急应对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是

以两种方式达到的。首先，“在可能的情形下” 适用

义务，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援助提议做出

响应未必可行。还引入了更大的灵活性，通过的措辞

不再提及援助的提议者。在较早的版本中，有人曾

建议受灾国必须“告知所有相关各方”。这已经被改

为有 “告知就该援助提议作出的决定” 的 义务。因此，

将由受灾国来确定沟通的模式。具有决定性的是结

果，即做出援助提议的行为者将了解到受灾国关于

这类援助提议的决定。虽然条款没有要求说明原因，

但所含的理解是，如果在拒绝同意的情况下不提供

合理的答复，可能会被推定为任意拒绝。将在评注

中解释这一点。第11条草案的标题是“受灾国对外部

援助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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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他希望国际法委员会能够通过所提交的条

款草案。

28. 主席请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们通过A/CN.4/
L.794号文件所载的起草委员会报告。

第10条草案

29. 主席说，如果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他就认

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第10条草案。

就这样决定。

第11条草案

30. 主席说，如果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他就认

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第11条草案。

就这样决定。

载于A/CN.4/L.794号文件的第10和第11条条款

草案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六章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A/CN.4/L.785和 Add.1-2)

31. 主席请委员会从A/CN.4/L.785号文件所载

的第六章内容开始，通过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的报告第六章。

A. 导言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6至第8段

第6至第8段通过，但秘书处须对第7段定稿。

C. 委员会的建议

第9段

第9段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一旦委员会就向

大会提出何种建议做出决定，则立即定稿。

D. 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

第10和第11段

32. 诺尔特先生感到惊讶地发现，在第10段中

称现任特别报告员卡弗利施先生的贡献是“杰出的”，
而在第11段中称前特别报告员伊恩 · 布朗利爵士的

贡献是“宝贵的”。

33. 主席回顾说，在伊恩 · 布朗利先生卸任特

别报告员的职务时，委员会已经向他表示了感谢 426。

34. 坎迪奥蒂先生建议第11段中的“表示” 应改

为“再次……表示”。

第10和第11段经修正后通过。

E.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案文 (A/CN.4/
L.785/Add.1-2)

1. 条款草案案文1. 条款草案案文

35. 主席回顾说，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包括附件

在内的 427。如果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他就认为委员会

希望整体通过A/CN.4/L.785号文件。

载于A/CN.4/L.785号文件的A、B、D和E. 1节
经修正后通过。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第一部分

范围和定义

第1条 范围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6.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鉴于是二读

通过，所以评注中各处应当采用条款、而不是条款

草案的说法。

3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采纳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的建议。

426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4段。也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1段。
427 见上文第3089次会议，第89至第96段。* 续自第311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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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3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法文本远比英文本

更清晰；事实上，有时从法文直译成英文是有帮助的。

他准备对提供给秘书处的英文本提出文字修改建议。

39. 诺尔特先生建议说，为统一起见，在整个

评注中以”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取代“内部冲突” 一词。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40.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在英文本

第三句中，应以“general principle (一般原则 )” 取代

“general proposition (一般性主张 )”。

41.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英文本

的同一句中，“armed conflicts (武装冲突 )” 一词应改

为“treaties (条约 )”。

第 (5)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1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2条 定义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42.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在诺尔特先生的

支持下说，在脚注中最好删除关于国际法学会1985
年决议 428 的内容，并以“应该指出……” 几个字开始。

鉴于第 (4)段提到塔迪奇案的判决，一开始就提及学

会似乎不合逻辑，因为委员会没有接受该决议中“武
装冲突” 的定义。

43.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诺尔特先生

的支持下，拟议了修改注脚的建议，将由秘书处最

终敲定措辞。脚注可以先提及塔迪奇案的判决，继

428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1卷 (1986)，赫尔辛基会议

(1985年 )，第二部分，第278页 (可查阅网站 www. idi-iil.org ，
决议 )。 

而提供已载于该文本中的互联网址。然后可以援引

裁决的有关部分，接着可指出所使用的定义不同于

国际法学会1985年决议所用的定义，但不述及区别

是什么。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44.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二句带

来一个问题。它开头的话是“该条款的表述方式，特

别是”，但其后引语中的措辞并未出现在有关条款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将案文改为“该条款的表述

方式，以及上述……”。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和第 (7)段

第 (6)和第 (7)段通过。

第 (8)段

45. 诺尔特先生说，第二句中的“内战” 应改为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第三句中该词的位置在引号

之内，因此可予以保留。

46.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在第四句中

最好删除太过份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话” 的措辞。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接替主席。

第二部分

原则

第一章

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的施行

评注

47.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总评注中的

第三句削弱了第二句中的论断。因此，他建议代之

以下面这一句：“因此，取决于个案的情况，连续性

可能会有例外。”

48. 坎迪奥蒂先生赞同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

生的建议。事实上，他倾向于完全删除第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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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瓦钱尼先生

的支持下，仍然坚信必须保留第二句，因为它确切

反映了有关规定的含义。

50. 哈穆德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强调说，

没有时间再次进行实质性辩论。

51. 萨博亚先生和诺尔特先生说，他们与坎迪

奥蒂先生一样，赞成删去第三句。

52.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反对

删除第三句。

53. 主席说，她认为委员会委员们同意删除评

注第三句。

第一章的总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3条 一般原则

评注

第 (1)段

54.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回顾说，条约必

须遵守原则是所有条款草案的基础。特别报告员在第

8条的评注中提到了这一事实，但在规定条约连续性

一般原则的第3条中这样做会更适合。因此，他建议

在第一句的“第3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之后，加

入“并且试图维护“条约必须遵守” 的原则” 的措辞。

55.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曾试图

取得一种平衡：案文关系到的是条约连贯性和法律稳

定性的一般原则，但为人所承认的是并非所有的条

约都一定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第3条不总是

涉及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第8条是提及这一原则的合

适之处。

56. 哈穆德先生说，第4条也涉及这一内容，并

且他同意特别报告员说第3条与之无关。

57. 诺尔特先生说，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建议插入的内容与预期目的实际上背道而驰。说第3
条试图维护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则意味着该条是

拟议法。最好不要修改评注。

58. 坎迪奥蒂先生认为，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属

于第3条，而不是第8条。第8条是关于国家的缔结

协议的能力，而不是协议的效果。然而，诺尔特先

生是对的；也许应当使用更明确地措辞说第3条维护

了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59.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同意第8条的

评注第 (1)段需要修正，但他仍然认为第3条不是提

及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之处。

60.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重申，他认为这

一原则与第8条无关；如坎迪奥蒂先生所正确指出的，

第8条事关缔约的能力，而不是遵守条约的义务。不

过他承认自己拟议的措辞可能会削弱该原则。他坚

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根据其他发言者的意见，他将

不坚持加入那句话。

6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像特别报告员和哈

穆德先生一样，他不认为加入这句话是合适的。委

员会不应重启旧的争论。

62. 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说，她赞同按照

诺尔特先生和坎迪奥蒂先生的建议修改这一句，但

她认为委员会成员希望保留评注现有的第 (1)段。

第 (1)段原文通过。

第 (2)段

6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第三句中“表达

了基本上是英国人的观点” 的措辞。

64.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英文本倒数

第二句中有一个错误：“与敌对状态相容” 应改为“与
敌对状态不相容”。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65. 迈克尔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第二句。这一句

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三条中的 ‘爆发 (outbreak)’

一词也没有采用，因为提及国内武装冲突的爆发，这

种做法不常见。” 这可能是在法文中的情况，英文中

并非如此。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和第 (5)段

第 (4)和第 (5)段通过。

第3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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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关于条约施行的规定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4条的评注通过。

第5条 条约解释规则的适用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6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最后一句。这

一句试图解释说，委员会没有提及《维也纳公约》一

事，并不意味着它认为《维也纳公约》不反映习惯国

际法。这一句的写法意味着委员会搁置了《维也纳

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是否反映习惯国际法的 
问题。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第 (4)段经对英文本语法的细微修正后通过。

第5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6条 表明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

评注

第 (1)段

67.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建议将第一句中

的“一定 (necessarily)” 一词改为“当然 (ipso facto)”，
使其与第3条及其评注保持一致。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

6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去倒数第二句中

“非常” 一词，并且像法文本那样适度地表明这类条

约展现了很大可能的继续适用性。

第 (3)段经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第7条 条约因其主题事项而继续施行

评注

第7条的评注通过。

第二章

与条约施行有关的其他规定

第8条 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

评注

第 (1)段

69.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删除关于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内容，合并前两句，将之改为“第
8条符合条款草案关于确保条约的法律保障和连续性

的基本政策”。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70.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请注意两处

需要对法文本做的更正：“proposition fondamentale”

应改为“thèse fondamentale”；且“En visant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一 句 应 改 为“En se 
référant de manière générale au ‘droit international’ ”。

第 (2)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71.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本

中的“à des ���déclaratives” 应改为“pour la clarté de 
l’exposé”。

第 (3)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72.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

中关于吉拉德 · 菲茨莫里斯的引用第四句中，“dans 
le cadre de ses conférences de La Haye” 应改为“dans le 
cadre de son cours de La Haye” 429。

429 G. G. Fitzmaurice, “The juridical clauses of the peace 
treaties”，《海牙国际法学院课程汇编》，第73卷 (1948-II)。



 第3117次会议—2011年8月4日 297

第 (4)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73.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本中

的“viser” 一词不当，应改为“parler”。

第 (5)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7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应删除第二行中的“第
三” 一词。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8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9条 通知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第 (4)段经对英文本的一处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7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 (6)段不清楚。特

别是第二句，他不明白为什么 (按照第9条第1款 )确
认收到通知对于触发关于反对通知内容的权利 (按照

第3款 )至关重要。整段似乎表示条约关系的“冻结”

或“瘫痪”，却不曾说明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一段

真的重要，特别报告员应对其做一些澄清。

76.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强调说，第 (6)
段的目的是促进对第9条的理解，但如果委员会希望

删除，他不会反对。 

77. 主席指出，删除这一段，将意味着也删除

第9条第4款的所有评注。

78. 萨博亚先生说，他与迈克尔爵士一样，不

明白确认收到通知如何可能产生有关影响。如果删

除第二句，这一段其余内容将很清楚。

79. 诺尔特先生说，在下次会议前的非正式讨

论中，也许可以找到新的措辞。

80. 主席建议委员会在下次会议上继续讨论第

(6)段。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5分散会。

第3117次会议

2011年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

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六章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续完 ) 
(A/CN.4/L.785和 Add.1-2)

E.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案文 (续完 ) 
(A/CN.4/L.785/Add.1-2)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完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稿第六章，并

提请注意A/CN.4/L.785/Add.1号文件所载的该章部分。

第6条 表明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1)和第 (2)段 (续完 )

2.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可否允许他

再次提到上次会议讨论过的第6条的评注第 (1)和第

(2)段，他谨指出，按目前拟就的案文，第 (1)段最后

一句暗示所有可协助确定条约是否有可能终止、退

出或中止的标准都是外部的，这并非事实。他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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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后一句重拟为：“条款草案突出了某些标准，包

括若干条约之外的标准……”。鉴于对第 (1)段的这

种修订，第 (2)段第二句应删除“条约之外的” 这一 
措辞。

第 (1)和第 (2)段经补充修正后通过。

第6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9条 通知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意向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6)段 (续完 )

3. 主席提醒指出，对第9条草案的评注第 (6)段
因略需重拟而被推迟。她请特别报告员宣读拟议的

新案文。

4.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拟定的第 (6)段
如下：

“一旦另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收悉某一缔约

国根据第1款发出的通知，通告即生效，除非列

明较后日期 (第2款 )。若在一定的合理时限内未

收到反对意见，通知国可采取通知所述措施 (第
3款 )。若收到反对意见，除非依据第4款得到外

交解决，否则，该问题仍存在于所涉当事国之间。”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第 (7)段通过。

第9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0条 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10条的评注通过。

第11条 条约规定的分离

评注

第 (1)段

5. 加亚先生说，他对第二句的措辞感到关注。

首先，此句提及委员会确认但未详述的实践。此外，

“武装冲突只是对某些条约产生部分 (消极 )影响” 的

措辞并未明确条约规定的分离具有两面性：它既可有

利于条约的终止，也可有利于条约的继续，要视情

况而定。鉴于若无第二句，对这一段的理解可能会

更明确，因此，他提议删掉第二句。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第11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2条 丧失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

评注

第 (1)段

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在述及最后一句时提议

将“必须奉行最低程度的诚信” 改为“继续奉行诚信 
原则”。

7.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主张保留

原句措辞，因为在暴发武装冲期间，诚信的戒律并

不总是为人所铭记。此外，第一句应提及的是第12
条草案，不是第11条草案。

第 (1)段经该项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8.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将该段开头

的措辞 “为了提供” 改为“为了明确”。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9.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法文本

中的措辞“relativement clairement” 应更改为 “assez 
clairement”。

第 (3)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12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3条 武装冲突结束后条约关系的恢复生效或施行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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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条的评注通过。

第三部分

其他规定

第14条 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1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二句中的短语“它
只适用于国家” 似乎没有必要，提议将其删除。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11.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删掉该

段，因为该段并无必要，而且会引起没有必要的 
争议。

第 (4)段删除。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14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5条 禁止侵略国受益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2.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此段过于冗

长，提议从第三句之后将之切分为两个段落。

13.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附议此提议。

14. 主席说，她以为委员会可接受巴尔加斯 ·卡
雷尼奥先生的提议。其后的段落将在最后案文中重

新编号。 

就这样决定。

15.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他对第五句

“它不管怎样都要诉求这项权利” 之前的措辞“按通

则” 持有疑问，这通常是委员会编纂法规或原则时

采用的短语。他提议此句启始改为：“会出现的情况

是，被定性为侵略方的国家不管怎样都会诉求这项

权利……”

16.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属意较

中性的措辞：“它不管怎样都可诉求这项权利……”

第 (2)段经切分和特别报告员的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1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掉提到《联合国宪

章》第二条第4款的内容，以便于第15条条款草案的

案文保持一致。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18.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将动词

“获得” 改为“牟取”。

第 (5)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15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6条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及第二段时提议将“联
合国机构有约束力的决定所规定的职责” 的词句，改

为“由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的义务”，这样更符合《联

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所使用的措辞。

20.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虽认为

没必要在职责与义务之间做出区分，但他可以同意

上述提议。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16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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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条 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评注

第 (1)段

21.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将法文本

中的第二句“qui visait plus précisément” 改为“qui se 
��������������”。

第 (1)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17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8条 其他终止、退出或中止的情况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18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评注经

修正后整体通过。

22.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第A/CN.4/L.785/Add.2
号文件所载的报告草案的第六章部分。

附件

条款草案第7条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3.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在提到第一句“这
样一个指示性清单的作用是……创建一套可辩解的薄

弱推定” 时，提议删除“可辩解的薄弱” 形容词。因为

所有推定都是可辩解的，加上形容词就是多余之举，

在述及所列条约类型时采用形容词“薄弱” 也显然也

不合时宜。

24.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可以同

意删除形容词“薄弱”，但不同意删掉形容词“可辩解

的”，因为存在着可辩解与不可辩解的推定。

25. 哈穆德先生提醒说，“薄弱且可辩解的推定”

一句源于有关此专题的第一次报告，当初对此未曾

提出过反驳。

26.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回顾，当初条款

草案一读时，他就此问题表达的关注曾引起过辩论。 

27.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记得当初起草委员会

讨论此问题时，用意并不在于建立法律推定。因此，

他不能接受指示性清单里列举的条约构成推定的

看法。

28. 萨博亚先生拟议了另外的措辞：“一套推定，

其中有些可能是可辩解的推定……”。

29.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能接

受这项提议，因为这可能使委员会显得优柔寡断。他

说，他力主其先前的提案，删掉“薄弱” 二字。

第 (2)段经特别报告员拟议的修正后通过。

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a) 关于武装冲突的条约，包括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条约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从第二段所援引的

美国国防部法律总顾问的发言中并不能清楚看出他

对“条约是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予以正确解释的” 这一

措辞的回复是什么 430。特别报告员若能提供背景情况，

对法律总顾问的观点加以澄清，将会是有益的。

31. 加亚先生说，法律总顾问的评论所涉问题

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是否也适用于战时

情况。

32. 萨博亚先生说，在评注中就一个如此敏感

的问题采取立场是危险之举，而这一问题无论如何

与所审议的专题并不相关。因此，他建议删除第 (6)段。

33.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一项禁试

条约是否应被视为可在战时适用，与本专题项下的大

部分问题一样，的确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相关的。

从卡尔努斯诉美国案摘出的引文，是此领域的一段

经典辞句。因此，他不同意萨博亚先生的提议。

430 M. Whiteman (编 )，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70年，国务院出版物，美国国防部

法律总顾问在有关《核禁试条约》草案的听证会上就参议员基

克尔的问询所做的答复，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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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他与萨博亚

先生一样，对该段表示关切。尽管所述的章句只是

一段引文，但委员会若对之持有保留则不应将其列

入案文。

35. 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说该段引起了极

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最后一句中的推定，即战时

并不禁止使用核武器，非常具有争议性。因此，他

完全支持萨博亚先生的建议删除该段落。 

36.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同意萨博亚先生，巴

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和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所

表达的意见。这段处理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不

是论述的根本要点，因此应予以删除。

37.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对于该段

在一读时并无争议的措辞的反应令他吃惊。

3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的理解是，该段

中援引的评论涉及的是对条约的理解，而不是在发

生武装冲突时，条约的继续或终止。在这种情况下，

他支持删除该段。 

39. 瓦钱尼先生说，第 (6)段援引的章句意在描

述关于该原则的众多国家实践中的一例。因此，或

许可以删除对这一具体观点的引述，代之以争议性

较少的实例。另外，他也不反对删除整段的简洁做法，

因其触及的是显然有争议的问题。 

40.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反对删

除第 (6)段，然而，如果大部分委员决定采取删除行动，

那么他虽不认同，但可服从这项决定。

41. 萨博亚先生说，他对该段落涉及《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并不太在意，他所关切是一项看法，即

通过宣扬美国的观点，委员会似乎在对其表示认同，

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

42. 村濑先生要求确认美国是否批准了《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

43. 加亚先生说，这里所述条约是1963年的莫

斯科条约，准确地说，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

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已由美国签署并批准。纳

入这一引文的原因不是总顾问关于这项条约的构建

问题，而是他所提及的条约明示可在战时适用的一般

性原则。监狱总顾问关于条约如何构建的观点仅体

现了某一缔约国的立场，那么可以避免提及这一点，

而这样的回避并不会改变评注论点的总体趋向。

44. 村濑先生说，既然美国已经签署和批准了

该《条约》，那么第 (6)段可予以保留。 

45. 麦克雷先生说，如果该评注的这段案文不

是此评注的关键部分，而且将之列入在内的理由又

不清楚，且不得不向委员会委员们作出解释，那么，

该段应予以删除。 

46. 彼得里奇先生说，既然所述案文已到了二

读，而委员会正欲采取与一读通过时不同的立场，那

么，就应进行意向性表决。 

4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出采取折衷方式，删

除颇有争议且与议题无关的最后一句，与此同时，保

留引文的其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表达了一个重

要观点，即可能适用如下规则：战争或许会使条约的

实施在交战各方之间被中止或废止。 

48. 萨博亚先生说他必须坚持全部删除第 (6)
段，并同意进行表决。

意向性表决以举手方式举行。

49. 主席说，根据意向性表决，18位委员赞成

全部删除第 (6)段，两位委员反对。她虽未参与表决，

但也赞同删掉该段。

第 (6)段删除。

第 (7)和第 (8)段

第 (7)和第 (8)段通过。

(b) 声明、确立或规定永久制度或地位或有关永久权利

的条约，包括确定或修改陆地和海洋边界的条约

第 (9)至第 (15)段

第 (9)至第 (15)段通过。

(c) 多边造法条约

第 (16)段

5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为了行文流畅，启

始句“造法条约可以定义如下” 应改为“造法条约界定

如下”。

第 (16)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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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段

51.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为与法文

本相对应，应将英文本第一句中“contour (轮廓 )” 一

词改为“definition (定义 )”。

第 (17)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18)至第 (20)段

第 (18)至第 (20)段通过。

第 (21)段

第 (21)段经一处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22)段

第 (22)段通过。

(d) 关于国际刑事司法的条约

第 (23)至第 (25)段

第 (23)至第 (25)段通过。

第 (26)段

52.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最后一段的末尾句 “因
此，必须视为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持续生效” 应予

删除，原因是虽然强行法义务理所当然地继续适用，

然而，这样的条约未必能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存活

下来。

第 (26)段经修正后通过。

(e) 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涉及私权利的协定

第 (27)段

第 (27)段经一处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28)段

5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该段的第一句“停止

独立战争” 并不确切，应予以删除。

第 (2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9)至第 (47)段

第 (29)至第 (47)段通过。

(f) 关于对人权进行国际保护的条约

第 (48)段

5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为了精确起见，该

段第三句中“在国际人权规则出现之前 ” 应改为

“在国际人权条约签订之前”，因为与此相关的是 
条约。

第 (4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9)段

第 (49)段通过。

第 (50)段

5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引文的最后一句不

是该推理的要点。此外，与该句所述相反，并非所有

不可减损的人权条款均被编纂成为强行法准则。因

此，他提议删除最后一句。

第 (5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1)段

56.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第三句

中应在“条款” 之前加上“条约” 二字。

第 (5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2)段

第 (52)段通过。

(g) 关于国际环境保护的条约

第 (53)段

第 (53)段通过。

第 (54)段

57.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对国际法

院关于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

咨询意见应用全称表述。

第 (5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5)和第 (56)段

第 (55)和第 (56)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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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关于国际水道以及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条约

第 (57)至第 (59)段

第 (57)至第 (59)段通过。

第 (60)段

58.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将第二句

中“《有关基尔运河的凡尔赛条约》” 改为“《有关基尔

运河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合约》(《凡尔赛合约》)”

会更加确切。鉴于该段未列出《奥匈帝国、法国、德国，

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俄罗斯、西班牙和土耳

其关于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的公约》(《君士坦丁堡

公约》)，他提议增列此条约。

第 (6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1)至第 (63)段

第 (61)至第 (63)段通过。

(i) 关于含水层以及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条约

第 (64)至第 (66)段

第 (64)至第 (66)段通过。

(j) 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

第 (67)和第 (68)段

第 (67)和第 (68)段通过。

(k) 关于以和平手段，包括和解、调停、仲裁和司法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条约

第 (69)至 (71)段

第 (69)至第 (71)段通过。

(l) 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条约

第 (72)至第 (77)段

第 (72)至第 (77)段通过。

第 (78)段

59. 加亚先生说第四句中所述的“被告” 身份不

明确。

60.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被告是美

国联邦政府。因此，他提议将第四句中的“被告” 改

为“联邦政府”。

第 (78)段经修正后通过。

对第7条草案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的附件的评

注经修正后通过。

C. 委员会的建议 (续 )

61. 主席提醒指出，委员会尚未完成A/CN.4/
L.785号文件关于就条款草案向大会提出建议的第9
段。特别报告员关于建议的提案载于“关于就《武装

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向大会提交建议的说

明” (A/CN.4/644)第15段。

62.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在说明

中提请委员会不要提议大会立即举行外交会议。他

之所以持此立场，是因为担心一旦这场外交会议未

获成功，或批准大会推出条约的国家数目过少，不

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意识到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编撰各项条约案文，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

发展。他同时也承认，当向大会推出提案时，委员

会本身绝不可因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中有时遭遇

到的困难而气馁。倘若大部分委员不同意他说明中

所载的提议，并决定向大会提议考虑在近期内举行

外交会议，那么，他可以附议这个决定。无论如

何，是否举行外交会议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大会 
手中。

63. 杜加尔德先生想知道既然特别报告员提议

此阶段不要举行外交会议，那么委员会是否还有其

他敞开的通道，即由第六委员会起草一项公约，因

为曾经有过采用此步骤的先例。召开外交会议是一

件大事，但不妨可让第六委员会自己将条款草案转

变成一项公约。 

64.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这样的做

法也完全有可能，因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

免公约》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就是以此

方式通过的。

65.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

说明中所概述的审慎态度，因为在第六委员会的第

六十五届会议上，一国代表团甚至曾说这个专题不

适宜编纂，应予以放弃。因此，说明第15段中所载

的提案是明智之举。令人遗憾的是，上一年他曾提议，

在条款草案前应附加一篇序言，因为序言可阐明委

员会开展此编纂工作的原因，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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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同意必须有一定

程度的审慎。第15段的提议原则上是恰当的，但委

员会应察看一下，委员会曾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草案 431向大会提出建议的确切措辞，因为

该措辞远远未达到第15段第㈠节的程度。大会是否

应召集会议，或第六委员会是否应将条草案转变成

公约，委员会无发言权。

67.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同意坎迪奥蒂先生的

看法，鉴于此专题的敏感度和深远的性质，条款草

案需要撰写一篇序言以解释编纂的目的。他还同意

说明第15段的提案，或可按迈克尔爵士的提议修改。

68.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虽不反

对列入一篇序言，但时间紧迫，而序言必须经起草，

讨论，提交至起草委，再次讨论，然后方可获得通过。

再则，完善说明第15段所载的提案会非常容易。

6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虽原则上不反对

列入一篇序言，但他认同特别报告员的意见，撰写序

言耗时良多，而且他也担心这会再次引发对某些条款

的辩论。从实际角度来看，考虑序言有些为时过晚了。

70. 主席提议委员会应推迟审议建议，与此同

时，各位委员应对特别报告员说明 (A/CN.4/644)第15
段第㈠节的适宜措辞进行斟酌。

上午11时30分散会。

第3118次会议

2011年8月5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嗣后：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

村濑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

克尔 · 伍德爵士。

431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

第73段。

因主席缺席，由副主席雅各布松女士主持会议。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六章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A/CN.4/L.785和Add. 1-2) (续完 )

C. 委员会的建议 (续完 )

1. 主席提醒委员会委员A/CN.4/L.785号文件第

9段被暂时搁置，以便特别报告员就此提出建议。

2. 卡弗利施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上次会议讨

论了委员会在向大会提交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条款草案时希望向大会提出的建议。根据讨论的

情况，他拟议了下列案文，几乎逐字重复了伴随关

于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432 的建议：

“在2011年8月5日举行的第3118次会议上，

委员会决定按照其章程第23条向大会建议：

“(a) 注意到决议中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

的影响条款草案，把这些条款附载为该决议的

附件；

“(b) 并考虑在稍后阶段根据该条款草案拟

定一项公约。”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第9段的案文通过。

C节经修正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六章经修正整体通过。

 第五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A/CN.4/L.784和Add.1-2)

3.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逐段通过报告草稿第五

章，从载于A/CN.4/L.784号文件的章节部分开始。

A. 导言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1至第8段

第1至第8段通过。

A节和B节通过。

432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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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员会的建议

D. 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

第9和第10段

4.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他与委员会成

员简短讨论之后，即可填补第9和第10段中余留的

空白，因此他建议先将这两段保持原样。

就这样决定。

5. 主席建议，将文件E节作为一整体通过，因

为它所载的是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的全部

内容。

E. 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1. 条款草案案文

A/CN.4/L.784号文件E.1节通过。

6.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开始审议载于A/CN.4/
L.784/Add.1-2号文件的报告草稿第五章的内容。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A/CN.4/L.784/ADD.1-2)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A/CN.4/L.784/ADD.1-2)

第1段

第1段通过。

总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 麦克雷先生说，该段最后几句不太明确。

8.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因为” 一词

后，应以逗号连结第四和第五句。在最后一句中，应

以“然而” 一词替代“之所以没有被称作不法，因为”

一语。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9.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准确起见，应删

除倒数第二句中的“仅” 字。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10.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国家和国际

组织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后者不具有一般性权能，

因此他建议，应将第 (7)段第二句开始改写为：“与国

家相对的是，国际组织不具有一般性权能，其建立

是为了……”。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和第 (9)段

第 (8)和第 (9)段通过。

总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11.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开始审议载于A/CN.4/
L.784/Add.2号文件的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评注。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条 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1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为了言简意赅，

应将第 (10)段中第三和第四句合并，读作：“虽然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在考虑解除不法性的

情况、国际责任的内容、或援引一国国际责任时，并

没有具体提及国际组织，但这些条款可以用类推方

式适用于一个责任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2条 术语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13.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第 (3)段中第

七句不是很清楚，应予以完善，包括给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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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第七句中，

“由国家机关建立” 等措辞字应代之以“在国家机关的

参与下建立”，并删除剩余字样。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9)段

第 (4)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1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英文文本中，第

(10)段中的第一句非常别扭，他建议稍后与特别报告

员一道进行重写。

就这样决定。

第 (11)至第 (13)段

第 (11)至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16. 杜加尔德先生说，该段的第1条脚注应提

到的是评注第 (4)段的最后一条脚注，而非其后的那

条脚注。

17.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 (13)段的脚

注应提到的是评注第 (4)段的倒数第二条脚注。他将

告知秘书处这些错误，以便作出必要的修正。

第 (14)段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通过。

第 (16)段

1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第 (16)段第四

句中，应在末尾添加“等等文书” 等字，以免给人该

清单详尽无遗的印象。

第 (1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7)至第 (21)段

第 (17)至第 (21)段通过。

第 (22)段

1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最后一句有问题，

因其对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文本 433中

433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第4条，

第2款。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至第77段。

相应条款的相反影响。在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的评注

中，使用“包括” 一词的目的是反映这一事实：即不

仅由法律而且可以根据实践来对国家机关作出定义。

这显然并不适于国际组织，因为根据定义一组织的

规则包括其已确立的做法。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也许

是删除这一句。

20. 麦克雷先生说，他不反对修改这一句话，

但希望不要将之删除，因为已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过

这个主题。

21.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该句以“(c)项可……”

字样开始，删除这些字样前面的词语。

第 (2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3)至第 (27)段

第 (23)至第 (27)段通过。

第2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评注

2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这一段是多余的，

建议将之删除。

23.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导言段有其目

的，但他不反对予以删除。

24. 主席说，如果她没有听到反对意见，她将

认为委员会希望删除第 (1)段。

就这样决定。

第3条 国际组织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3条的评注通过。

第4条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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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的评注通过。

第5条 把国际组织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5条的评注通过。

第二章

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5. 麦克雷先生说，第一句开头只对提到的二

读时在场的委员会委员有意义。他建议将之删除，使

该句读作：“本草案只提供了正面的归属标准。”

26.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同意删除提

到二读的内容，但希望保留其余开头语。

27. 麦克雷先生补充说，在英文本中，“本草案”

字样应替换为“本条款草案”，在第二句中，应以“它
们” 替代“本条款” 字样。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和第 (7)段

第 (6)和第 (7)段通过。

第二章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6条 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第6条的评注通过。

第7条 交由国际组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

关或代理人的行为

评注

第 (1)段

28. 麦克雷先生说，在英文本中，第 (1)段和

通篇中的“lending (借出 )” 一词应以“secondment (委
派 )” 一词替代。

第 (1)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11)段

第 (2)至第 (11)段通过。

第 (12)段

2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五句中，“多数

意见看来支持……表达的意见” 显示对这些意见缺乏

真正支持。

30.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将在稍后拟

议更为恰当的措辞。

第 (12)段通过，但需由特别报告员在稍后作出 
修正。

第12段 (之二 )

31.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加入一段 (12
段之二 )，读作：

“在英国上议院就阿尔 -吉达案做出判决之

后，同一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了申诉。对阿尔 -
吉达诉联合王国案，欧洲人权法院引用了关于

责任归属的数条案文，包括委员会一读通过的

本条 ((与现在的文字相同 )以及评注中的一些段

落。法院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于多国部

队里的外国军人的行为或不行为既无有效控制，

也无最终权威，故申诉人被拘留一事无法归于

联合国’。法院一致认定，申诉人的拘留一事须

归于应诉国。”

3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第一句开始处用

“裁决” 一词替代“判决”，用“阿尔 -吉达先生” 替代

“同一人” 字样。

第12段 (之二 )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段

33.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将第一句的开

头代之以“海牙地区法院的一项判决也考虑了归属问

题……”，句子其余部分保持不变。为了反映2011年
7月就此案采取的进一步行动，他还提议在该段结尾

处插入下列案文：

“针对就上述判决的上诉，海牙上诉法院提

及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本条草案 (与现在的案文相

同 )。法院将 ‘有效控制’ 的标准适用于本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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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得出结论认为，应诉国应对其介入斯雷布

雷尼察所发生的事件负责，这些事件导致三名

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在从荷兰营驻地赶出之后

被杀害。” [X]

脚注 [X]的案文应读作：

“努哈诺维奇诉荷兰案，2011年7月5日的

上诉判决，海牙上诉法院，民法部，第5.8和第

5.9段 (可查阅http:// https://uitspraken.rechtspraak.
nl/)。法院认为，荷兰是能够不让受害人从荷

兰营地被移走的。法院赋予 ‘有效控制 ’ 以广

泛的含义，将防止发生的能力也包括在内，这

是 采 纳 了T. Dannenbaum的 思 路，‘Translating 
the Standard of Effective Control into a System of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How Liability Should 
Be Apportioned for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y Member State Troops Contingents a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ers’，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51 (2010)，第113页起，特别是第

157页。法院还考虑了将行为同时归属于起源

国和联合国的可能性。这种双重归属的做法是

由C. Leck倡 导 的，‘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ommand and Control Arrangements and the 
Attribution of Conduct’，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2009)， 第346页 起，

特别是第362至第364页。”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7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尼豪斯先生 (副主席 )接着主持会议。

第8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评注

第 (1)至第 (10)段

第 (1)至第 (10)段通过。

第8条的评注通过。

第9条 被国际组织承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9条的评注通过。

第三章

违反国际义务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三章的评注通过。

第10条 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第10条的评注通过。

第11条 对国际组织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

评注

第11条的评注通过。

第12条 违反国际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评注

第12条的评注通过。

第13条 复合行为违反义务

评注

第13条的评注通过。

第四章

国际组织对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四章的评注通过。

第14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14条的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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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条 指挥和控制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15条的评注通过。

第16条 胁迫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16条的评注通过。

第17条 通过向成员发出决定和授权而避免承担国际义务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4. 麦克雷先生建议以动词“避免 ” 替代

“逃避”。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12)段

第 (5)至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35. 杜加尔德先生问可否给出该段引文的出处，

因为这段引文十分重要。

36.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引文源于尚未

公布的一封信函，因此很难找到。相关文件也许是

由法律事务厅提供的。

37. 主席说，她认为特别报告员将设法找到出

处，以便在该段中引述。

就这样决定。

第 (13)段通过，但稍后可能会有修正。

第 (14)和第 (15)段

第 (14)和第 (15)段通过。

第17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但稍后可能仍有

修正。

第18条 作为另一国际组织成员的国际组织的责任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18条的评注通过。

第19条 本章的效力

评注

第19条的评注通过。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五章的评注通过。

第20条 同意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20条的评注通过。

第21条 自卫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21条的评注通过。

第22条 反措施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22条的评注通过。

第23条 不可抗力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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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条的评注通过。

第24条 危难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24条的评注通过。

第25条 危急情况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8. 麦克雷先生建议第25条所规定的条件应
“比照” 而非“自行” 适用。

39.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本身” 这一表达

方式的确不合适，应该更换。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7)段

第 (5)至第 (7)段通过。

第25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26条 对强制性规范的遵守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26条的评注通过。

第27条 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27条的评注通过。

第三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三部分的评注通过。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28条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评注

第28条的评注通过。

第29条 继续履行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29条的评注通过。

第30条 停止和不重犯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30条的评注通过。

第31条 赔偿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31条的评注通过 。

第32条 组织规则的相关性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32条的评注通过。

第33条 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33条的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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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34条 赔偿的方式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34条的评注通过。

第35条 恢复原状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35条的评注通过。

第36条 补偿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36条的评注通过。

第37条 抵偿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37条的评注通过。

第38条 利息

评注

第38条的评注通过。

第39条 促成损害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39条的评注通过。

第40条 确保履行给予赔偿的义务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但须对英文本略作编辑修改。

第 (2)至第 (5)段

第 (2)至第 (5)段通过。

第40条的评注通过。

第三章

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义务

第41条 本章的适用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41条的评注通过。

第42条 严重违反本章规定的义务的特定后果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42条的评注通过。

第四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一章

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

第43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43条的评注通过。

第44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通知其求偿的要求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44条的评注通过。

第45条 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

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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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条的评注通过。

第46条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46条的评注通过。

第47条 数个受害国或国际组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47条的评注通过。

第48条 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48条的评注通过。

第49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13)段

第 (1)至第 (13)段通过。

第49条的评注通过。

第50条 本章的范围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50条的评注通过。

第二章

反措施

第51条 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51条的评注通过。

第52条 国际组织成员采取反措施的条件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第52条的评注通过。

第53条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40. 瓦钱尼先生提议删除最后一句中“况且确定

哪些人权应视为基本人权也有困难” 的措辞。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53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54条 反措施的相称性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54条的评注通过。

第55条 采取反措施的条件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55条的评注通过。

第56条 终止反措施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56条的评注通过。

第57条 受害国或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措施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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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条的评注通过。

第五部分

国家对国际组织相关行为所负的责任

总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五部分的评注通过。

第58条 国家援助或协助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58条的评注通过。

第59条 国家指挥和控制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59条的评注通过。

第60条 国家胁迫国际组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60条的评注通过。

第61条 国际组织成员国规避国际义务

评注

第 (1)至第 (10)段

第 (1)至第 (10)段通过。

第61条的评注通过。

第62条 国际组织成员国对该组织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13)段

第 (1)至第 (13)段通过。

第62条的评注通过。

第63条 本部分的效力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63条的评注通过。

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第64条 特别法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64条的评注通过。

第65条 本条款草案中没有规定的国际责任问题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65条的评注通过。

第66条 个人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66条的评注通过。

第67条 《联合国宪章》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67条的评注通过。

载于A/CN.4/L.784/Add.2号文件的E.2节经修正

后整体通过。

下午12时50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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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19次会议

2011年8月8日，星期一，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

克尔 · 伍德爵士。

条约随时间演变 (A/CN.4/638，G节 )

[议程项目9]

研究组的报告

1. 诺尔特先生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组

长 )回忆称，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成立于国际

法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 434，并于第六十二届 435 和第

六十三届会议 436经过重组。在本届会议上，它已于

2011年5月25日、7月13、21和27日以及8月2日召

开了五次会议。

2. 按照上一年的商定，研究组一直在研究主席

就国际法院和具有特别管辖权的仲裁法庭的相关判

例编写的介绍性报告 437。成员们对报告关于嗣后协定

和惯例可能导致的条约修改部分进行了讨论、还讨

论了嗣后协定和惯例与正式修订程序之间的关系。研

究组依照主席的一项建议行事，认为在此阶段不应

该就介绍性报告所论述的问题作出结论。

3. 此前研究组还收到了主席的第二次报告，以

及分别由村濑先生以及彼得里奇先生提交的两份非

正式文件。主席的第二次报告论及某些国际经济制

度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434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7段。 
435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345段。
436 同上，第353段，以及《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334段。 
43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48至第

351段。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设立的法庭和根据《加拿大政

府、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设立的法庭 )、国际人权制度 (欧洲人

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 )和其他制

度 (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前南问题国际

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欧洲联盟法院 )的
判例法。报告解释了优先谈到这些制度的原因。

4. 研究组审议了第二次报告中的20项一般性

结论。讨论的重点是：特殊制度下仲裁机构对条约解

释一般规则的依赖；某些条约 (特别是人权条约和国

际刑法领域的条约 )的特殊性质可能影响相关仲裁机

构条约解释方法的程度；仲裁机构对各种条约解释方

法的不同侧重 (例如，更多采用文本法或宗旨法的条

约解释方法，而不采用传统方法 )；对将嗣后协定和

惯例作为一种条约解释方法的普遍认同；嗣后惯例作

为条约解释方法之一受到各仲裁机构的重视程度；用

作条约解释的嗣后惯例的概念，包括可将惯例视为

嗣后的时间点；相关嗣后惯例的可能发起者；根据嗣

后惯例，将演化性解释作为一种目的性解释的形式。

研究组仅有时间讨论了上述结论中的11项。根据讨

论，主席提出以下九项初步结论：

“1. 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既被视作切实可行的条约规定，也被

看作是习惯国际法的反映，得到仲裁机构认可，

一直被视为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

“2. 解释方法

“尽管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的

一般规则作为条约解释的基础得到承认，但不同

的仲裁机构视情对不同解释方法各有侧重。可

以分为以下三种广泛应用的方法：

“传统法：和国际法院一样，大多数仲裁机

构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设立的法庭、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

和法庭 )通常会考虑到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的所有解释方法，不会对某些特定的

解释方法过于侧重或给予怠慢。

“文本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内的小

组报告和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的

报告，在很多情况下重点关注条约文本 (协定条

款的一般含义和特殊含义 )，一直不愿强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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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释。采取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对确

定性的需要以及世贸组织相关协定中许多规定

的技术特性。

“宗旨法：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设立的地区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通常

侧重文本的目的和宗旨。这种方法似乎源于人

权条约实质性条款的特征，其所处理的是演变

中的社会里的个人权利。

“之所以一些仲裁机构常常侧重条约文本，

而另一些机构更看重其目的和宗旨，原因不仅

在于相关条约义务的主题内容，还涉及条约的

起草和其他因素，这其中可能包括条约体制的新

旧及仲裁机构遵循的程序。虽然没有必要确定

这些因素对所涉仲裁机构解释方法影响的程度，

在评估嗣后协议和嗣后惯例对不同仲裁机构所

起的作用时，对广为采用的这些不同方法了然

于心应大有裨益。

“3. 涉及人权和国际刑法的条约解释

“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均强调其适

用的人权条约的特殊性质，称这一特殊性质影

响其采用的解释方法。国际刑事法院、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适用特殊的解释规则，这些规则源自刑法

和人权法的一般原则。但是，地区人权法庭和

国际刑事法院及法庭均未对将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三十一条中的一般性规则作为其条约解释

的基础提出异议。被评估的其他仲裁机构未声

称其适用的特定条约能够证明应对其解释采用

特殊办法。

“4. 原则上承认将嗣后协议和惯例作为一种解

释方法

“所有被评估的仲裁机构均承认， 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和 (乙 )款意

义上的嗣后协议和嗣后惯例是一种解释方法，在

解释和适用条约时应予以考虑。

“5. 嗣后惯例解释方法的概念

“多数被评估的仲裁机构未对嗣后惯例的

概念做出定义。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给出的定义

( “足以构建一个表示 [条约 ]缔约国同意条约解

释的可识别模式的一致、共同和连贯的行为或

言论” 438)将惯例成分 ( “连贯的行为或言论” )与
对一致同意的要求 (由措辞“一致、共同” 所表

示 )结合起来” 和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

条第3款 (a)项和 (b)项规定一样 (狭义的嗣后惯

例 )。被评估的其他仲裁机构也使用惯例这一概

念作为一种解释方法，但并不特指和要求各方之

间须达成可识别的一致意见 (广义的嗣后惯例 )。

“6. 嗣后协定或惯例解释法的作用识别

“和其他解释方法一样，嗣后协定和嗣后惯

例通常仅是仲裁机构在达成某一特定决定时使

用的数种解释方法之一。因此，仲裁机构声称

某一特殊嗣后惯例或嗣后协定对最终结论起到

决定性作用的情况极为罕见。但通常有可能确

定某一特定的嗣后协定或嗣后惯例在达成某一

特殊决定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是影响甚微。

“大多数仲裁机构将嗣后惯例作为一种解释

方法。对于更青睐文本法 (例如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 )或宗旨法的仲裁机构 (如美洲人权法院 )来
说，嗣后惯例的重要性不大。欧洲人权法院更

注重嗣后惯例，因为它援引欧洲委员会成员国

的共同法律标准。

“7. 演进性解释和嗣后惯例

“演进性解释是宗旨解释法的一种。演进性

解释可在狭义和广义上为嗣后惯例所引导。倾

向于文本法的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只是偶尔特意

进行演进性解释。在人权条约机构中，欧洲人

权法院经常使用明确为嗣后惯例所影响的演进

性解释，而美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则

几乎很少依赖嗣后惯例。原因或许是欧洲委员

会缔约国中，欧洲人权法院可资仰仗的人权限

制标准相当类似。国际海洋法法庭似乎紧步国

际法院某些案例之后尘进行演进性解释。

“8. 极少援引的嗣后协定

“受评估的仲裁机构鲜有使用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中狭义的嗣后

协定。部分原因或是由某些条约 (特别是人权条

438 见日本—酒精饮料税案，AB-1996-2，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的报告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1996年11月1日，第13页，其中提到 I. Sinclair，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2版，1984年，曼彻斯特

大学出版社，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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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规定的义务职责的性质所致，这类条约的大

部分内容不适合于政府间的嗣后协定。 

“全会机构或缔约国根据某一条约做出的一

些决定，例如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九条通过的《犯罪要件》，或《加拿大政府、墨西

哥合众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项下2001年《对第11章某些章节的解

释说明》439，如经全体一致通过，或可拥有与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意义

上的嗣后协定相似的效力。 

“9. 相关嗣后惯例的可能发起者

“相关嗣后惯例可由整个国家机构 (行政机

构、立法机构或司法机构 )以条约解释为目的、

可被归因于该国的行为所构成。在某些情况下，

这类惯例甚至可包括反映在国家惯例中的 ‘社会

惯例’。”

5. 研究组建议，将这些初步结论的案文纳入委

员会报告中关于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的相关章节。研

究组认为这些仅是初步性结论，根据对这一题目其

他方面的研究报告和相关讨论，须对这些结论进行

再次研究和扩展。 

6. 研究组还讨论了今后该专题的工作。研究组

预计在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2年 )期间，完成

对主席第二份报告的讨论。此后，研究组将在研究

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与司法和准司法程序无关的缔

约国实践。研究组希望有关该专题的研究工作将如

期在下一五年期内结束，并希望达成基于一系列惯

例的结论。下届会议新当选的委员们可考虑是否有

可能就该专题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以修改研究组

的工作方式。

7. 在2011年8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研究组还

审查了在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440第三章中

再次重申要求缔约国提供资料的可能性。人们普遍认

为，对于不受制于国际机构司法和准司法裁决的嗣后

惯例和协定，如能掌握更多的实例信息将大有益处。

研究组因此建议，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

报告第三章中，增加一节，要求就该题目提供信息。

439 《北美自由协定》，自由贸易委员会，2001年7月31日，

《对第11章某些章节的解释说明》(载于http://www.sice.oas.
org/TPD/NAFTA/Commission/CH11understanding_e.asp)。

440 《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6至第28段。 

8. 他希望委员会能够对报告予以注意，并批准

上述两项建议。 

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条约随时间演

变问题研究组的进展报告。

就这样决定。

最惠国条款 (A/CN.4/638，H节 )

[议程项目10]

研究组的报告

10. 佩雷拉先生 (最惠国条款研究组联合主席 )
说，由麦克雷先生和他本人担任主席的研究组已在

本届会议上重新组建，并于2011年6月1日、7月20
日和8月4日举行了四次会议。 

11. 研究组致力于确定最惠国条款在投资领域

的规范性内容并分析判例法，包括仲裁员的作用、用

不同的方法解释最惠国条款的要素、各国对判例法的

分歧和采取的应对措施。研究组审查了一份非正式文

件，此文件查明了在投资案例方面涉及最惠国条款

的仲裁员和律师以及已被解释的最惠国条款的类型。

此前研究组还收到一份由麦克雷先生撰写的非正式

工作文件，在文件中，麦克雷先生试图确定法庭在作

出裁决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决定它们是否对判例法

中的分歧做出解释。目的是找出援引了哪些要素类

别并评估它们对最惠国条款的解释和运用方面的相

对意义。已对最惠国条款在投资争端方面的各种运

用进行了调查，特别是运用最惠国条款获得被告国

与第三国之间在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的实质性利益，

以及运用最惠国条款获得比在双边投资协议中阐述

的条款—索赔所依据的内容—更有利的争端解

决条款。

12. 工作文件还研究了在投资法庭决策方面发

挥作用的考虑，并关注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来源及范

围。在范围方面，强调了投资法庭在许多方面已制

定出适用的同类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做出了

同样的决定，采取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13. 那些方法包括：(a) 划分出内容和程序 (管
辖 )之间的区别；(b) 制定条约的解释方法，既可以把

最惠国条款解释为条款解释的一般事项，也可以将

其作为解释法庭管辖权的一部分；(c) 采用条约规定

冲突的方法，法庭考虑到试图在条约中纳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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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被基本条约本身以不同的方法包括在内；及 (d) 
审查各方的做法借以确定他们对最惠国条款范围的

意图。

14. 工作文件进一步考虑了提出的索赔类型是

否会影响法庭以最惠国条款的形式纳入其他规定的

意愿，并讨论了对应用该条款的限制，其中包括在

马菲基尼案中阐明的公共政策例外情况。

15. 总体而言，工作文件作出结论，认为通过

对各投资法庭所作裁决的审查，并未发现法庭在理据

方面的一致方法，它们有时允许但有时却拒绝将使

用最惠国条款作为把争端解决条款纳入基本条约的

一种手段。在决定是否可以为此目的使用最惠国条款

时，第一步是要明示或暗示决定最惠国条款是否在原

则上包括了争端解决条款。第二步是就所涉最惠国

条款进行解释，看它是否真正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

那些方法并非总是明确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庭显

然忽视了第一步，说他们的方法是条约的解释。

16. 研究组就工作文件和一系列问题举行了广

泛的讨论，之所以准备了这些问题就是要对可能需

要研究组审议的问题提供一个概述。这些问题所涉

及的范围从严格的法律考虑到宽松的政策方面，并

包括了一个问题，即最惠国条款范围的自由解释是

否有可能打乱一项投资协议的整体平衡，投资协议

力求在保护投资者及其投资和与东道国酌情制定政

策之间保持平衡。

17. 研究组的总体理解是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来

源是基本条约，而非第三方条约。这类最惠国条款

并非条约解释相对规则的例外。已经得到确认的是，

投资案件裁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最惠国待遇的

权限范围，也就是说，是否明确或隐含地属于该条

款的主题范围。

18. 在这方面，研究组研究了描述同类问题的

方法，尤其是通过援引实质性和程序性 (管辖权 )条
款之间的区别来描述问题时。当最惠国条款研究组明

确包含或排除争端解决程序时，显然无需再作进一

步的解释。然而，当各方认为最惠国条款对于争端

解决机制的适用性没有明确规定或无法清晰确定时，

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在双边投资条约的条款

采用开放性结构时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19. 研究组注意到近来的其他事态发展，包括

贸发会议在《国际投资协定问题丛书二》系列中发行

的《最惠国待遇》441，这表明，在马菲基尼案后，当缔

约国开始讨论投资协定时，他们往往明确表达最惠

国条款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

20. 研究组审议了有关 Impregilo S.p.A诉阿根

廷共和国案的近期裁决，特别是布里吉特 · 斯特恩仲

裁员所持的并存和反对意见，其中她特别提出，最

惠国条款之所以不适用于争端解决，一个核心原因

是与国际法的本质密切相关：由于获得实质性权利的

资格条件和获得司法管辖手段的资格条件不尽相同，

所以没有实质性权利和司法管辖手段的自动转化来

实施它 (第56段 )。还有人指出法律作者对于正确方

法的意见各不相同。一些评论者辩驳说，没有令人

信服的理由来区分实质性条款和争端解决条款，而

另外一些人则把对最惠国条款的解释看视为管辖问

题，纳入争端解决条款的意图必须明白无误地表达 
出来。 

21. 业已得到确认的是，对于最惠国条款是否

在原则上包含了争端解决条款，各项裁决隐含着一项

哲学性立场。一种情况所基于的假设是，这类条款

可以包括程序性权利，而另一种则假设不包括。有

人指出，总的看来，难点是各法庭没有统一的和系

统的解释方法。出于这一原因，很难就投资案件裁

决的解释方法做出一般性结论。研究组面临的挑战

之一是做出评估，该项评估可能会充实完善基本的

理论观点，以阐明做出这些裁决的理由。 

22. 在这方面，还有人指出，在 Impregilo S.p.A
诉阿根廷共和国案中的赞成和反对意见为找到处理

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例如，

首先审查在双边投资条约中授予的援引行使权利的

基本先决条件 (即属人理由、属事理由和属时理由 )
是否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一点上，回顾到1978年最

惠国条款草案第14条规定了与该缔约国有确定关系

的受益国、受益人或物，根据最惠国条款而产生行使

权，应符合含有该项条款的条约中规定的、或授予

国和受益国之间达成的条款和条件 442。换言之，在两

步走的程序—即首先决定最惠国条款是否在原则

上包括了争端解决条款，然后着手解释相关最惠国条

款问题，以便看它是否真正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

之前还有一步，这一步在案例法中可能被忽视，其

441 贸发会议，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UNCTAD/
DIAE/IA/2010/1,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10.II.D.19)，2010
年，日内瓦。 

442 《1978年……年鉴》[英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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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确定谁有权受益以及受益的先决条件是否已

经得到满足。 

23. 研究组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审查已经采取

的各种方法，并提请注意每种方法的长处和弱点。有

人指出，由于整个过程都涉及条约的解释，条约解释

的方法可能用词不当。总体的出发点会是1969年的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并以投资领域实践而来的原则

作为补充。但有人指出，1969年《维也纳公约》似乎

并不支持引述其他双边投资条约缔约方的缔约实践，

这类条约中，提到了最惠国索赔，作为确定当事方

对最惠国条款范围意图的一种手段。

24. 至于其今后的工作方案，研究组再次重申

需要进一步就服务贸易和投资协议研究最惠国待遇

问题，以及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和国民

待遇标准之间的关系。有人还建议，有必要研究国

际法的其他领域，以便及时发现最惠国待遇的适用

是否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 

25. 研究组的工作可能在2013年完成，目标应

该是在仲裁裁决中采取更加一致的做法，防止国际法

不成体系的问题。因此，研究组就可以更加确定和稳

定地致力于投资法领域。其工作成果应该对那些涉及

投资领域的人员和决策者们产生实际效用。研究组

并未打算起草任何条款草案或修改1978年的条款草

案。相反，它会在联合主席的指导下，制定一份阐述

总体背景的报告草稿，分析在各种情况下的判例法，

提请人们注意在实践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和发展趋势，

同时酌情提出建议，并对示范条款提出意见。 

26. 他希望委员会能够注意研究组的进展报告。

2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最惠国条

款研究组的进展报告。

就这样决定。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五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续完 ) 
(A/CN.4/L.784和Add.1-2)

C. 委员会的建议 (续完 )

28. 主席回顾，在第3118次会议上，关于委员

会向大会建议的A/CN.4/L.784号文件所载本章C节的

第9段被搁置。他请特别报告员告知委员会他关于该

段的提议。

29. 加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明智的做法是

让委员会通过一条与其在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 (A/CN.4/L.785)第六章中相似的段落，后者模仿的

是委员会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向

大会提出的建议 443。

30. 因此，他建议，C节第9段应读作：

“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到 (a) 决议中关于国

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并将其附于该项决议

作为附件，及 (b) 在稍后阶段考虑根据条款草案

拟订一项公约。”

31.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根据特别报告

员的建议通过A/CN.4/L.784号文件第9段。

就这样决定。

C节通过。

委员会报告第五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上午10时50分散会。

第3120次会议

2011年8月8日，星期一，下午3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443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

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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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工作方法和文件 
(A/CN.4/638，J节和A/CN.4/L.796444)

[议程项目11]

规划组的报告

1. 雅各布松女士 (规划组主席 )在介绍规划组

的报告 (A/CN.4/L.796)时说，工作组举行了两次会

议。它审议了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讨论

情况的专题摘要 J节，题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

论” (A/CN.4/638)；拟议的2012-2013年战略工作框

架 445，包括“方案6 ：法律事务”；大会2010年12月6
日关于国际法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65/26号
决议，特别是第7、8段和第13至第21段 446 ；以及委

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447 第十三章A.3节关于

审议大会2008年12月11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第

63/128号决议。

2. 规划组报告的编写反映了规划组所讨论议程

项目的成果。2011年，规划组主要侧重于两个问题：

工作方法和长期工作方案。

3. 规划组对坎迪奥蒂先生担任主席的长期工作

方案工作组进行了重组。规划组决定对委员会长期

工作方案提出五个新的专题。在本五年期内，委员

会已经在议程中纳入了两个新专题。工作组建议的

详细内容见规划组的报告。

4. 规划组也设立了一个由哈苏纳先生担任主席

的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审议应当如何修订、补充

或在必要情况下充分适用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并兼

顾委员会过去的相关决定。

5. 工作组提交了一份由规划组于2011年8月3
日通过的报告。报告涵盖了关于特别报告员、研究组、

起草委员会、出版物以及国际法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

之间关系的若干议题。该报告已被纳入目前委员会

审议的规划组报告之中。一旦委员会批准有关建议，

则将包括在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之中。

6. 为响应大会2010年12月6日第65/32号决

议，规划组决定编写一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修订章节。

444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445 A/65/6 (Prog. 6)号文件。
446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44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6页，

第231段。

7. 她的理解是，如果委员会按惯例批准，规划

组的建议，将在必要修订之后，纳入委员会报告中

题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一章。

8.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开始逐段审议规划组的

报告。

A.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第3段

9. 村濑先生说，第二个专题应当简单改为“保
护大气层”。

第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4至第7段

第4至第7段通过。

2.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2.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第8至第26段

第8至第26段通过。

3. 审议大会2010年12月6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3. 审议大会2010年12月6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

的第65/32号决议的第65/32号决议

第27至第33段

第27至第33段通过。

4. 酬金4. 酬金

第34段

第34段通过。

5. 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协助5. 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协助

第35段

第35段通过。

6. 特别报告员在大会审议委员会报告期间参加大会6. 特别报告员在大会审议委员会报告期间参加大会

第36段

第36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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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件和出版物7. 文件和出版物

第37段

第37段通过。

第38段

10.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建议在第五句的

“公布” 一词之前加上“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 几字，

这一建议获得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的支持。

第3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9至第43段

第39至第43段通过。

第44段

1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第三句的“法院和

法庭” 之前删去“国内” 这一形容词。

第4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45至第47段

第45至第47段通过。

B. 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48段

第48段通过。

第49段

12. 瓦钱尼先生指出，只有在该段最后一句，

也就是文件的最后一句话中才提到了分期举行会议，

而且仅关系到下一届的2012年届会。鉴于其重要性，

他建议应当在案文中早点提到这一问题，强调这句

话有总体意义，不仅是指2012年。

13. 加亚先生建议在第49段结尾加上以下的话：

“较早分期举行会议，以便留出充足时间，将届会第

一期会议所通过的案文评注翻译成全部正式语文”。

14. 佩莱先生说，他赞成加亚先生的建议，并

建议在“将届会” 之前加入“进行准备并” 字样。 

15. 诺尔特先生指出，由于第49段涉及到两个

不同问题，即会议会期以及会议分两期举行，建议

将这一段分为两段，另起一个第50段，以目前第49
段的最后一句话开头。

16.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赞成加亚先生和佩莱

先生关于应当强调保留分期举行会议的必要性，特

别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有许多其他公务。 

1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尽管他赞成加亚先

生的建议，但是也应当提到支持保留分期会议模式的

其他意见。因此他建议第49段应当仅包含一句话—

目前的第一句—而第50段应当以目前第49段第二

句话开头：“委员会为此回顾了2000年的决定……”448。

18.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身份发言，建议在目前

第49段第一句后加上一句，强调拟订的2012年届会

会期—九周—仅适用于2012年，因为随着新的

五年期开始，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将没有多少资料

要提交。这是确保委员会将不会迫于压力而在以后

几年中举行更短的届会。

19. 梅莱斯卡努先生赞成瓦钱尼先生的建议，

他指出，应当在文件一开始的A节部分即提到关于赞

成将届会分为两期的意见，并且只应当在B部分中保

留关于第六十四届会议日期和地点的第48段。

20. 诺尔特先生说，也许可以作为例外情况颠

倒A节和B节的顺序。 

2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不赞成改变目前

久已确定的顺序，并且建议在A节中加入一个新的第

3段，强调分期举行会议的重要性。

22. 雅各布松女士 (规划组主席 )表示支持强调

分期举行会议的建议。

23. 诺尔特先生建议，应当同时在新的第3段
和B节中提及分期举行会议问题—通常B部分涵盖

这类问题—并在两处交叉援引。

24.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这一问题值得特别

关注，并且他赞成加上一个新的第3段。然而，他认

为必须强调在2012年举行9周会议的例外性质，同

时强调这一决定的理由。

2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49段核心的一

句是委员会提到并在文件最后一条脚注中所援引的

448 《200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36页，

第7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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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决定，这可以构成新的第3段的基础。一种

办法也许是指出规划组认为届会的长度和分期举行

会议尤其重要，并提到2000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然后可以在该段而不是在脚注之中援引委员会的决

定，以便加以强调。

26.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委员们愿意改写第

49段，并在A节的导言部分加入一个新的第3段。他

建议由规划组主席和委员会秘书处根据委员们书面

提交的建议来加以改写。

就这样决定。

第49段经修正后通过。

规划组的报告 (A/CN.4/L.796号文件 )经修正后整

体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27.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对条约的保留

的第四章的第二部分，从A/CN.4/L.783/Add.4号文件

所载准则草案的评注开始。他说，只有几段尚未通过。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4–5)

2.1.5 保留的告知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28)段 (续完 **)

28. 诺尔特先生提到，他建议删除倒数第二句

的前半部，将该段改为如下：“委员会决定不为此专

门制订一项具体准则”。他还建议应当删除最后一句

没有实际用处的第二部分。说委员会“感到同一规则

适用于对严格意义上的组成文书的保留”，似乎就足

够了。

2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接受第一个

建议，但不接受第二个建议。最后一句的作用是指

出同一规则适用于那些与秘书处设立审议机关的条

约，即使不一定是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没有这一句，

这一段将毫无意义。

30.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仅删除倒数第

二句的前半部分。

第 (28)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2.1.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3 过时提出的保留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10)段 (续完 **)

31. 诺尔特先生说，实际上是引用霍恩的脚

注 449对他造成了困扰 ,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但是这种

做法也适用于没有包括一项退出条款的条约的情况”，
并且让读者参见评注第 (13)段。这意味着即使一项条

约没有退出条款，但如果目的是提交否则将过期的保

留，则仍可以选择退出。委员会绝不能提出这类建议。

因此应当删除脚注的这一部分。

3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承认措辞带来问题。

不能说缔约方总是有自由重新加入同一项条约，而

这需要在相关脚注中予以指出。提交方对这一问题

的意见是令人感兴趣的，值得保留。但是这一“总是”

适用的做法的影响值得讨论，并且委员会应当与这

种做法保持距离。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加上“是否总

是这种情况令人怀疑”，而不提及《统一支票法公约》

或交叉援引至关于其他事项的第 (13)段。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和第 (14)段

3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对上述脚注的

修订，解决了第 (13)和第 (14)段提出的问题。

第 (13)和第 (14)段通过。

449 F. Horn, Re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The Hague, T.M.C. Asser Instituut,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1988), 第43页。关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上文第3109次会

议，第62至第69段。

*   续自第3110次会议。
**  续自第3109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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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3.3 对以非保留方式排除或限制条约法律效力所作的限制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6)段 (续完 *)

3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一再犹豫之

后，赞成按诺尔特先生的建议，删除这一段。

就这样决定。

准则2.3.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8.1 接受保留的形式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2)段 (续完 )

35. 加亚先生说，经特别报告员同意，他想重

谈这一段，因为通过这一段时他不在场 450。他建议在

第二句开头部分加上“关于允许的保留” 字样，然后

立即加上一个脚注符号，插入以下的新脚注：“在保

留不被允许的情况下，接受并不影响保留的允许性，

见准则3.3.3。因此从反对的缺失来推定接受并无多

大意义”。需要这一说明，原因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条 (第五项 )指出，一项保留在12个月期满后

即被视为接受 (所谓默示接受 )；然而，对于不允许的

保留，则并非如此。一项没有后果的接受，不能视

为默示接受，甚至可能遏制在12个月期满后逾期提

出反对。

36. 诺尔特先生询问，这是否仅涉及单独的接

受，还是也涉及集体的接受。准则草案3.3.3的评注

在这方面作出了区分，委员会在该处表示对于集体

接受是否可能的问题不采取立场。

37. 加亚先生说，如果并非所有各方都对某一

不允许的保留做出反应，就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接受是

全体一致的。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着一些积极的接

受，则情况不同，可以说导致了对条约的修正。但是，

单纯的沉默即使持续了12个月，也不能有这样重大

的效果，从而使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变成允许的。

38. 诺尔特先生说，准则草案3.3.3的评注，特

别是第 (10)至第 (13)段表明该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

*    续自第3110次会议。
450 见上文第3110次会议，第82段。

某些情况下，集体沉默可以导致对一项不允许保留的

接受—尽管委员会尚未就这一问题形成立场。鉴

于加亚先生建议对第2.8.1条准则草案评注所补充的

内容，也许应当修订这一评注。

39. 加亚先生说，可能应当如此。他补充说，

他的建议反映了国家通常对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在12
个月期满后的处理办法。

40. 诺尔特先生强调说，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

关的，最好是首先审议第3.3.3条草案的评注，不可

对其所涵盖的内容预作判断。

4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这几点实际上

并不相关，并且最好不在《指南》第二部分的一项准

则的评注中纳入关于第三部分的内容。他本人一向

强调，有必要将关于保留的提交、允许性和效果等

不同问题区分开来。无论如何，诺尔特先生没有必

要担心，因为加亚先生提出的脚注将被视为“不妨碍”

准则草案3.3.3评注的内容。 

42. 诺尔特先生说，依据这样一个明确解释，

他可以接受加亚先生拟议的补充。 

第 (2)段经加亚先生和佩莱先生的修正，并得到

诺尔特先生的赞同后通过。

43.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3/Add.5
号文件所载的《实践指南》第三部分。

3.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A/CN.4/L.783/Add.5)

总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44. 诺尔特先生建议说，为了更明确地解释委

员会为什么决定在英文中采用“permissibility (允许

性 )”，而不是“validity (有效性 )” 一词，应当以“它的

优势在于不会导致对委员会立场作出错误结论” 取代

“它提供的优势在于它不预断”。 

4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支持这一

建议，并且应当在第一句的“选择” 后面加上“法文”

两字。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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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46. 诺尔特先生建议应当将“一词” 更正为“这
一法文词”，以说明这只是一个语言问题。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47. 诺尔特先生建议说，准则草案3.3.2 (保留

不允许与国际责任 )的评注第 (6)段更好地解释了委

员会的措辞选择，应将之转录至第一个项目符号的内

容中。他还建议修订第二个项目符号内的内容，指

出使用这样的措辞，能够避免在赞成采用“可允许性

(permissibility)” 与赞同采用“可施用性 (opposability)”

的学术争议中表示立场。 

4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赞成诺尔特

先生的第一个建议，但是必须起草一段新的案文，以

替代准则草案3.3.2的评注第 (6)段。关于诺尔特先生

的第二个建议，他说问题似乎只是将之翻译成英语

的问题。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但有一项谅解是对英文

案文进行重新措辞。

第 (7)段

第 (7)段通过。

第 (8)段

49. 诺尔特先生建议说，一个“特殊的部分将专

门处理” 应改为一个“新的部分将专门处理”。这一部

分是新的，但不是特殊的，最好是在整个段落中使

用一般现在时语态。

就这样决定。

第 (8)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三部分的总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 允许的保留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5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将英文本中的

“power (权力 )” 一词改为“right (权利 )”，全文对法文

“faculté” 的译法应全部采用这一词。

就这样决定。

第 (4)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5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说，该段的起

始句应改为：“尽管有一种观点认为， ‘保留权’ 的说法

有些过分，但《公约》依据的原则是推定其有效性”。
他还建议将最后一句改为：“然而，应注意的是，通

过使用动 ‘词 ‘may (可 )’，第19条的引言句承认各国

有权，但那只是 ‘提具’ 保留的权利”，以便反映委员

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终意见。 

就这样决定。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52. 诺尔特先生说，头两句可能引起误解，建

议改为：“‘formulate (提出 )’ 和 ‘formulation’ 都是斟

酌后选用的。它们表明 ‘提出’ 本身并不充分。” 同样，

第二句和第三句应当合并为：“它们表示 ‘提出的’ 保
留并非 ‘作出’ 的保留，不能凭借这样的声明而产生

效果”。

就这样决定。

5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二个建议的结

尾“不能凭借这样的声明” 几字毫无意义，应当予以

修改。但他提不出任何具体措辞。

54. 麦克雷先生答复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意见，

建议在第二个建议结尾，将“statement (声明 )” 一词

改为“formulation (提出 )”。 

就这样决定。

55. 黄先生说，该段的第四句应当删除。它提

及“中国”，会造成误解，因为召开联合国条约法会

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另

外，他的国家后来是作为一个新的缔约国加入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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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而不是作为所谓“中华民

国” 的继承国。该句不可接受。

5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诺尔特先生支持

下强烈抗议这一删改，认为这将纂改历史。在召开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时，现称中国台湾省的实体在联

合国被称为“中国”。

5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该句有些法律意义，

因此应当予以保留。为回答黄先生的关切，他建议

将第四句中的“中国” 和相关脚注括号中的“中国的解

释” 删除。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第 (7)段通过。

第 (8)段

5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一句中的“自
由” 一词应当改为“权利”，与委员会刚刚就该问题所

作的决定保持一致。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段

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59. 诺尔特先生说第二句中的“更强调” 几字语

义含糊，应改为“处理的是”。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3.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1 条约禁止的保留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6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明确起见，该

段第3条脚注结尾的“他” 应改为“Yasseen”。 

第 (5)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61. 麦克雷先生说，在英文本的第一句中，

“discussion” 一词应当改为更常用的“question”。

第 (6)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0)段

第 (7)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6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二句中的“准备工

作中” 应当改为“在起草时”。 

6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通常译为“drafting history (起草历史 )” 的 “travaux 
préparatoires”，应当予以保留。

第 (11)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第 (12)段通过。

准则3.1.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2 特定保留的定义

评注

第 (1)段

6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再次为了明确

起见，该段脚注中的“这个词” 应改为“‘作出 (made)’

一词”。 

第 (1)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

65. 麦克雷先生说，该段第二句中的“东方国家”

想必是指东欧国家，这需要加以具体说明。

66. 诺尔特先生在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的支

持下说，在有关时期曾以这种方式提及社会主义国

家，并非仅指东欧国家。

67. 彼得里奇先生说，南斯拉夫没有参与这一

句所提到的“努力”。他因此建议将“东方国家” 改为

“一些东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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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10)段

第 (4)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68. 麦克雷先生说，他感到惊讶地看到该段第

1条脚注援引的是一篇学术文章，而在英文本中，带

脚注标记的句子句首却是“有些保留国认为”。

6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这有一个翻译

上的问题。法文原始文本没有提到“保留国”，英文

本应当与法文本保持一致。然而，在前一句的结尾，

应当删除“委员会的成员也由于主张不同的立场而有

意见分歧” 这段话，以与委员会关于不在评注中提及

委员们之间任何分歧的决定保持一致。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和第 (13)段

第 (12)和第 (13)段通过。

准则3.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3 允许不受条约禁止的保留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7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出于明确起见，应

当在本段最后一句的“公约” 两字前面加上“维也纳”

三字。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71. 佩雷拉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该段第1
条脚注结尾所援引脚注号之后，应当加上分号和“另
见《实践指南》第三部分总评注第 (4)至第 (7)段” 这句

话。正是在这些段落中，委员会讨论并解释了它为

何选择法文的“licéité” 和“validité”。

第 (4)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7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为避免混淆，

在法文本中“alinéa c” 后面应加上“de l’article 19”。

第 (5)段经对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6)和第 (7)段

第 (6)和第 (7)段通过。

第 (8)段

73. 诺尔特先生建议，本段结尾的“会听任条约

丧失实质内容” 应改为“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如下一段所显示的，这是对条约准许的保留的有效

性原则一个更突出的例外。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和第 (10)段

第 (9)和第 (10)段通过。

准则3.1.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4 允许的特定保留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英文本的第二句

中，应修改“favoured by the majority of Commission 
members (委员会多数成员赞成 )” 几字，以确切对应

法文本的“retenue par la Commission”。

75. 主席说，秘书处将负责修改。

第 (2)段根据这一谅解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准则3.1.4的评注通过，条件是对第(2)段进行修正。 

3.1.5 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一个项目符号

的“尊重” 一词应改为“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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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77.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的开头说特别报

告员很可能显示了“有策略的谨慎” 是纯粹的臆测，

不应当在评注中这样写。

7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将该句的开头

删除，从而以“然而，同一特别报告员本人也……”。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13)段

第 (5)至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79. 诺尔特先生说，他认为，第 (14)段第㈠小

段第一句将“‘要素’ 一词的理解涉及保留者提出保留

的目标” 似乎不准确。他建议应当删除这几个字，改

为“‘要素’ 一词不必限于特定的条款”。

第 (1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通过。

准则3.1.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下午6时散会。

第3121次会议

2011年8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5)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并

提请委员们注意载于A/CN.4/L.783/Add.5号文件的该

章部分。 

3.1.5.1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确定

2. 诺尔特先生指出，准则第二句中，“酌情” 的

表述暗示，在确定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时，缔约方的嗣

后实践与条约的准备工作及条约缔结的背景并不处

于同一水平。此句的词序与评注第 (6)段中的短句不

一致，该段提及同样的三个因素：“同时考虑到实践

并酌情顾及条约的筹备工作和 ‘缔结条约时的情况’”。
该短句的词序与1969年《维也纳条公约》第三十二条

相一致，根据该条规定，条约的筹备工作—与嗣

后实践不同—被认为是解释的补充手段。

3. 尽管在第 (7)段中，特别报告员提出—他

同意—条约的筹备工作对于确定条约的目的和宗

旨的重要性，比其对条约某一条款的解释的重要性

更大，但不能由此得出嗣后实践不如筹备工作重要。

4. 作为一个解决方案，他提议在准则文本中删

除“酌情”，这会把筹备工作和嗣后实践置于相同的

地位。

5. 萨博亚先生在哈穆德先生和主席的支持下指

出，最好是使评注文本与准则文本相一致，而非反

其道而行之，因为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在经长时间

的分析和讨论之后已就准则的文本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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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3.1.5.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6. 针对诺尔特先生提出的准则文本与评注第

(6)段文本间的不一致问题，主席建议将“实践” 和“条
约的筹备工作” 两词的位置互换。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9)段

第 (7)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应删除英文本最后

一句中的“correctly (正确地 )” 一词，因为委员会不宜

就卢森堡对相关保留的反对意见作出判断。

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在任何情况下，

法文本中并无对应英文词“correctly” 含义的词句。 

第 (10)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11)段

第 (11)段通过。

9. 针对迈克尔爵士提出的一般性意见，即在英

文本中，评注中引用的几处准则文本与最后文本不

符，主席指出，秘书处将确保在整个《实践指南》中

准确引述准则的最后文本。

准则3.1.5.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5.2 含糊或笼统的保留

准则3.1.5.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10. 哈穆德先生提到该段的最后一条脚注 , 指出

为准确起见，应将 “许多伊斯兰国家” 改为“一些伊斯

兰国家”。

第 (7)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8)至第 (11)段

第 (8)至第 (11)段通过。

准则3.1.5.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5.3 对反映习惯规则的规定的保留

准则3.1.5.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11. 加亚先生指出，在英文本第二个项目符号

中，“as of right (作为权利 )” 是对法文“comme étant 
le droit” 的错误翻译，应如所援引的《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一样，改为“as law (作为法律 )”。 

第 (7)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8)至第 (11)段

第 (8)至第 (11)段通过。

第 (12)段

1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除第二句中括号

内“何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行法律的编纂” 部

分。这是一个错误的陈述，因为人权条约可能是也

可能不是对现行法律的编纂，实际上，它们往往在

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法律。出于类似的原因，他还提

议删除该段第2条脚注第二句括号里的内容。

1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他不同意迈

克尔爵士提议的内容，但同意删除相关文本中的语句。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至第 (18)段

第 (13)至第 (18)段通过。

第 (19)段

14.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第一句中的“特别是因

为让一个一贯反对者能够挫败这种规范是不可接受

的” 这一短句，因为他认为这一句是多余的。尽管此

短句似乎是合理的，但委员会不应在不必要的情况

下在有关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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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样宽泛的说明，而应考虑在建议的新专题“国际

习惯法的形成和证据” 下处理该问题。 

1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他不赞同诺

尔特先生关于该部分准则文本为多余或有争议的看

法。一贯反对者不能通过保留来挫败一项强行法规则

是无可辩驳的；因此，委员会没有理由不这样说。此

外，特别指出一点，即一贯反对者对强行法规范的

保留尤为不可接受，实际上为案文增加了内容。 

1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到该段第1条脚注时，

建议删除有关缅甸在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时提出的

保留的例子，因为不明确此例与禁止对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提出保留之间有何关系。

1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他不赞同迈

克尔爵士的观点内容，但承认加入该实例的原因并

非不言自明的。他可以同意将其删除，但指出必须

找到另一个例子。

第 (19)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20)至第 (22)段

第 (20)至第 (22)段通过。

准则3.1.5.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5.4 对涉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克减的权利的规定的保留

准则3.1.5.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准则3.1.5.4的评注通过。

3.1.5.5 与国内法有关的保留

18. 诺尔特先生提出他认为准则3.1.5.5与准则

3.1.5间有不一致之处，建议将准则3.1.5.5中的“或主

旨” 改为“主旨所必需的内容”，以便符合准则3.1.5中
的说法，若干准则均引述了该说法，即：“条约主旨

所必需的一项基本内容”。

1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他不认为准

则3.1.5.5的文本体现出不一致之处，也不认为诺尔

特先生的观点足以证明修正该准则的必要性。然而，

他愿意由委员会对此作出决定。

20. 主席在与梅莱斯卡努先生、诺尔特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萨博亚先生和佩

莱先生讨论后指出，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允许委员们

提出对准则文本的修正建议，只要这些修正涉及可

能对文本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实质性内容，但有关

形式问题的修正应直接向秘书处提出，无需在全体

会议辩论期间提出。

就这样决定。

准则3.1.5.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3.1.5.5的评注通过。

3.1.5.6 对载有众多相互依赖的权利和义务的条约的保留

准则3.1.5.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21.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英文本中“a bundle of 
obligations” 改为“bundles of obligations”，这在语境

中显得更为合理。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和第 (9)段

第 (8)和第 (9)段通过。

准则3.1.5.6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1.5.7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

保留

准则3.1.5.7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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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

22. 麦克雷先生指出，第二句中，短语“曾经

认为” 未表明其所指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是国际法

院。如果是前者的话，该短语应为“曾称” 或类似的

与法文本相一致的措辞。 

第 (2)段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应与法文本保

持一致。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第 (6)段经对法文本的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准则3.1.5.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2 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

准则3.2通过。

评注 

第 (1)段

2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如删除英文本“in-
cluding” 前的“in particular and”，将会使第二句更为

合理。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

第 (3)段经对英文本倒数第3条脚注作细微编辑

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4. 麦克雷先生质疑最后一项的必要性，建议

将其删除，至少因为该段文字并未表明哪些人权活

动家加剧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炒作的争论。

2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他主张保留

这一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陈述：人权活动家将精力

集中在了一个他认为并不存在的问题上。

2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支持麦克雷先生有关最

后一项的提议。针对英文本倒数第二项中的“some 
States have even denied that the bodies in question have 
any jurisdiction in the matter (一些国家甚至否认这些

机构在这个事项上的任何管辖权 )”，他质疑“even (甚
至 )” 一词的适当性，建议将其删除。

第 (5)段经麦克雷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修

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0)段

第 (6)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2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质疑第一句中“特别是人

权条约” 的必要性，建议将其删除。

28. 麦克雷先生提到第三项中的“including jur-
isdictional or arbitral methods (包括司法或仲裁的方

法 )”，提议应将英文本中的“jurisdictional” 一词更换

为“judicial”。他还提议在必要时检查并修订英文本

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提法。

2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支持麦克雷先

生关于英文本的提议，但指出应保留法文本中的

“juridictionnel” 一词。

30. 卡弗利施先生指出，由于在法文中，

“juridictionnel” 一词用于常设法院或仲裁方法，因

此法文本中对应的语句“y compris juridictionnels 
et arbitraux” 应 为“y compris juridictionnels” 或“y 
compris judiciaires ou arbitraux”；他建议选用后者。

31. 主席指出，他认为委员会可接受迈克尔爵

士、麦克雷先生和卡弗利施先生所作的提议。

就这样决定。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32. 诺尔特先生质疑第二句中的“无疑” 是否

适宜。

3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为准确起见，

应将英文本中的该表述改为“也许”。

第 (12)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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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段

34. 诺尔特先生提到倒数第二句中的“其目的是

要确保各当事方遵守条约” 时，提议加入“连续” 一

词，以强调条约机构在12个月期满后监督缔约方遵

约情况的重要性。

35. 麦克雷先生提到同一句中的“现行的有关文

件”，提议为清晰起见，应在英文本中将“texts (案文 )”

一词改为“treaties (条约 )”。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4)段

3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到最后一句中的“监督

机构应充分发挥缔约方赋予的条约监护人的作用，那

也是自然的要求”，指出短语“条约监护人” 的措辞没

有必要，且略有争议，因此应将其删除。

3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萨博亚先生的支

持下指出，尽管有些国家可能不喜欢将条约监督机

构称为“条约监护人”，但这确实是这些机构所扮演

的角色，该短语表达了该句的本质。

3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他希望将其与佩

莱先生就这一点的分歧记录在案。

第 (14)段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通过。

准则3.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2.1 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准则3.2.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3.2.1的评注整体通过。

3.2.2 明确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准则3.2.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3.2.2的评注通过。

3.2.3 考虑条约监督机构的评估

准则3.2.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9. 麦克雷先生提议应删除“应该有互惠”，因

其暗示监督机构与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监督机构确

实应该考虑到各国及国际组织关于保留的立场，无

论是否互惠。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3.2.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2.4 在设立条约监督机构的情况下有权评估保留允许性的

机构

准则3.2.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3.2.4的评注通过。

3.2.5 争端解决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3.2.5的评注通过。

3.3 保留不允许的后果

3.3.1 无须区分不允许的理由

准则3.3.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40. 诺尔特先生质疑第一句中“此外，无论是第

十九条的案文或筹备文献，都没有提出使人认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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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分不同情况的理由” 的准确性。尽管1969年及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中确实没有这么说，

评注第 (3)段中的各项却表明，筹备文献中确实拟加

入这样的区分。准则3.3.3的评注第 (3)段中所引述的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的声明 451证实了这一点。因此，

他提议应将第一句的开头部分改为“第19条的案文没

有……”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7)段

第 (5)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41. 诺尔特先生提议，为与经修正的第 (4)段一

致，应删除“或公约的筹备文献”。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3.3.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3.2 保留不允许与国际责任

准则3.3.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和第 (6)段

4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忆及委员会在早些

时候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将总评注第 (6)段的内容移至

第三部分。他提议应在第 (5)段末尾处插入一条脚注，

告知读者就相关的术语问题参阅总评注第 (6)段。

第 (5)段加入一条脚注后通过。

第 (6)段删除。

准则3.3.2的评注经修正后全文通过。

3.3.3 单独接受保留对保留的允许性不产生效果

准则3.3.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451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1968年3月26日至5月
24日，维也纳，第一届会议，全体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简

要记录》(A/CONF.39/1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V.7)，
1968年4月19日，第25次会议，第144页，第2段。

第 (6)段

43. 诺尔特先生质疑“无效” 一词的适当性，并

提议将其改为“不允许”，因为所讨论的问题是接受

一个不允许的保留。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44. 诺尔特先生指出，出于相同的原因，应删

除第一句中的“无效的”。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至第 (10)段

第 (8)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45. 诺尔特先生指出，应修改“缔约国一方的

沉默并不意味着它对保留的可允许性采取立场” 这句

话。他提议在“意味着” 一词前加入“一定”。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46.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修正条约” 改为“修
正或修订条约”，这将更符合1969年和1986年《维也

纳公约》。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3.3.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4 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评注

第 (1)段

47. 诺尔特先生指出，在最后一句中，应将“可
以 (may)” 一词改为“应当 (should)”，以便与准则3.2.3
的评注中关于考虑到各国及国际组织的立场的必要

性的内容保持一致。目前的措辞表明并未对所有的

观点一视同仁。

4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委员会不应

留下监督机构受到各国及国际机构的立场约束的印

象。在这方面需要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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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他赞同特别报告

员的意见。保留“可以” 一词是较为审慎的做法。

5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最后一句话

的开头部分，即“不过，事实上，接受和反对构成……”，
应改为“不过，接受和反对构成……”。

第 (1)段经特别报告员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准则3.4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4.1 接受保留的允许性

准则3.4.1通过。

评注

51. 主席建议，鉴于有必要更正法文本的段次，

委员会应采用英文本的段次。

就这样决定。

第 (1)段

第 (1)段经对英文本的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5)段

第 (2)至第 (5)段通过。

准则3.4.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准则3.4.2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52. 诺尔特先生指出，为了准确和可读性起见，

在第二句中，应在短语“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本

身的保留” 前加入“某些” 一词。

53. 黄先生指出，他希望提请大家注意该段第

2条脚注中有关中国的信息的一条事实错误。中国在

1997年成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缔约国时就提出了

对该《公约》第六十六条的保留，该项保留并未撤回。

中国在加入《公约》时就已宣布，台湾当局于1970

年以中国的名义签署《公约》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

的 452。因此，他提议从该脚注中删除有关中国的信息。

54. 诺尔特先生指出，有必要澄清，涉及中国

的有关保留是1971年前还是之后作出的。如果该保

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那么该项索引就是正

确的。接下来关于撤回保留的句子并未提到中国。

55. 主席建议，应核实上述脚注中涉及中国的

实际情况。

第 (2)段经诺尔特先生修正后通过，但需就该段

第2条脚注中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实。

第 (3)至第 (19)段

第 (3)至第 (19)段通过。

准则3.4.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但需就第 (2)段
脚注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核。

3.5 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准则3.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5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质疑该段结尾处提及的

2003年11月美洲自由贸易区第三协定草案 453 的相

关性。 

5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其重要性在

于这是唯一的一项表明禁止解释性声明可能性的多

边条约。 

58.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建议既然

相关协定尚未获得通过，应将其挪至该段最后一处

脚注中。

第 (5)段及其脚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4)段

第 (6)至第 (14)段通过。

452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载于http://treaties. 
un.org/)，第XXIII.1章。

453 美洲自由贸易区第三协议草案，2003年11月21日，

FTAA.TNC/w/133/Rev.3号文件(载于www.ftaa-alca.org/FTAADraft03/
Index_e.asp)，第XXIV章，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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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段

59. 诺尔特先生指出，引述常设国际法院对

Jaworzina案的意见似乎并不能支持该段开头的说法，

即一项解释的价值不是根据其内容、而是根据其权

威加以评估的。因此，他提议删除此段。

60. 麦克雷先生指出，也许引述该意见是因为

其表明，在协议起草之后提出的意见与在协议起草

时提出的意见的权威性有所不同。

6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经过考虑，

他赞同这一引述似乎与该段先前提出的观点有所矛

盾。因此，将该段删除是明智的。

第 (15)段删除。

第 (16)和第 (17)段

第 (16)和第 (17)段通过。

准则3.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5.1 事实上为保留的解释性说明的允许性

准则3.5.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3.5.1的评注整体通过。

3.6 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准则3.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3.6的评注整体通过。

62.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审议载于A/CN.4/L.783/
Add.6号文件的《实践指南》第四部分。

4.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力 (A/CN.4/L.783/Add.6)

评注

第 (1)至第 (21)段

第 (1)至第 (21)段通过。

《实践指南》第四部分的评注通过。

4.1 保留对另一国或国际组织成立

63.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提到准则4.1
以及其他提及“保留的成立” 或“成立的保留” 的准

则，指出在西班牙文本中，这些用语不符合1969年《维

也纳公约》西班牙文本的措辞。2010年，委员会中讲

西班牙语的委员就该准则起草过一条脚注，她建议

应重新纳入该条脚注。

6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尽管他理解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的顾虑，但他也想知道

为何不能修改西班牙文本，使之符合《维也纳公约》

的措辞。

65. 在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佩莱先

生 (特别报告员 )及坎迪奥蒂先生进行讨论之后，后

者在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的支持下，建议委员

会中讲西班牙语的委员就如何更好地使《实践指南》

易于为西班牙语使用者理解加以澄清。 

就这样决定。 

准则4.1通过，但需对西班牙文本进行澄清。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6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应将该段脚

注改为“第21条第3款并非指保留的有效性……”。

第 (2)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10)段

第 (3)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67. 诺尔特先生指出，在该段的第一条脚注中，

应将括号内的短语“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有效性” 改

为“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第 (11)段经对该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6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鉴于上次会

议关于准则3.3.3的讨论，应将第三句中的短语“如果

这些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共同决定 ‘允许’ 保留，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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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改为“关于这些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可能共同决

定 ‘允许’ 保留所余留的不确定性除外”。

69. 诺尔特先生指出，第四句中的措辞“客观上

有效” 未被用于其他语境之中；因此应删除副词“客
观上”。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至第 (16)段

第 (13)至第 (16)段通过。 

第 (17)段

7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最后一句中 “论
述保留对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协约关系的效果，

该节” 部分，因为前一句已明确指出保留并无此法律

效果。如果保留最后一句的最后部分，则会令人困惑，

因为该部分其实应为“保留对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

的协约关系并无效果”。 

第 (17)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4.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1.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成立

准则4.1.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71. 诺尔特先生指出，在第三句中，“接受这种

观点会使维也纳体系毫无意义” 一句语义模糊。为了

消除这种模糊性，应将短语“接受这种观点” 改为“接
受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保留的无限制权利”。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72. 诺尔特先生指出，应将倒数第二句中“这样

提出的任何保留一定有效” 改为“这样提出的任何保

留一定是可允许的”，因为相关脚注中的索引指的是

准则3.1.4 (允许的特定保留 )。

7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如果讲英语

的委员能够向秘书处提供一份清单，说明文本中哪

些地方的“valid (有效的 )” 一词应被改为“permissible 
(可允许的 )”，这将节省时间。 

74. 诺尔特先生指出，问题在于不可机械地替

代这些词语。在英文本中，“validity” 一词既涵盖涉

及实质性的可允许性的情况，也涵盖了有关程序有

效性的情况。因此，在某些地方，使用“validity” 一

词是恰当的，而在其他地方，如果仅涉及实质性问题，

那么则应使用 “permissible” 一词。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4)段

第 (7)至第 (14)段通过。

第 (15)段

75. 迈克尔·伍德爵士指出，该段落实际上是说，

如果一项保留是属于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

第一款的范围，则不可对该保留提出反对。倒数第

二句提请大家注意，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时，法国拟

议的一项修正案 454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没有被起草

委员会接受。该段最后一条脚注指出，皮埃尔 -亨利·英
伯特认为，出席会议的国家之所以否决了这一修正

案，是因为不希望限制对明示准许的保留提出反对

的权利 455。加入这一脚注可能会引起误解，因其暗示

委员会赞同其间所表达的立场。因此，他提议删除

该脚注。或者，委员会可删除有关法国修正案的整

个句子。提及后者其实仅涉及筹备工作的一个细节，

对整段的论述并无裨益。 

76. 诺尔特先生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条约缔

约方在接受可作出明示准许的保留时，是否愿意排除

提出反对的可能性。也许委员会应该更加灵活，在

有可能提出一项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情况下，不应断

言不可提出反对，因为理论上可以想见各缔约方也

许并不希望排除这一可能性。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

调了可以在不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提出反对。 

454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1968年3月26日至5月
24日和1969年4月9日至5月22日，维也纳，第一和第二届

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E.70.V.5)，A/CONF.39/C.1/L.169号文件，第137页。
455 P.-H. Imbert, L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multilatéraux，1979

年，巴黎，贝当出版社，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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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委员会的立

场明显是与英伯特先生相反的，但要删除有关法国修

正案的内容是不合适的，因为其确实存在。可在相

关脚注中简单地指出：“相反：皮埃尔 -亨利 · 英伯特，

见上文脚注XXX，第55页”。尽管英伯特先生是对条

约的保留问题上的权威，特别报告员个人并不反对

删除该条脚注。

7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这样一个缩写了

的脚注的含义将是模糊的。为此，他建议删除该脚注。

79. 诺尔特先生指出，该段的两个来源均表明

一个事实，即存在明示准许的保留并不一定排除提

出反对的可能性；对法国修正案的拒绝和对学术权威

的引述均证实这一立场。因此，委员会应允许对甚

至是明示准许的保留提出反对的可能性。

80. 加亚先生指出，诺尔特先生似乎是说，即

使条约缔约方已明确表示可作出某项保留，各国仍

可提出反对。他本人不愿鼓励他们这么做；关于可否

提出条约所明示准许的保留，没有原因可允许他们

改变意见。也许法国修正案未获通过的原因是因为

其被视为是多余的；该修正案被拒绝并不一定表明联

合国条约法会议希望允许各国改变其意见。他认为

委员会删除该条脚注是正当的。

第 (15)段在该条脚注删除之后通过。

下午1时散会。

第3122次会议

2011年8月9日，星期二，下午3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

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

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九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A/CN.4/L.788和Adds.1-2)

1.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载于A/CN.4/L.788和
Adds.1-2号文件的报告第九章，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

员保护。

A. 导言

第1至第6段

第1至第6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7至第9段

第7至第9段通过。

第10和第11段

第10和第11段通过，但须加入会议日期与编号。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四次报告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四次报告

第12至第14段

第12至第14段通过。 

2. 关于第12条草案的辩论摘要2. 关于第12条草案的辩论摘要

第15段

2. 瓦钱尼先生问为什么仅有关于第12条草案

的辩论摘要。

3. 主席回顾说，第10和第11条草案已经通过。

委员会的做法是不对当年已经通过的带有评注的条

款草案作摘要。

4. 米库尔卡先生 (委员会秘书 )解释说，为了不

降低评注的重要性，委员会认为最好将评注提交第

六委员会，不附带有关其辩论的摘要，同时牢记这

些辩论反映在评注中。 

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为了便于不熟悉这

一做法的人阅读，可加入一条脚注，如“根据委员会

长期以来的做法，本报告不载有关于第10和第11条
草案的辩论摘要，因为委员会今年已通过了有关评

注”，然后提到载列这些评注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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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坎迪奥蒂先生还建议说明会议简要记录恰当

地反映了有关辩论。 

7.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赞同拟议的解决办法，但

他对这一做法表示遗憾。第10和第11条草案引起了

热烈的讨论，第六委员会应当了解。 

8. 佩莱先生说，他个人赞同这一做法，理由是，

有关辩论、特别是少数人的意见，原则上已经反映在

一读提交的评注中。但是，条款草案第10和第11条
完全不是这种情况。阅读A/CN.4/L.788/Add.2号文件

所载的相关评注给人的印象是，委员会关于其专题的

意见是一致的，但委员们表达的是相当不同的意见。

瓦钱尼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认为，如果不反映

这些争论，那么就会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对第六委员会

隐藏了，这样想是正确的。他支持迈克尔爵士的提议，

解释委员会的这一做法，但最好设在段落中而不是

在脚注中作出解释。

9. 彼得里奇先生说，情况比较特殊：起草委

员会很少将单独一个条款草案搁置。第12条草案不

仅在全体会议上引起了十分热烈的讨论，而且在起

草委员会也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这需要反应出来。

已经通过的第10和第11条草案代表了已经说出的内

容，即使有些人并非总是看到其评论得到转载。他

赞同解释委员会做法的想法。但是，在特别报告员

缺席的情况下，很难变更评注。 

10. 瓦钱尼先生感谢这些解释，但他相信，在

目前的情况中，这一规则是没有道理的。他建议增

加一个段落，概述有关辩论；起草委员会主席提供的

摘要概括了辩论的基本内容，可用于这一目的。 

11. 诺尔特先生说，他同意彼得里奇先生和瓦

钱尼先生的意见，但他认为，委员会还应当看看过

去的做法。委员会的其他辩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意

见的特点，了解评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争论

会很令人感兴趣。 

12. 麦克雷先生说，他无法理解，在所说的一

切都归于“委员会” 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反映评注中

的不同观点。毕竟，辩论摘要清楚地表明了“某些委

员” 表示了一种或另一种意见。 

1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一读的评注反映了

辩论，而在二读阶段，表述的是委员会的立场。他赞

同增加一个解释性段落的提议，同时提到简要记录，

后者十分重要。也许应当具体说明，可在委员会的

网站上查阅简要记录。但是，转载起草委员会主席

的概述并无好处，因为那是另外一场辩论。他还认为，

偏离委员会的做法并不明智，因为这将开创一个先

例。认为其观点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委员可以在审

议评注时向特别报告员指出。 

14.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增加一个新的

段落，由秘书处按照坎迪奥蒂先生、佩莱先生和迈

克尔爵士提议的思路起草。不过最好不要提到有关

简要记录，其中反映了所有辩论，而不仅涉及第10
和第11条草案的评论。 

第15段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将在其后增加

一个新的段落。 

第16至第19段

第16至第19段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20至第22段

第20至第22段通过。

第23段

15. 加亚先生说，“第10至第12条草案” 应改为

“第12条草案”，因为辩论摘要仅涉及该条草案。 

就这样决定。

第23段经修正后通过。 

B节经修正后通过，条件是增加一个新的段落。 

16.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8/Add.1
号文件，其中载有对委员会已暂时通过的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第6至第9条的评注。 

C.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

人员保护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第6条 应对灾害的人道主义原则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6条的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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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人的尊严

评注

第 (1)段

17. 在与麦克雷先生、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 ·伍
德爵士交换意见之后，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

望删除第一句中的“中心” 一词，将第三句中的“一个

‘指导原则’” 改为“指导原则”。

就这样决定。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5)段

第 (2)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18. 主席建议将法文本第三句中的“traduisent”

替换为“dénotent”。

就这样决定。

第 (6)段经对法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7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8条 人权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为了使英文本更加

明确，建议将第一句中的“maintained by way of([习
惯国际法 ]规定的 )” 改为“reflected in (反映在 [习惯

国际法中的 ])”。

第 (2)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第8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9条 受灾国的作用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0.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脚注提到马克斯 · 于贝

在常设仲裁法院1928年4月4日就美国与荷兰有关帕

尔马斯岛主权纠纷所作的裁决，其中提到，“……领

土主权必然产生一项义务：保护其他国家在该领土内

的权利的义务” (帕尔马斯岛案的裁决，第839页 )。 

2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将第四句中“不受干

涉的权利” 改为“受益于……不受干涉的原则”。 

22. 加亚先生说，最后一句有争议，应当删除。 

提议获得接受。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23. 迈克尔 ·伍德爵士提议将第二句中的“概念”
改为“原则”。

就这样决定。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第9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24.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8/Add.2
号文件所载的该节其他内容—委员会已经暂时通

过的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第10和第11条
的评注。 

第10条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责任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25. 加亚先生提议，在第三句开头加入“尽管这

可能发生在没有任何灾害之时，” 等字样，以便明确，

并非是灾害引起了国家对个人的国际义务。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7)段

第 (5)至第 (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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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段

26. 加亚先生说，第 (8)段第二句对大会决议的

引用应当删除，因为其已出现在第11条的评注第 (2)
段中，放在该处更为恰当。 

27. 诺尔特先生说，他赞同加亚先生的提

议，但指出，那么就有必要删除下一句中的“还” 
一字。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和第 (10)段 

第 (9)和第 (10)段通过。 

第11条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28. 加亚先生说，对第11条的评注第 (8)段说

了同样的事情，而且说得更好。因此他建议删除第 
(6)段。 

第 (6)段删除。 

第 (7)至第 (9)段

第 (7)至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29. 加亚先生说，他不理解最后一句，不知将

其删除是否有任何坏处。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同意，这一句不清

楚，而且他对英文本中的“positive consent (积极同

意 )” 字样感到吃惊，暗示可能还有“negative consent 
(消极同意 )”。因此，他支持加亚先生删除该句的 
提议。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段

第 (11)段通过。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6)

3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A/CN.4/L.783/Add.6
号文件所载的《实践指南》部分，并回顾说，委员会

已完成了对准则4.1.1评注的审议。

4.1.2 对必须完整适用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准则4.1.2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32.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第一句中的“已长期奉

行” 等字样。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3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4句中的引语与准

则的案文并不对应，对澄清问题没有帮助。因此他

提议删除该段第4句之后的内容。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34.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英文本第一

句中，应当删除“intrinsically (固有的 )” 一词。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3)段

第 (7)至第 (1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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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4.1.2的评注通过。

4.1.3 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成立

准则4.1.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按照委员会就此作

出的决定，应当删除该段脚注，因其不过是转述了

准则。 

第 (2)段经删除脚注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准则4.1.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2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准则4.2的评注通过。

4.2.1 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

准则4.2.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在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

员 )支持下说，他不理解该段。毋庸置疑，保留的提

出者在条约对其生效时成为条约当事方。因此他提

议删除该段。 

第 (4)段删除。

第 (5)段

3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由于第 (4)段被

删除，第 (5)段开头的“但是” 也应当删除。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0)段

第 (6)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38. 诺尔特先生提到第一句时说，委员会并未

认为《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四款 (丙 )项的适用不

大确定，而是认为其不一致。案文应做相应修正。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和第 (13)段

第 (12)和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3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该段末尾的“因而”

不清楚，应当改为“通过表示同意受约束的文书”。 

第 (14)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4.2.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准则4.2.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准则4.2.2的评注通过。

4.2.3 保留成立对提出者作为条约当事方的地位的效果

准则4.2.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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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4.2.3的评注通过。

4.2.4 成立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准则4.2.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21)段

第 (1)至第 (21)段通过。

第 (22)和第 (23)段

40. 加亚先生说，他对第 (22)和第 (23)段所引

的案例有意见。所涉的是这样一些保留，这些保留

修改条约最初规定的义务，不仅去掉这些义务的某

些内容，而且还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是，委员会

在讨论准则1.1 (保留的定义 )时，认为单方面声明的

类型不能被视为一项保留。 

4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将详细处理

这一问题，并在下一次会议回到这一问题。 

第 (22)和第 (23)段的通过被推迟。

第 (24)至第 (32)段

第 (24)至第 (32)段通过。 

第 (33)段

4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中，

该段第1条第三句中的“en effet” 应予以删除。 

第 (33)段经法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34)段

第 (34)段通过。

4.2.5 保留所涉义务的非对等适用

准则4.2.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4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英文本第一句

中的“may appear” 应当改为“seems”。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2)段

第 (6)至第 (12)段通过。 

准则4.2.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2.6 保留的解释

准则4.2.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 (8)和第 (9)段

4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 (8)和第 (9)
段应当合并。

第 (8)和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段

4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英文本有三个项

目符号，而法文本有四个。

第 (10)段通过，但须对英文本进行起草更正。

第 (11)至第 (13)段

第 (11)至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46. 迈克尔 ·伍德爵士说，第一句中的“所有的”

应当删除。按照目前的提法，这一句意味着大多数

保留都应当作限制性解释。 

4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对这一提议

并不很积极，因为有关事实是，不可能排除有些保

留必须作限制性解释。 

48. 迈克尔 ·伍德爵士建议，将这句话改为：“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项一般规则，保留应当

作限制性的解释。” 

49. 麦克雷先生提议将第二句中的“这样一种解

释的原则” —这并不清楚—改为“限制性解释的

原则”。 

50. 诺尔特先生说，最好说“对保留作限制性解

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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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第 (14)段重新

起草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条一般规则，

保留应当作限制性的解释。国际法院并未在其对保

留的解释中一般地提到限制性的解释。” 

第 (1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通过。

第 (16)段

52. 诺尔特先生说，在第一句中，“共体性

(consubstantiality)” 一词很少见，应当改为“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 

5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同意，“共体性” 在这样

的上下文中过于强烈，无论如何在英文中是如此，他

建议将其改为“实质性联系 (substantive link)”，以保

留实质上联系的概念。 

54. 主席宣布，第 (16)段的其余部分将在下一

次会议上审议。他请委员会审议A/CN.4/L.783/Add.5
号文件所载准则3.4.2的评注第 (2)段，在该段中，第

2条的问题在上次会议 (第55段 )上被搁置。 

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续完 *)

评注 (续完 *) (A/CN.4/L.783/Add.5)

第 (2)段 (续完 *)

5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经核实，正如

诺尔特先生所假定，事实上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六条提出了保留。他看

不出为什么需要对该脚注进行任何改动。

56. 黄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的解释，但希望重

申，“中国” 一词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被任意使用，

既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指所谓“中华民国”，引起

误解。只有一个中国，“中国” 这一名称只能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因此，报告中所有提到“中国” 这一名

称而所指却是“中华民国” 之处都应当删除。 

57. 主席说，正如在上次会议上业已强调的，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且，不能指示特别报

告员执行这样的任务。另一方面，只要黄先生认为

出现这一问题，他可以随时介入，提出提议。无论

如何，特别报告员的解释表明，对所讨论的脚注而言，

并未出现这一问题。若无人反对，他就认为委员会

希望以当前形式通过这条脚注。 

就这样决定。

准则3.4.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下午6时散会。

第3123次会议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嗣后：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麦克雷先生、梅

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

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 
(A/CN.4/L.783和Add.1-8)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 (A/CN.4/L.783/Add.6)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案第四章，并

提请注意A/CN.4/L.783/Add.6号文件所载的《实践指

南》第四部分。 

4.3 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

准则4.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续自第3121次会议，第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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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

2.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中的说法，即保留

与国家同意受条约约束是同质的，应按照准则4.2.6
第 (16)段评注第一句通过的措辞模式进行修正。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7)段

第 (3)至第 (7)段通过。

准则4.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3.1 反对对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

准则4.3.1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3. 诺尔特先生说，鉴于在第一句“反对” 一词被

形容为“简单”，为了明晰和前后一致，第二句应改为：

“这其实是简单反对和接受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

这一点和其他考虑决定了这种反对 ‘不等于接受’。”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和第 (5)段

第 (4)和第 (5)段通过。

准则4.3.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3.2 反对过时提出的保留的效果

准则4.3.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4.3.2的评注通过。

4.3.3 条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生效

准则4.3.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4.3.3的评注通过。

4.3.4 当保留需要一致接受时，条约对保留方不生效

准则4.3.4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准则4.3.4的评注通过。

4.3.5 条约在保留方和最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

准则4.3.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3)段

第 (1)至第 (13)段通过。

准则4.3.5的评注通过。

4.3.6 反对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准则4.3.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第 (10)和第 (11)段

4. 诺尔特先生说，目前起草的第 (11)段中， 
“episode (这 [一事件 ])” 的含义不明确，它可能会被

理解为指第 (10)段中提到的“几处不合时宜的变动，

会议相当快速地作了重新处理”。为了简明起见，他

建议将两段合并。新的段落开始应为：“联合国条约

法会议对后来成为第21条第3款的内容进行辩论期

间，发生一件与理解本条有关的事件。会议起草委

员会……。”

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倾向于保留整

个第 (10)段，否则关于不合时宜的变动的提法将失

去参考。作为解决的办法，他建议，重新起草第 (11)
段第一句，将之改为“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与理解有

关……”。

6. 主席表示，他认为佩莱先生关于第 (10)和第

(11)段的建议是委员会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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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和第 (13)段

第 (12)和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7. 诺尔特先生质疑“委员会恢复反对的真实意

义和影响” 中的形容词“真实” 是否恰当，并建议，应

该由“原来的” 取代。 

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真实” 字是法

文本中使用的单词“véritable” 的准确翻译。他不理解

诺尔特先生所指的“原来的” 一词，因为这个词的使

用需要某种形式的比较。

9. 诺尔特先生说，“真实意义” 暗指反对和接受

有固定的含义，然而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期间，各

国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定义了这些用语。提出了不

同的定义并得到接受，但最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定义。

1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 (14)段描述

了一种情况，即会议曾经同意过一个定义，但该定

义没有任何意义 (反对意味着接受 )，于是后来回到

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义 (反对就是反对 )。

第 (14)段通过。

第 (15)至第 (40)段

第 (15)至第 (40)段通过。

第 (41)段

11. 诺尔特先生说，虽然该段涉及的是修改保

留，但与之前关于排除保留的段落不同，没有提供

任何例子。因此，他建议为这一段落增加一条脚注，

读作：“关于修改保留的例子，见准则4.2.4第 (20)至
第 (23)段评注。”

第 (41)段经增加一处脚注后通过。

第 (42)段

第 (42)段通过。

第 (43)段

1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具有中等效

果的’ 声明应改为“‘具有中等效果的’ 反对”。

第 (43)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4.3.6的评注经修正通过。

4.3.7 反对对保留所涉规定以外各项规定的效果

准则4.3.7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13. 诺尔特先生，在谈及倒数第二句中“所有相

互关联条款” 一语时，提出在“相互关联” 之前加入

“密切“一词，认为这样能更好地表示所说规定之间

的密切联系。

1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增加“密切” 一

词会超出法文文本中“connexes” 一词的范围。

15. 麦克雷先生建议，作为解决方式，建议在

英文文本中使用“connected” 取代“interrelated” 一词。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和第 (9)段

第 (8)和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16. 诺尔特先生提出，根据准则3.4.2的措辞，

“特定联系” 应改为“足够的联系”。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至第 (15)段

第 (11)至第 (15)段通过。

准则4.3.7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3.8 有效保留方有权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不遵守

条约

准则4.3.8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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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和第 (3)段

17. 诺尔特先生说，第 (2)段提到了瑞典就萨尔

瓦多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时所做保留提出的反对。

该保留的语义模糊。瑞典认为，该项保留没有具体说

明对《公约》的减损程度，因而是无效的。第 (3)段所

指的反对具有“超大的” 效果。虽然他并不质疑特别

报告员所提问题的实质内容，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找到

一个更好的例子。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的准则3.1.5.2
的评注第 (11)段，其中谈到模糊的保留时指出，除其

他外，这类保留引起特别的问题，而且从法律本身

看来说它们是无效的似乎又有困难。第 (2)和 (3)段含

糊保留的情况也许不够鲜明。因此，他建议应推迟

关于这些段落的决定，直到发现一个对模糊的保留

提出异议的更好的例子。

1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怀疑另一个

例子会有多大的差别，不过，如果诺尔特先生希望

寻找一个，他也没问题。关键问题不在于保留是否

是无效的，而是它是否被反对提出国认为无效，以

及反对提出国认为其反对的后果是什么。然而，在

大多数情况下，具有超大的效果或声称具有超大效

果的反对与含糊保留有关。

19. 诺尔特先生说，按照佩莱先生的意见，他

不需要寻找另一个例子。不过，他建议，第 (3)段第

一句应改为：“在无效保留的情况下，不管声称具有

超大效果的反对产生何种后果……” 这将明确显示，

并不像瑞典政府声称的那样，针对模糊保留提出的反

对具有超大的效果。这也与准则3.1.5.2的评注第 (11)
段更为一致。

20.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原样通过第 (2)
段并按照诺尔特先生的修正通过第 (3)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和第 (5)段

第 (4)和第 (5)段通过。

准则4.3.8的评注经修正通过。

4.4 保留对不依条约存在的权利和义务的影响

4.4.1 对其他条约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准则4.4.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准则4.4.1的评注通过。

4.4.2 对习惯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准则4.4.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准则4.4.2的评注通过。

4.4.3 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 )不产生效果

准则4.4.3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21. 诺尔特先生，谈到最后一句的“无疑，强

行法的概念将继续演变” 一语时，建议删除“的概念”

字样。

2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将“的概念”

由“规则” 取代。

第 (3)段经后一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第 (5)段经对法文本的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准则4.4.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5 无效保留的后果

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23. 诺尔特先生说，在第一句中，应由“保留”

取代“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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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麦克雷先生说，为清楚起见，最好将“反对

的效果” 改为“保留的这一效果”。

25.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考虑了一下

之后认为，明智的做法是保留“反对”，以避免第一

和第二句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

26. 加亚先生说，解决办法或许是删除第一句

中的“的效果”。

2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同意加亚先

生建议的实质内容，但认为，考虑到可读性，“当
时” [alors]一词的位置应该改变，第一句话应改为：

“从这一模式可清楚看出，反对—按照国际法院的

咨询意见，也必须符合条约的宗旨和目的—只是

当时在保留不符合 (或认为不符合 )条约的宗旨和目

的的情况下设想出来的。” 

28. 麦克雷先生说，在最后一句，“如此直至后

来通过《维也纳公约》” 的措辞似乎不太清楚，或许应

该删除。他猜想其意思是，即使通过了《维也纳公约》，

不允许的保留问题也没有解决。

2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赞成删去

这句话。相反，他建议修改最后一句的结尾，将“剥
离出来” 之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并开始一个新的句子：

“维也纳会议没有提及这一问题。”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至第 (12)段

第 (9)至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30.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中的“但是，……

显然认为” 语气过于强烈，而且有点误导，更合适的

办法是改写句子的第一部分为：“但是，看来似乎清

楚的是，委员会和会议认为不允许的保留的情况不

属于工作结束时通过的规则的主题……。”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4)至第 (20)段

第 (14)至第 (20)段通过。

准则4.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5.1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

准则4.5.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第 (4)段经对英文本的细微编辑更正后通过。

第 (5)段

31. 诺尔特先生说，他对英文本中对“valeur 
juridique” 的翻译表示关切。他想知道“legal force (法
律效力 )” 是否比“legal value (法律价值 )” 更加合适，

这一用语在本段中出现了两次。

32. 主席在与迈克尔 · 伍德爵士、麦克雷先生、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进行了有加亚先生参加的讨

论之后表示，他认为委员会希望以“legal effect (法律

效果 )” 取代“legal value (法律价值 )”。

第 (5)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以及对法文本的细

微编辑更正后通过。

第 (6)段

33. 麦克雷先生说，最后一句最后部分的语序

应该颠倒，使之成为：“这将违背准则3.3.3 (单独接

受保留对保留的允许性不产生效果 )，并使第19条没

有任何实质内容。”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和第 (8)段

3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 (7)段第一条

脚注中第二句里的“第 (3)段” 应改为“第 (4)段”。

35. 诺尔特先生说，为增加可读性和清晰度，

第 (7)段的最后一句应转移到第 (8)段的开头。

第 (7)和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至第 (14)段

第 (9)至第 (14)段获得通过。

雅各布松女士 (副主席 )主持会议。

第 (15)段

36. 彼得里奇先生说，在多处，其中包括第 (15)
段，都提到了“东方国家” 和“西方国家”，他对此表

示关切。这些用语属于较早的年代，已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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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就欧洲的目前

情况而言，他同意彼得里奇先生的意见。然而，完

全避开由于两个政治集团在欧洲范围内的存在而出

现的困难是荒谬的。那样就等于篡改历史，忽视以

前存在的情况，谈论过去时仿佛当前形势在那些日

子里普遍存在。

38.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不主张改写历史，但

他仍然不同意“东方国家” 这一说法，因为它的语义

模糊。或许“Eastern bloc countries (东方集团国家 )”

这一表达方式能更清晰地表示历史背景。如果秘书

处能够在最后的编辑阶段就更合适的语言做出决定，

那将更为有益。

3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无法对该术

语表示同意，因为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时，如果有

关国家被称为“东方集团国家”，会出现强烈的抗议。

40. 黄先生说，彼得里奇先生提出了重要的一

点。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一些同事仍然显示

出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冷战思维。在对条约

的保留方面，应该区分的不是东方和西方国家，而是

提出保留或提出反对的国家。如果委员会的案文反

映了陈旧的思想，就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

委员会应跟上时代。

41. 麦克雷先生指出，在一些地方提到的是“东
方国家”，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提到“东欧国家”。因此，

建议确保文本用语的更大一致性。

第 (15)段通过。

第 (16)段

第 (16)段通过。

第 (17)段

42. 诺尔特先生说，在第一句，比利时就阿拉

伯联合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的保留所做的反对 456 方式被描述为“相当少见”。
然而，在其所对应的脚注文字中，却给出了更多和比

利时所提反对一致的例子。最近，对巴基斯坦批准《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提出的保留，美国也提出

了类似的反对。在其2011年6月29日提出的反对中，

美国表示，它“认为巴基斯坦的保留从总体上看不符

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这项反对不构成对美国和

456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载于https://treaties.
un.org/)，第 III.3章。

巴基斯坦之间的《公约》生效的障碍，除巴基斯坦的

保留外，上述条款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 457。这个例子

中连同上文提到的脚注中所引述的例子清楚地表明，

比利时的反对所采取的方法并非不同寻常。因此，他

建议将“相当少见” 的说法删除，并将该脚注的内容

挪至下一条脚注中。他还建议，应在脚注中包括他

所援引的美国对巴基斯坦保留的反对。

43. 最近对巴基斯坦在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时提出的保留的反对浪潮似乎表明，比利时

采取的方法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24个以保留与条

约目的和宗旨不符为由对巴基斯坦的保留提出反对

的国家中—其中大多是西方国家，只有7个表示认

为保留无效效果是条约整体适用于保留国和反对国

之间。另一方面，17个国家只是说，他们认为巴基

斯坦的保留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相抵触，但这并不

阻止条约在巴基斯坦与反对国之间生效。这些国家虽

然没有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清楚地提到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但有理由推测，这些国

家中许多认为他们的反对具有美国在其反对所明确

描述的效果。最近一波的各国对巴基斯坦保留的反

应对于本项目的目的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反应是在

委员会的准则草案的基础上或意识到这一草案的情

况下做出的。因此有关巴基斯坦批准《公约》时提出

的保留的最近一些做法又提供了新的理由，说明“相
当少见” 应予以删除。

44. 针对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和哈穆德先生

的询问，诺尔特先生解释说，除此处删除外，他建

议补充这两条脚注 , 并在脚注中加入美国的反对，但

不加以评论。

第 (17)段经修正和添加相关脚注后通过。

卡姆托先生重新主持会议。

第 (18)段

45. 诺尔特先生说，第 (18)段出现与第4.5节评

注第 (13)段同样的问题。第二句“很清楚” 应改为“似
乎很清楚”。 

第 (1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9)和第 (20)段

第 (19)和第 (20)段通过。

457 同上，第 IV.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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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段

46. 彼得里奇先生再次强调有关东欧国家的术

语需保持一致。

4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敏感的问题

上不应希望秘书处选择术语。彼得里奇先生应该说

清楚他希望委员会在每种情况下使用什么术语。

第 (21)段通过。

第 (22)段

第 (22)段通过。

第 (23)段

48. 加亚先生说，短语“甚至一些国际组织” 应

改为“还有欧洲联盟”。

第 (2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4)至第 (26)段

第 (24)至 (26)段通过。

第 (27)段

第 (27)段经对英文本的细微编辑更正后通过。

第 (28)段

第 (28)段通过。

第 (29)段

49. 加亚先生说，在倒数第二句中，“其无效性

质不是一个主观或相对的问题，而是能够且必须客观

确定的问题” 一语中的“能够且必须” 应改为“应该”，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无效不能客观地确定。

5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该加上“尽可

能” 一词。

第 (29)段经修正后通过。

准则4.5.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5.2 对视为无效的保留的反应

准则4.5.2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51. 诺尔特先生说，因为该段描述的是反对对

保留可能产生的各种法律效果， 因此应在脚注中纳入

对巴基斯坦的保留所做反应的例子，他在准则4.5.1
评注第 (17)段脚注中谈到过这一点，因为它是最新的、

基础广泛的而且具有许多不同的效果的反对的例子。

第 (3)段经对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第 (4)段经对法文本的细微编辑更正后通过。

第 (5)和第 (6)段

第 (5)和第 (6)段通过。

第 (7)段

52. 诺尔特先生质疑在前后两项准则的评注中

引用同一瑞典的声明是否可取。因此，他建议删去

第 (7)段。

53. 雅各布松女士强调，无论何时在引用北欧

国家之一的声明时，都需要确定该国是否只代表自

己还是也代表北欧国家。 

第 (7)段删除。

第 (8)至第 (10)段

第 (8)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5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将第二条脚

注移至引语之后 , 因为那句“当然包括保留方面的问

题” 反映的是委员会的意见，并非相关决定的一部分。

55. 诺尔特先生反对英文本中“marginal exist-
ence” 的表达方式，并说 “scarcity” 可能更适合。

56. 麦克雷先生说，“不必过分执着于……” 这

句话富有色彩，但可能不是最合适的表述。意思清楚

的说法是：“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的机构很少。”

5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中的“il ne 
faut pas se laisser obnubiler” 在这一上下文里更准确的

表达是“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 

58. 主席指出，那么这句话可改为“没有必要把

重点放在……机构的缺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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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至第 (15)段

第 (12)至第 (15)段通过。 

准则4.5.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59. 诺尔特先生说，该条准则的第3款是在本届

会议的第一期会议期间，经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作组

有些匆忙的讨论之后加入并通过的。虽然他不想质疑

第3段的实质内容，但其目前的表述有些歧义，可能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该款似乎暗示，因无法受益

于保留而表达的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向在表达宣布时

就会产生效果。这种意向的表达似乎会产生类似于

退出条约的效果，即从现在算起的效果。他怀疑这是

否真的是委员会的意图，因为这将意味着提出无效保

留的国家将接受条约的约束，直到表达相反的意愿，

而不是在此之后。这会造成严重的法律确定性问题。

他猜想当委员会起草第3款时，所持的观点是，一国

宣布因无法受益于保留而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向，是

为了澄清保留提出者的最初意图。如果是这样，第3
款应改为： 

“尽管有第1和第2款的规定，无效保留的提

出者在任何时候均可宣布，其意图是在无法受

益于保留的情况下不受条约的约束。”

6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诺尔特先生触

及到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因为第3款没有指出一国的

意向表达或意向宣布产生效果的时间点。这是整条准

则的疏漏之处。他无法确定准则的含义是否即是诺

尔特先生所指的意思。虽然他对修正这样一条包含

了如此重大疏漏的准则心存犹疑，但他不反对以“宣
布” 取代“表示”。不过，他想听听其他委员就此事的

看法。诺尔特先生关于效果从现在算起还是从过去

算起的论点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他拟议的措辞可能

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了解意向的表

达在何时产生效果。与其对第3款进行修正，不如在

评注增加一两个段落进行解释，说明在第3款没有明

确指出时间点，并指出委员会认为最为恰当的办法。

从现在算起 (ex nunc)和从过去算起 (ex tunc)这两个术

语相当晦涩。明智的办法是主张，国家关于无法受

益于保留就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向不具追溯效力，因

为将从未存在的情况视为仿佛已成立并因之采取行

动可能带来无尽的困难。

61. 哈穆德先生说，他总体上支持特别报告员

的建议，但他认为，委员会不应在最后一刻决定意

向表达产生效力的时间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而且现在的文本是充分的。也许应如特别报告

员所说，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与一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相容的保留便不存在效力的说法

意味着，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法律效力。这

种假设会造成许多问题。如果有关国家指出，无法

受益于保留便不打算接受约束，这种意向的表示会

具有与退出条约相同的效果。虽然1969年《维也纳公

约》未曾就这种情况作出规定，委员会可以在这方面

进行拟议法的探索。 

6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以前曾对哈

穆德先生提出的立场表示反对，因为他一直对此是

否符合1969年《维也纳公约》持怀疑态度，但从第

六十五届大会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来看，这似乎是一个

很好的妥协。采取诺尔特先生的立场可能会引起实践

问题，因为它等于说，一国对一条约的参与被回溯

性抹去。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一个简明的解决方案，

但其在实践中引起的问题会非常严重，以至于最好

认为从国家表示意向起其参与即告结束。委员会不

应在进行拟议法探索方面犹豫不前。保留文本的当

前状态会更好一些，同时在评注中解释委员会没有

具体指出意向表示产生效力的时间点，因为这依然

是一个拟议法问题，有必要确定在实践中如何处理

这一问题。

63. 梅莱斯卡努先生赞同哈穆德先生的立场，

并表示，如果委员会真想在《实践指南》中纳入一条

拟议法条款，那就应将其建立在对国家和国际惯例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这在其工作的目前阶段是不可能

的。虽然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理想，但

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可以取得的最好结果。诺尔特先

生的关注或许可以在评注中加以解决。

6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让委员会更为精确

地指出无法受益于保留就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向表示

产生效力的时间点，将会是困难的。他支持特别报告

员的建议，即在评注中指出，该委员会承认此处存

有尚未充分处理的问题。采取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原因

是，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时间点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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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的评注可以表明，这个问题将根据实践情

况逐案解决。

65. 诺尔特先生说，他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

建议，考虑到自己的建议的目的是突出问题，并预

防有人指责委员会忽略了它。但是鉴于委员会可能

有理由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新措辞考虑准则文本，委

员会可以等见到拟议的文本之后再决定是否要对准

则进行修正。尽可能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可能会被认作《实践指南》的一个核心 
问题。

66. 萨博亚先生说，委员会不能等到审查过了

特别报告员对评注增补建议再决定如何进行。相反，

它应该采用他的建议，即文本原封不动，因为这是

委员会多数成员支持的建议。

67. 丰巴先生说，委员会对应在评注中所加段

落的性质和内容有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因此不应

等到见了新的段落之后再通过准则4.5.3。

6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建议新评注

应建立在现有准则的基础上，因为如果委员会有可

能随后修正准则，则评注将更加难以拟定。新段落

可以解释说，关于无法受益于保留就不接受条约约

束的意向表示于何时产生效力的精确时间点问题，

第3款刻意未加明确。新段落可对一国无法受益于保

留而表示的受条约约束或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向的可

能后果进行描述，并指出委员会希望允许这方面实

践的发展。新的评论也可以提到迈克尔爵士的观点，

即解决方法可能会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69. 加亚先生说，委员会不妨考虑在评注中加

入另外一段，因为目前没有关于第4款的任何解释，

这一款建议说，如果条约监督机构表示了保留无效

的意见，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要表达无法

从保留中受益就不接受条约约束的意图，这种意图

的表示就应在条约监督机构作出评估之日起的12个
月之内作出。新的评注应解释委员会如何依据准则

3.2.3理解第4款，该项准则建议国家和国际组织，在

对建立了条约监督机构的一条约提出保留时，应对

该机构有关保留是否允许的评估进行考虑。尽管准

则3.2.3并未给予条约监督机构的评估超出其所监督

条约项下的效力，但准则4.5.3的第4款更进了一步，

似乎暗示，尽管评估条约监督机构对保留是否允许

的评估对保留国不具约束力，在第4款中规定的最后

期限仍应适用。虽然他不反对委员会往前多迈一步，

他确实觉得有必要在评注中对其加以解释。

7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同意对第4款的解释是必

要的，但补充说，解释应基于这样一项原则，即条

约监督机构不能超出它所监督的条约赋与它的权力。

如果这种权力不包括就保留是否有效或无效作出有

约束力的决定，则有关第4款的评注应反映这一点。 

71.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特别报告员就

诺尔特先生提出的问题，并尤其以哈穆德先生和迈

克尔爵士的建议为基础，起草一个或几个段落，补

充说明准则4.5.3的评注。拟议的新评论应指出，委

员会考虑到该问题是拟议法，有意未作出结论，从

而向第六委员会发出一个信号，说明委员会充分知

晓这个问题，并留出余地以便那些对委员会工作感

兴趣的研究人员做进一步探索。加亚先生提出的关

于第4款的问题，将在加亚先生和迈克尔爵士所做建

议的基础上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处理。

就这样决定。

准则4.5.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7)段

第 (1)至第 (17)段通过。

第 (18)段

72. 黄先生说，准则4.5.3的整个评注包含了创

纪录数目的段落，过于冗长，应考虑将其从50段缩

减至10段。但鉴于本届会议所剩时间不多，他对这

一点并不坚持。

73. 至于第 (18)段，他明确反对将其纳入评注。

他还反对报告草稿的几处脚注，都谈到了“中国” 提出

的保留，其中的“中国” 无疑是指中华民国而不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委员会可或者单独考虑每一脚注，或

请秘书处根据事先达成的原则对这些脚注加以处理。

74. 在准则3.2评注第 (3)段的倒数第三条脚注

中，他建议删除对 “中国” 的引述，因为其中提的显

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同样包含“中国” 字样

的下列脚注：(a)准则2.5.6评注第 (5)段中的第二条脚

注；(b)准则2.6.6评注第 (7)段中的倒数第二条脚注；

(c)准则2.8.2评注第 (7)段中的倒数第二条脚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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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准则2.8.11评注第 (3)段中的第一条脚注，委员会

可以商定，其中提及“中国” 提出的保留，如系中华

人民共和国提出，则应在脚注中保留，而由中华民

国提出的则应予以删除。

7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仅因索引未能符合

一位委员的要求就将之全部删除，他看不出委员会

如何能够接受这样的选项。应由委员会整体决定是

否审查《实践指南》业已通过的部分。鉴于很难在余

下的时间解决黄先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建议，委

员会的一名成员可将其对此事的意见列入记录。

76. 杜加尔德先生说，虽然脚注引用的中国前

政府的声明，目前政府仍受其约束，除非它废弃了

这些声明。目前还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实际

上废弃了黄先生表示异议的声明；如果不是，他不知

道委员会如何修正这些声明。

77. 麦克雷先生在哈穆德先生和萨博亚先生的

支持下认为，委员会不能仅仅删除黄先生表示反对的

有关中国的引语，由于黄先生早前曾表示赞同本评

注第 (18)段的第一条脚注—其中载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声明，谴责台湾当局以中国的名义批准《防止及惩

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并宣布其为非法因而无效—

委员会也许可以将归于中华民国的保留的其他引语

参照这一模式进行处理。为了简单起见，有关“中国”

的引用可改为“中华民国”，并增加一条脚注，交叉

索引至本评注第 (18)段的第一条脚注。

78. 主席回应杜加尔德先生的早些时候的发言

说，这不仅是在改变政府之后重新评估形势的问题，

而且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前自称为“中华民国”

的中国台湾省的关系。

79. 黄先生说，第 (18)段第一条脚注中的最后

一句表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当局以中国的名义签

署的所有公约的一贯立场，即它们是非法的，因而

是无效的。这是一个已被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承认和

尊重的立场。因此，从纯法律的角度来看，委员会

引用这样的保留没有任何意义。这样一个简单的问

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真是不可思议。如果委员会坚持

在《实践指南》纳入这一索引，他将被迫反对整个《实

践指南》。

80. 主席询问麦克雷先生的建议是否可能解决

黄先生的关注。

81. 黄先生说，有足够关于保留的例子委员会

可以使用，而不必使用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反对的无

效的例子。

8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黄先生的意见

似乎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的意见。如果是

这样，他发言的场合不对。即使黄先生此前已经接

受了第 (18)段—因为其第一条脚注就引语归属中华

民国做了澄清，倘若黄先生不再赞成保留第 (18)段，

委员会可以在该特定情况下，在不歪曲历史真相的

同时对其加以修正，因为委员会有可能找到其他相

关的例子。

83. 然而，关于其余的引用，他认为不应该试

图改写历史。在由独立专家组成的论坛中进行科学研

究，人们不能装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益

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虽然他本人属于那些对于只有

一个中国毫无疑虑的人们，但就相关准备工作而言，

他强烈反对无视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的存在，事实

上，当时一名中国台北的代表采取了立场，该立场

在当时被归为中国的立场。

84. 他可以同意麦克雷先生提出的方法，尽管

常识是，1971年以前，中国在联合国一直由一个非

法政府所代表。不过，如果委员会希望每次提到中

华民国时都强调指出这一事实，他将不会反对。这

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委员会应能以协商一致的

方式通过。

85. 黄先生说，有三个原则可以指导委员会处

理他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个原

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任何保留均可接受列

入《实践指南》。第三，涉及一个中国或中国台湾省

的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可提出

两个解决方案。首先，当一个国家名单中包括中国时，

委员会应删除提及“中国”。这对《实践指南》或有关

段落不造成问题。其次，当引述只提及中国时，他

可以同意列入一条脚注，与第 (18)段的第一条脚注类

似。然而，他不能同意在整个《实践指南》中纳入交

叉索引，指向一个特殊的情况。

86. 哈穆德先生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他说，

他希望告知委员会的新委员们，根据《国际法委员会

章程》，他们在该机构是以独立专家身份工作的。虽

然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可能是他们原籍国的大使，但

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应以个人身份发言，不

应作出有其他含义的任何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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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主席建议委员会推迟审议黄先生提出的

事项。

下午1时散会。

第3124次会议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下午3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 )(A/CN.4/L.783和
Add.1-8)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 )(A/CN.4/L.783/Add.6-7)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载于A/CN.4/L.783/
Add.6号文件的《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第四部分。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续 )

评注 (续 )

第 (18)段 (续 )

2. 主席建议应推迟本段的通过，直到为上次

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

法。委员会不应当给人留下在此问题上发生分歧的 
印象。 

就这样决定。

第 (19)段

3. 诺尔特先生指出，本段援引了第六委员会

2005年辩论期间表达的意见。提到—如在一处脚

注中—2010年第六委员会就同一问题的同样热烈

的辩论也将是有益的。 

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赞成诺尔特先生的建

议。然而，与其使用脚注，他建议不如加上新的一段，

简要概述辩论情况。要点不是说明详情，而仅仅是

说反复进行过讨论，意见分歧严重，导致委员会寻

求折中的解决办法。 

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对会员国所提问题之

后的一句话应具体说明，第六委员会上数位成员表

达的意见是2005年的意见；这一句及下一句应当使

用过去时。新的一段应加在第 (20)段之后，因为后者

涉及的是2005年的辩论。 

第 (1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0)段

第 (20)段通过，但有一项谅解，即其后须补充一

个第 (20)段之二。

第 (21)至第 (29)段

第 (21)至第 (29)段获得通过。 

第 (30)段

6. 诺尔特先生说，这一段可以理解为确认第

(29)段提到的为审议人权机构实践所设的保留问题

工作组的结论。该工作组曾在其第7号建议中指出，

提交无效保留的国家依然是条约缔约方，但不受益

于这一保留，“除非其相反的意向无可置疑地得到确

立” 458。他提到，委员会曾决定在本准则中不使用“无
可置疑地” 一词。 

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表示同意，并建议应

当在第二句中加上下列措辞：“虽然委员会故意省略

了副词 ‘无可置疑地’，在委员会看来这一副词附加了

过于严格的标准。”

第 (30)段经修正后通过。 

458 HRI/MC/2007/5号文件，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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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至第 (36)段

第 (31)至第 (36)段通过。

第 (37)段

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在该段第二处脚

注中加入如下一句：“‘不可接受 (Inadmissibility)’ 意即

‘不允许 (non-permissibility)’，见《实践指南》第三部

分总评注第 (4)至第 (7)段。”

第 (3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8)至第 (40)段

第 (38)至第 (40)段通过。

第 (41)段

9. 诺尔特先生提到第一句说，在英文中他不大

确信可以谈论一项推定的“rigour”。要么删除“rigour 
of the”，要么以“force” 取代“rigour”。

第 (4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2)和第 (43)段

10. 麦克雷先生说，应当删除第 (43)段开头的

“首先” 一词，因为下面没有“其次”。

11. 丰巴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删除

第 (42)段表示下面有列举的最后一句 ( “这涉及多个

因素” )。

1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同意这两项删除。 

第 (42)和第 (4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4)段

第 (44)段通过。

第 (45)段

13.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第一小段的

第二句中，“解释性声明” 几字应放在引号内，因为

事实证明瑞士的声明是一项保留。在最后一小段的第

一句中，应在“因为任何保留的效果都是相对的” 之

后加入一处脚注，提到相关的准则。

第 (45)段经修正，并对英文本进行一处细微文字

改动后，获得通过。 

第 (46)段

1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最后一句中，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应当改为“委员会”，因为已经

商定在二读中不反映委员们的意见，即使是少数人

的立场。 

15. 诺尔特先生说，这件事涉及一个重要的观

点，因为《维也纳公约》提到了条约的性质。 

16. 麦克雷先生说，他理解诺尔特先生的意见。

已经商定可以在一读中反映少数委员的意见，但是

由于当前的情况同时涉及一读和二读，各国将没有

机会审议这一问题。所以至少应当指出委员会已经

决定不明确提及条约的性质。

1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情况并非如此：

2010年全会上已经适当地表明了这一立场。然而，

经过思考，他同意说委员会曾经认为不应当明确提及

条约的性质。这使得有可能提及该问题的存在，但不

去说委员会曾经就这一问题存有分歧。也应当在新

的第 (20)段之二中提到好几个国家也支持这一观点。 

18. 诺尔特先生说，最好删除这一句，而不是

让人认为委员会全体一致地认为条约的性质不起任

何作用。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合适，也许可以在本

文件中纳入一条关于条约性质的索引。 

1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删除该段的最

后一句。 

第 (4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7)至第 (50)段

第 (47)至第 (50)段通过。

4.6 保留不对条约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产生效果

准则4.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1)段

第 (1)至第 (11)段通过。

准则4.6的评注通过。

4.7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2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本的标

题应与英文本保持一致，因此应改为“Effets d’une 
déclaration interprétative”，就像准则4.6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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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4.7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准则4.7的评注通过。

4.7.1 解释性声明对条约用语的澄清

准则4.7.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21. 诺尔特先生建议说，在第三句中的“公正的”

一词应改为“有权限和独立的”，来指客观解释条约

的第三方。 

22. 麦克雷先生认为，“有权限的” 一词就足够

了，因为这就意味着独立。他还建议将英文本中的

“body” 改为“party”。 

2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有权限的” 一词含

糊不清，是意味着“在智力上有能力的” 还是意味着

“经授权的” ？说“由第三方提供的” 就足够了。 

24. 坎迪奥蒂先生说，第三方就是独立的。

25.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决定删除“公正” 一

词，并且在英文本中以“party” 替代“body”。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至第 (12)段

第 (10)至第 (12)段通过。

第 (13)段

26. 诺尔特先生说，第一句中应当提供所援引

作者之名。

27.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语中，提

供作者之名不是惯常做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

议这一段的开头改为：“另一种观点认为……”。然后

可以在脚注中援引作者姓名，以便与各种不同语文

的用法保持一致。 

第 (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4)和第 (15)段

第 (14)和第 (15)段通过。 

第 (16)段 

28.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第一条脚注 , 因为其所

提到的观点太过抽象和笼统，没有实际用处。 

第 (16)段经删除第一条脚注后通过。 

第 (17)和第 (18)段 

第 (17)和第 (18)段通过。

第 (19)段

29. 麦克雷先生说，在第一句中应当删除“争端

解决机构” 几字。

第 (1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0)至第 (26)段

第 (20)至第 (26)段通过。 

第 (27)段

30. 诺尔特先生说，第三句说国际法院几

乎不理会罗马尼亚的声明，听起来有贬义，他建

议改为：“法院在判决中就罗马尼亚的声明只是 
指出”。 

第 (2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8)和第 (29)段

第 (28)和第 (29)段通过。 

第 (30)段

31. 麦克雷先生说，英文本中的“minor key” 一

词很难理解。他建议以“subdued manner” 替代。

第 (30)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31)至第 (33)段

第 (31)至第 (3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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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4.7.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7.2 更改或撤回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准则4.7.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4.7.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4.7.3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准则4.7.3通过。

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2. 诺 尔 特 先 生 说， 法 文 本 第 一 句 中 的

“véritable” 在英文本中应当翻译为“true” 而不是

“genuine”。 

第 (2)段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准则4.7.3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3.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回忆说，

当委员会在第3121次会议上通过准则4.1的评注

时，她曾提到以西班牙文“reserva establecida” 和

“establecimiento de una reserva” 来翻译“成立的保留”

和“保留成立” 所引起的问题。经过协商，委员会的

西班牙语委员们决定保留她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

议，即在西班牙文《实践指南》每一准则的标题—

在任一表述出现的情况下—后加一个星号，援引

措辞如下的脚注： 

“* En las versiones oficiales del Artículo 21, de 
las Convenciones de Viena se utilizan los siguientes 
términos: ‘1. A reservation established with re-
gard to another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s 19, 
20 and 23’ (versión inglesa); ‘1. Une réserve 
établie à l’égard d’une autre partie conformément 
aux articles 19, 20 et 23’ (versión francesa); y 

‘1. Una reserva que sea efectiva con respecto 
a otra parte en el tratado de conformidad con los 
artículos 19, 20 y 23’ (versión española).

“En la presente Guía de la práctica se ha 
optado por utilizar en la versión española los 
términos ‘reserva establecida’ y ‘establecimiento 
de una reserva’ a fin de homogeneizar los términos 
empleados en las versiones española, francesa e 
inglesa. No obstante, el empleo de estos términos 
se realiza en el entendimiento de que los mismos 
equivalen a la expresión ‘una reserva que sea 
efectiva’ en el sentido y con el significado que a 
dicha expresión le corresponde en virtud de las 
Convenciones de Viena.”

就这样决定。

34.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载于A/CN.4/L.783/Add.2
号文件的《实践指南》第五部分。

5. 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保留、反对保留以及解释性
声明 (A/CN.4/L.783/Add.2)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3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英文本该段第二条

脚注中的“pleonastic (啰嗦 )” 一词不太文雅。也许可

以更换。

36. 诺尔特先生建议换为“tautological (同义

反复 )”。 

第 (7)段经对第二条脚注的修正后通过。 

《实践指南》第五部分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5.1 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

5.1.1 新独立的国家

准则5.1.1通过。

评注

37. 加亚先生说，对准则5.1.1的评注他在总体

上有一个问题。这一准则中含有两项有用的提示：第

2款指出，新独立国家发出继承通知时提出的保留必

须符合准则3.1规定的允许性的条件；第3款规定，关

于保留的程序规则也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然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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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没有关于这两款的任何内容，这非常奇怪，因

为对准则5.1.2的并行条款的评注第 (16)段也涉及到

这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准则5.1.1第3款，《实践指南》

应当具体说明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时有提交

新保留的自由；但在提交新保留的情况下，由于须待

另一国的接受，所以它们必须明白其继承通知不能

够立即生效。因此他建议在准则5.1.1的评注中加上

两段，一段类似于准则5.1.2的评注第 (16)段，另一

段则解释程序规则适用的后果是什么，特别是关于

通知不会立即生效的事实。

3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加亚先生的意

见完全正确，他准备与他商量两段新案文，以提交

给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第 (1)至第 (20)段

第 (1)至第 (20)段通过。

5.1.2 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

准则5.1.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10)段

第 (1)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39.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法文本最后一

句中的“bout de phrase” 几个词应当改为“membre de 
phrase”。

第 (11)段经对法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12)至第 (16)段

第 (12)至 (16)段通过。

准则5.1.2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5.1.3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保留的无关性

准则5.1.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5.1.3的评注通过。

5.1.4 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的领土范围

准则5.1.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5.1.4的评注通过。

5.1.5 国家合并情况下保留的领土范围

准则5.1.5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准则5.1.5的评注通过。

5.1.6 继承涉及一部分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的保留的领土范围

准则5.1.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准则5.1.6的评注通过。

5.1.7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力

准则5.1.7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5.1.7的评注通过。

5.1.8 继承国过时提出的保留

4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有必要对一个

神圣的原则采取例外，并修改准则的标题，不再与

委员会目前的术语保持一致。他建议将标题改为“继
承国过时提出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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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的建议通过。

准则5.1.8经修正后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准则5.1.8的评注通过。

5.2 国家继承情况下反对保留

5.2.1 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准则5.2.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9)段

第 (1)至第 (9)段通过。

准则5.2.1的评注通过。

5.2.2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反对的无关性

准则5.2.2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5.2.2的评注通过。

5.2.3 维持对被继承国的保留提出的反对

准则5.2.3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5.2.3的评注通过。

5.2.4 被继承国未曾受到反对的保留

准则5.2.4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5.2.4的评注通过。

5.2.5 继承国对保留提出反对的权利

4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法文本的标题

和第3款中以常规罗马字符书写“droit” 一词，不用斜

体字符。他还建议将标题中“权利” 一词之后的脚注

案文纳入评注，或者作为第 (1)段之二，或者放在第 (3)
段的结尾。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通过。

准则5.2.5经修正后通过。

评注

第 (1)段

4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第一句中的

“capacity (能力 )” 一词应改为“right (权利 )”。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8)段

第 (2)至第 (8)段通过。

准则5.2.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5.2.6 条约仍对其有效的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准则5.2.6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5.2.6的评注通过。

5.3 国家继承情况下接受保留

5.3.1 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准则5.3.1通过。

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准则5.3.1的评注通过。

5.3.2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准则5.3.2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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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准则5.3.2的评注通过。

5.3.3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

准则5.3.3通过。

评注

准则5.3.3的评注通过。

5.4 国家继承情况下保留、接受和反对的法律效力

准则5.4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准则5.4的评注通过。

5.5 国家继承情况下的解释性声明

5.5.1 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43. 诺尔特先生建议说，由于没有准则5.5.2, 因
此这一条准则的序号应当改为5.5。

诺尔特先生的建议通过。

准则5.5.1重新编号为 5.5后通过。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4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法文本

倒 数 第 二 句 中，“la réglementation des déclarations 
interprétatives dans le Guide de la pratique” 应当改为

“les règles applicables aux déclarations interprétatives 
�������������������”。

第 (3)段经对法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7)段

第 (4)至第 (7)段通过。

准则5.5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实践指南》的第五部分经修正后通过。

45.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载于A/CN.4/L.783/
Add.7号文件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该部分将成为《实

践指南》的附件。

附件

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 (A/CN.4/L.783/ADD.7)

序言部分第一至第四段

序言部分第一至第四段通过。

序言部分第五段

4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最好是使用复数的“维
也纳公约”，而不是单数的“维也纳公约”。

47. 黄先生问，1986年《维也纳公约》是否已经

生效？

4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没有生效。

49. 黄先生说，“大量保留似与条约法……规定

的限制不符合” 一句言过其实，建议删除“大量” 两字。

序言部分第五段经修正后通过。

序言部分第六段

50. 黄先生说，他不同意这一段的措辞，并建

议改为“意识到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评估保留有效性时

可能遇到困难”。

5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主张下述措

辞：“意识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评估保留有效性

时遇到困难”。

52. 主席建议将该段修正为：“意识到评估保留

有效性所引起的困难”。

就这样决定。

序言部分第六段经修正后通过。

序言部分第七段

53. 黄先生说，这一段应当删除。虽然原则上

他可以同意与保留提出方进行务实对话是有益的，但

认为没有必要在序言部分具体指出。首先，这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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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有大量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保留，在实践中常

常不太可能展开这样的对话。其次，这一段没有意义，

显然，如果一国针对一条约提出的保留遭到其他国

家的反对，有关国家将与保留国进行磋商。

54. 萨博亚先生答复黄先生说，这一段简单地

提及一个建设性做法，可能协助解决由某些保留所

造成的外交或政治问题。委员会这样做并没有加上

任何新的内容。

55. 诺尔特先生说，委员会也许可就这一问题

进行私下磋商，待达成一致后再重新公开审议该段。

56.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不同意这一建议。

《实践指南》的附件载有委员会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

这是全会上已经辩论过的，黄先生当时没有提出任

何意见，因此其通过不应再有拖延。

5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原文通过序言

部分第七段。

就这样决定。

序言部分第七段原文通过。

序言部分第八段

序言部分第八段通过。

序言部分各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一执行部分

58.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逐段审议文件的执行

部分，并回顾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已经通过了第1段。

第2至第9段

第2至第9段通过。

第二执行部分

5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英文本中删除

“undertake (开展 )” 一词。

60. 黄先生说，他认为这一建议没有用处，因

为各国和国际组织已经知道如何处理保留所引起的

问题。

61.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经迈克

尔 · 伍德爵士修正的第二执行部分。

就这样决定。

第二执行部分经对英文本的修正后通过。

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经修正后通过。

62.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开始逐段审议载于

A/CN.4/L.783/Add.8号文件的《实践指南》的导言。

(a) 导言 (A/CN.4/L.783/Add.8)

第 (1)段

63. 黄先生说，第 (1)段不能在本次会议上通过，

因为它说的是“《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由国际法委

员会通过并转录于下的准则组成”，但是并非所有这

些准则都已通过。这是委员会应当先做的事情。

64. 主席说，他理解黄先生的关切，并建议委

员会推迟审议第 (1)段，并开始通过第 (2)段。

就这样决定。

第 (2)段

65. 加利茨基先生说，在第 (2)段和整个《实践

指南》中，都应当按照时间顺序来提及各《维也纳公

约》。关于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他注意这些《公约》

被赋予同等的地位，虽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它们

并不相同，因为1986年《维也纳公约》仍然不是一个

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渊源；这也许应当指出来。

6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赞同加利茨基先

生的第一项建议。关于他的第二项建议，将1969年、

1978年和1986年的《公约》放在同一地位，并不会真

的带来问题，因为《实践指南》援引的不是这些文书，

而是其所载的规则，它们是习惯规则，也是条约规则。

他也想提出两点建议：在英文本的第三行，“允许性”

应改为“有效性”，从而同时涵盖保留的实质有效性

和程序有效性；而第二句开头的“尽管人们经常有相

反假设” 字样应当删除，因为这不是导言之中应出现

的。关于另一个一般性问题，他说英文翻译还有许

多不尽准确之处；他将向秘书处提出一些更正建议。

67. 萨博亚先生说，也许应当在一条脚注中指

出1986年《维也纳公约》尚未生效。

68. 主席注意到天色已晚，建议在下一次会议

上继续审议通过导言部分。

下午6时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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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25次会议

2011年8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续完 ) 
(A/CN.4/L.783和Add.1-8)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案文 (续 )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 )

(a) 导言 (续 )(A/CN.4/L.783/Add.8)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载于A/CN.4/L.783/
Add.8号文件的报告草案第四章，特别是《实践指南》

的导言部分。他回顾上次会议期间提出了对第 (2)段
的若干修正。

第 (2)段 (续完 )

2. 黄先生说，在本届会议上，他基本上未对语

言性质的问题发表评论。作为来自惯于秉承中庸之

道的国家之人，他一直对某些问题采取低调的做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3. 对于中国，台湾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先

前的会议上，他曾指出过委员会在处理该问题上的

一处错误，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办法。然而，这一

办法却遭到了否决，也许是出于反对中国，或出于

其他的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不论属于何种情况，均

为不可接受之举。

4. 在《实践指南》导言的第 (2)段中列举了三

部《维也纳公约》，但其中只有两部《公约》是业已生

效的。在上次会议上，当他询问1986年《维也纳公

约》的状况时，特别报告员先是向委员会通告该《公

约》已经生效，随后又不得不承认他搞错了。1986
年《维也纳公约》只有11个国际组织缔约方，然而

委员会竟然花费了几周时间来讨论国际组织的保留 
问题。

5. 第六委员会曾一再要求委员会压缩其报告。

委员会的本次报告载列了关于《指南》的长篇累牍的

评注，违背了大会的要求，对秘书处形成了无法承受

的负担，令委员会的委员们难以用理性和科学方式

对案文进行分析。真的需要为区区一项准则撰写50
段评注吗？长达800页的评注不会有太多人阅读，将

之压缩至200页将是大为省时减工之举。

6. 1997年10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庆

祝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的畅谈会上，他承认委员会取

得的成就，但也提及了国际社会对委员会一些工作

的尖锐批评。如今，身为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这些

问题比他所想象的更为严重。委员会的使命是什么？

委员会应向各成员国提供什么样的法律指导？委员

会应该尽快完成有关对条约保留问题项目的审议工

作，不要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

7. 他在本次和之前会议上所发表的评论也许会

冒犯某些人，然而，他所说的每一句都是事实。他对

之前所发表的每一句评论负责，为此，他谨希望将之

记录在案，并且载入委员会提交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8. 主席说注意到了黄先生的发言。

第 (2)段按上次会议进行修正后通过。

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9. 加亚先生说，第二句的起始句“与维也纳规

则本身一样” 应删掉，因为将准则置于与《维也纳公

约》并驾齐驱的地位不妥。

1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认同此意见，

并提出将此句开头的措辞改为：“维也纳规则具有余

留性质，同样《实践指南》所载规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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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亚先生说，这样的说法过于宽泛。不能

认为所有的维也纳规则都具有余留性质；有些只是转

载了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应提及维也纳制度：仅阐明

《指南》的规则对各国无约束力即可。

12. 主席建议将第二句改为“《实践指南》所列

规则至多具有余留性质”。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和第 (7)段

第 (6)和第 (7)段通过。

第 (8)段

13. 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说该段的脚注应

予以删除，因为该脚注会让人误以为本届会议期间

未对评注进行过审议。此外，他提议，应在第三段

中删掉“篇幅之长常常受到批评” 这一短句。

14. 黄先生说，他不赞同第三句所述的观点，

即有必要撰写长篇评注的论点。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和第 (10)段

第 (9)和第 (10)段通过。

(b) 准则案文及其评注 (续完 )

4.2.4 成立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续完 *)(A/CN.4/L.783/
Add.6)

评注 (续完 *)

第 (22)和第 (23)段 (续完 *)

15.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第A/CN.4/
L.783/Add.6号文件所载的准则4.2.4 (成立的保留对

条约关系的效果 )评注第 (22)和第 (23)段。

16. 加亚先生说，第 (22)和第 (23)段举例了国

家提出的保留对它国强加附加义务的例子。因此，这

种保留以与准则1.1所列保留定义相悖的方式篡改了

条约。他建议特别报告员深入探讨此问题，以期确

保案文的连贯一致。

第 (22)和第 (23)段通过。

准则4.2.4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续完 **) 
(A/CN.4/L.783/Add.6)

评注 (续完 **)

第 (20)段之二

17.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就准则4.5.3 (无效

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的评注所拟增列的

第 (20)段之二。

1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作为对诺尔特

先生在第3123次会议上所做评论的回应，他谨提议

增列一新的段落如下：

“第 (20之二 )段 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

委员会在讨论期间显然也未达成一致意见，而

各国政府就2010年委员会临时通过的准则草案

4.5.2 (对应现准则 [4.5.3])发表的评论和意见也是

如此X。各国分成大体均等的两派意见：一派赞

同，而另一派则反对委员会暂时保留的正向推

测以及无效保留可与条约其余部分分割的原则。

然而，大家都同意，保留提出者的意向是判定

提出者是否受条约约束的关键标准，且提出者

是解释其意向为何的最佳人选。这致使一些国

家提出一种折衷解决办法，赋予了意向作用更

大的比重；为此，奥地利和联合王国提议保留原

准则草案4.5.2的正向推测，但通过向保留提出

者提供表达相反意向的可能性 Y，允许其做最终

定论。准则4.5.3系紧贴上述提案编撰的案文。

“X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3
至第122页。

“Y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9次会议》(A/C.6/65/SR.19)，第82段 (奥地利 )；以

及《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9
和Add.1号文件，第133段 (奥地利关于无效保留以及联

合王国关于准则4.5.2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

地位 )的评论和意见 )；也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

会议，第六委员会，第21次会议》(A/CN.6/6/65/SR.21)，
第39段 (希腊 )和《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39和Add.1号文件，瑞士关于准则草案4.5.2的
评论和意见。”

第 (20)段之二通过。

* 续自第3122次会议。 ** 续自3123和第312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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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至第 (53)段

19.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他拟议的对准则

4.5.3评注的其他补充。

20.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谨提议在第

(50)段后增列如下三个段落：

“(51) 同样，委员会意识到准则4.5.3第3
和第4款未阐明下述问题，即保留提出者在无法

受益于其保留的，其接受—或不接受—条

约约束的意向表示确切于何时产生效果。

“(52) 若提出者声明在无法受益于保留的

情况下，接受条约的适用，则不会产生真正的问

题，而且条约可被视为今后继续适用，但有一项

谅解是，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无论以往或

今后皆不可仰仗其保留。若声明发布者打算不接

受条约约束，则对前段提出问题的答复会变得更

为感棘手；在这种情况下，将提出者视为从未受

条约约束，显然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保留的无效

性质 (从一开始 )使提出者认为其本身不受约束。

然而，这样的解决方式可产生巨大的实际困难，

即如何回到当初该国或国际组织表示 (在持有保

留情况下 )同意接受约束的情景。

“(53) 鉴于准则4.5.3大体上与国际法的逐

步发展相吻合，显然顺应实践的演进似乎可以

是权宜之举，不过，不同的情况可能需要不同

的解决办法。”

21. 哈穆德先生询问在第 (52)段第二句中为何

提到“声明发布者”，而不是保留提出者。

22.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解释说，在该种场

景下，关键因素是国家既是保留提出者，又是宣称

因保留未被接受而不受条约约束的声明发布者。

第 (51)至第 (53)段通过。

准则4.5.3的评注经修正完成后通过。

5.1.1 新独立国家 (续完 )(A/CN.4/L.783/Add.2)

评注 (续完 )

第 (19)段之二和第 (19)段之三

23. 主席请加亚先生介绍他拟在A/CN.4/L.783/
Add.2号文件所载准则5.1.1评注第 (19)段之后增列的

两个新段落：第 (19) 段之二和 (19)段之三。

24. 加亚先生说应特别报告员的要求，他编撰

了两条看来不会有争议的新段落，因为其仅是转录

了1978年《维也纳公约》所载的内容。第 (19)段之二

和第 (19)段之三读作：

“(19)之二 根据1978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十条第2款，新兴独立国家 ‘可作出保留，除

非该项保留是 [1969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十九条 (a)、(b)或 (c)款所禁止作出的’。准则5.1.1
第2款则提示，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告时

所提出的任何保留均须恪守准则3.1 (a)、(b)和
(c)项所列的允许性条件—均转载自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

“(19)之三 准则5.1.1第3款回顾《实践指

南》第二部分 (程序 )设定的规则适用于新独立国

家在发出继承通告时提出的保留。这与1978年
《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3款相吻合。该款规定 
‘新独立国家依照第2款的规定作出保留时，《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至第二十三条所载各项

规则，适用于该项保留’。以上所述包括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四项 (丙 )款，该项规

定 ‘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而附以保留之行

为，一俟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即发生

效力’。因此，载有保留的继承通告从通告之日

起才生效。”

第 (19)段之二和第 (19)段之三通过。

准则5.1.1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对《实践指南》的补充修正

25.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继续审议黄先生在早

前会议上关于引述中国所作保留—实际上为原中

华民国所作—而拟议的修正。

26. 黄先生建议如下：首先，保留《实践指南》

中所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引述；第二，凡事实上

系指“中华民国” 时所用的“中华民国”、“台湾当局”

或“中国” 等称谓予以保留，条件是这些称谓都须随

附说明性脚注；第三，当所指“中国” 实为台湾当局

且与其他国家共同出现在一份名单中时，予以删除。

27. 黄先生说，这是他从一开始即坚持的一项

提案，鉴于其涉及了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若委员会

能予以接受，他将表示感谢。



362 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28. 主席说，委员会的其他各位委员均意识到

黄先生国家的这个敏感问题，但与此同时，大家面临

着可能背离委员会传统惯例，修改联合国业已发表

和下发的正式文件的问题。委员会绝对没有要给中

华人民共和国制造问题的想法。特别报告员已经充分

明确阐明了他的立场，即1971年之前在联合国代表

中国的政府是不合法的。委员会没有任何秘密议程，

仅仅只是力求维持联合国正式文件的完整性。

29. 黄先生说，他欣赏上述解释；然而，一些

误解则依然存在，因此，他谨发表四点大体意见：第

一点，台湾问题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对此，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包括国际法委员会都应

了然于胸。第二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宣布，凡

1971年之前台湾当局窃取中国名义签署和批准的所

有国际公约均为非法，因此一概无效。非法的行为

不产生法律效力，这是一条基本的法律原则。第三点，

从包含若干国家的名单中删除实指中国台湾省的“中
国”，并不会对《实践指南》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因为这种引述只是诸多实例之一。第四点，国际法

委员会长达六十多年以来的传统惯例，一直坚持致

力于在尊重每一位委员就任何问题所持的任何强烈

反对意见的同时，力求取得协商一致。

30. 《实践指南》中共有八处提及中国，其中三

处已经得到纠正。在其余五处中，两处是可以接受的，

而另外三处述及台湾当局所采取的行动，因此不可接

受。他有一项简洁明了的提议，即直截了当地删除下

列脚注中所载的相关表述：(a) 准则2.6.6评注第 (7)段
倒数第二条脚注；(b) 准则2.8.11评注第 (3)段第一条

脚注以及 (c) 准则3.2评注第 (3)段倒数第三条脚注。

3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对删除准则

2.6.6评注第 (7)段倒数第二条脚注中关于中国的表

述并另找一个实例加以替代，没有什么问题。然而，

对于从准则2.8.11评注第 (3)段第一条脚注中删除关

于中国修正案的表述，则有些困难，甚至在科学上

也站不住脚，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否认某些既成事实。

他提议增列一项解释，注明当时中国为不合法的台

湾政府所代表，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宣布了台湾

立场的无效。同时，与处理准则4.5.3评注第 (18)段
第一条的脚注方法一样，可引述大会1971年10月25
日第2758 (XXVI)号决议。

32. 最后，与黄先生所述情况相反，准则3.2评
注第 (3)段倒数第三条脚注中并未罗列一些实例，而

是一份完整无遗的清单，罗列了在1968年联合国条

约法会议期间采取特定立场的国家。尽管他绝对不同

意仅删除对“中国” 的提及，但为了达成协商一致起

见，他可同意在脚注的第一句中删除整份国家名单，

代之以“见《……简要记录》 (A/CONF.39/11)，上文脚

注XXX”。最后两句 ( “瑞典代表……(第9段 )” )可予

以保留。

33. 黄先生说他可以接受特别报告员的提案。

34.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此外，关于准

则4.5.3的评注第 (18)段，现案文所载的有关中华民

国的例子可换为另一个例子，即该段最后一处脚注

中所载的案文。

35.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愿通过对《实践指南》

的如下补充修正：准则2.6.6评注第 (7)段倒数第二条

脚注中述及中国的案例改为另一合适的案例；在准则

2.8.11评注第 (3)段第一条脚注中，删除“中国” 一词，

脚注其余部分保留不动；在准则3.2评注第 (3)段倒数

第三条脚注中，将第一句改为：“见《……简要记录》

(A/CONF.39/11)，上文脚注XXX”，并保留最后两句；

在准则4.5.3评注第 (18)段中，有关中华民国的例子，

将由该段最后一处脚注中的案文所替代。

就这样决定。

对《实践指南》的补充修正通过。

36.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对所遵循的程序，即

更改历史纪录的做法颇感不悦，谨希望将之记录在案。

37.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783号文件所

载第四章的部分内容。

A. 导言

第1至第5段

第1至第5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6至第14段

第6至第14段通过。

1. 审议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七次报告1. 审议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七次报告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第15至第18段

第15至第18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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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第十七次报告采取的行动

第19至第21段

第19至第21段通过。

C. 委员会就《关于对条约保留的实践指南》提出的
建议

第22段

38.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建议大会”

之后插入短语“注意《实践指南》并确保对其尽可能广

泛的宣传”。

第22段通过。

D. 委员会就对条约的保留方面的援助机制提出的
建议

第23段

第23段通过。

E. 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

第24段鼓掌通过。

第四章第A至E节经修正后通过。

F.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通过《对条约的保留实践
指南》案文 (续完 )

1. 构成《实践指南》的案文1. 构成《实践指南》的案文

第25段

第25段通过。

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2. 《实践指南》案文，包括导言、准则及其评注、关

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于保留对话的附件以及参考文献 (续完 )

第26段

第26段通过。

39. 主席提请注意A/CN.4/L.783/Add.1号文件，

其中载有本届会议早些时候由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

作组通过的，构成《实践指南》的各项准则。这些准

则将和报告通过期间所做的修正一起被纳入报告第

四章F节。基于上述理解，他谨认为委员会愿意通过

A/CN.4/L.783/Add.1号文件。

就这样决定。

(a) 导言 (续完 )(A/CN.4/L.783/Add.8)

40. 主席提请注意A/CN.4/L.783/Add.8号文件，

回顾由于等待完成对第四章其他部分的工作，因此

推迟了对第 (1)段的通过。目前所有案文都已获得通

过，他将认为委员会愿意通过A/CN.4/L.783/Add.8号
文件的第 (1)段。

第 (1)段 (续完 )

第 (1)段通过。

第四章F节经修正后通过。

委员会报告第四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41. 佩莱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谨感谢委员

会全体委员体现的合作精神。他尤其感谢对条约的

保留问题工作组的成员们对他的帮助，在他们的协

助下，完成了《实践指南》的编纂工作，并且感谢主

席主持会议工作的才能。他还感谢他的助手和秘书

处的各位成员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下午12时55分散会。

第3126次会议

2011年8月11日，星期四，下午3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麦克雷先生、

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

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尼奥先生、瓦

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续完 *) 
(A/CN.4/638，B节；A/CN.4/642) 

[议程项目5]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主席请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起草委关于“驱
逐外国人” 专题的工作进展报告，然后国际法委员会

将通过报告草稿第八章。 
* 续自第309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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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梅莱斯卡努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在

本届会议上，起草委员会举行了12次会议，审议

了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就特别报告

员第六次报告 459 进行讨论之后提交给它的六条条

款草案、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就特别报告员第

六次报告增编二 460 进行讨论之后提交给它的七条

条款草案，以及特别报告员在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

修改 461、并在本届会议上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一条

关于“与引渡相关的驱逐” 的条款草案。另外，根

据全会的辩论情况，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交了

若干建议，以期修改在本届会议上提交给起草委

的若干条款草案的案文。他还就对驱逐决定提出

上诉而引起暂停执行的问题拟议了一条新的条款草

案。国际法委员会要提醒的是：在本届会议上，它

也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中

(A/CN.4/642)所载的经过调整的条款草案概要。 

3. 起草委员会就上述条款草案开展的工作卓有

成效。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了以下十五条条款草案：

“禁止变相驱逐”、“驱逐理由”、“成为驱逐对象的外

国人的拘留条件”、“与法律相符的义务”、“成为驱逐

对象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 (单列了一个关于在驱逐

国合法居留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都能适用的程序权

利的清单 )、“与引渡相关的驱逐”、“向目的地国遣返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

国”、“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返回驱逐国

的权利”、“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外交保

护”、“个人申诉程序” 以及“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

暂停效力”。

4. 根据在本届会议上审议的特别报告员第七次

报告中最后一章提供的总体框架，起草委员会也审

议了对条款草案重组和重编序号的问题。但是由于

时间不足，所以起草委员会未能就某些未决的问题

作出最后决定。然而，他确信起草委员会将能够完

成剩余工作，对案文定稿，以便可以将其提交给国

际法委员会2012年届会上一读通过。届时将就全部

条款草案提交一份导言。

45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

460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第六

次报告的第一章C节至第四章，并在本届会议上继续审议第

六次报告增编二中所载的第四章D节至第八章 (见上文第3091
至第3094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

46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176段。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八章 驱逐外国人 (A/CN.4/L.787)

5.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7号文件

所载的报告草稿第八章“驱逐外国人”。

A. 导言

第1至第7段

第1至第7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8至第10段

第8至第10段通过。

1. 特别报告员对第六次报告剩余部分和第七次报告1. 特别报告员对第六次报告剩余部分和第七次报告
的介绍的介绍

第11至第24段

第11至第24段通过。

2. 辩论摘要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25至第29段

第25至第29段通过。

(b) 对条款草案的评论

第30至第48段

第30至第48段通过。

(c) 对驱逐决定提出上诉的问题

第49至第53段

第49至第53段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54至第59段

第54至第59段通过。

6. 主席说，经过协商，现决定在第八章第10
段之后加上第10段之二，内容如下： 

“委员会在第3126次会议上注意到起草委员

会主席的临时报告，该报告向委员会介绍了一

套关于驱逐外国人专题的条款草案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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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这些条款草案的起草工作已经接近完成，

有望在第六十四届会议上提交委员会一读通过。”

第10段之二通过。 

委员会报告第八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十章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CN.4/L.789)

7.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9号文件

所载的报告草稿第十章“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 导言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1. 特别报告员对第四次报告的介绍1. 特别报告员对第四次报告的介绍

第5至第16段

第5至第16段通过。

2. 辩论摘要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17和第18段

第17和第18段通过。

(b) 第2条草案：合作义务

第19至第26段

第19至第26段通过。

(c) 第3条草案：条约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

第27至第30段

第27至第30段通过。

(d) 第4条草案：国际习惯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 
来源

第31至第37段

第31至第37段通过。

(e) 未来的工作

第38段

8. 诺尔特先生说，第一句合并了两个问题，但

是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曾经是分开的，即“中止

或终止审议本专题” 与“将本专题范围扩大到包括普

遍管辖权”。 

9. 加利茨基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说，他可以

与诺尔特先生协商，修改这一段的开头。诺尔特先

生的意见有充分根据；然后他们可以向委员会提交一

个修正后的案文。

就这样决定。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39至第43段

第39至第43段通过。

A/CN.4/L.789号文件所载的委员会报告草稿第十

章，除委员会将重新审议的第38段外，整体通过。 

第七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A/CN.4/L.786和Add.1)

10.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6和
Add.1号文件所载的报告第七章“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

A. 导言 (A/CN.4/L.786)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A/CN.4/L.786)

第3至第4段

第3至第4段通过。

1. 特别报告员对第二次报告的介绍1. 特别报告员对第二次报告的介绍

第5至第14段

第5至第14段通过。

2. 辩论摘要 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15至第19段

第15至第19段通过。

(b) 豁免的可能例外问题

第20至第29段

第20至第29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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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豁免范围

第30至第33段

第30至第33段通过。

(d) 其他意见

第34至第36段

第34至第36段通过。

3.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三次报告 (3.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三次报告 (A/CN.4/L.786/Add.1)

第1至第15段

第1至第15段通过。

4. 辩论摘要 4.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16至第18段

第16至第18段通过。

第19段

11. 诺尔特先生强调有必要确保正确地反映辩

论情况，建议第二句到“必要的平衡” 几字后结束，

然后以“另一些委员希望……平衡” 开始第3段。他还

指出，目前第三句开头的二个字 ( “相反” )不正确地

意味着下面的话与前面的话相反，因此他建议将之改

写如下：“一些委员指出，委员会必须永远平衡各种

合法的考虑因素，不要让自己过分地受到其中一个因

素的左右。” 应当删除“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声誉会有风

险，因为它行使的部分职能是……” 等措辞，并且可

以更靠前地提及杜加尔德先生关于这一风险的看法。

12. 经与诺尔特先生、麦克雷先生和瓦钱尼先

生的讨论，主席建议搁置第19段，直至找到一个商

定的修订措辞。 

第19段搁置。

(b) 时间

第20段

第20段通过。

(c) 豁免的援引

第21至第32段

第21至第32段通过。

(d) 豁免的放弃

第33至第39段

第33至第39段通过。

(e) 豁免的援引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之间
的关系

第40至第42段

第40至第42段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43至第60段

第43至第60段通过。

第十二章 最惠国条款 (A/CN.4/L.791)

13.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91号文

件所载的报告第十二章“最惠国条款”。 

A. 导言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3和第4段

第3和4段通过。

1. 研究组的讨论1. 研究组的讨论

第5至第12段

第5至第12段通过。

第13段

14. 麦克雷先生说，第一句结尾不完整，他建

议将之改为：“享有实质性权利的限定性条件与实质

性权利本身，以及诉诸管辖手段的限定性条件与行

使管辖权本身，两者之间均有所不同”。 

第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4段

第14段通过。

第15段

15. 麦克雷先生说，第三句不清楚，应当予以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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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决定。

第15段经修正后通过。

2. 今后的工作方案2. 今后的工作方案

第17和第18段

第17和第18段通过。

委员会报告草稿第十二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十一章 条约随时间演变 
(A/CN.4/L.790和Add.1)

16.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90和
Add.1号文件所载的报告第十一章“条约随时间演变”。

A. 导言 (A/CN.4/L.790)

第1段

第1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A/CN.4/L.790)

第2和第3段

第2和第3段通过。

1. 研究组的讨论1. 研究组的讨论

第4至第7段

第4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17. 哈穆德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九项初步结

论” 前加上“他的” 二字。 

就这样决定。

第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9段

18. 哈穆德先生建议将最后一句改为：“研究组

商定，必须修改和扩充主席的这些初步结论……”。

就这样决定。

第9段经修正后通过。 

2. 未来的工作和提供资料的要求2. 未来的工作和提供资料的要求

第10和第11段

第10和第11段通过。

 第九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完 *) 
(A/CN.4/L.788/Add.1–2)

C.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

人员保护条款草案案文 (续完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完 *)

19.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讨论A/CN.4/L.788/Add.2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第10条草案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

义务 )和第11条草案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的
评注。

第10条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责任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1)段 (续完 *)

20. 瓦钱尼先生建议在本段结尾加上：“委员会

大多数委员赞同存在着第10条草案所载述的寻求援

助的义务，但另一些委员表示反对。”

就这样决定。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之二 

21. 瓦钱尼先生建议加上第(2)段之二，内容如下：

“须指出的是，在委员会就第10条草案的措

辞进行讨论期间，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反对受灾国

有义务，或规定为有义务在发生灾难时寻求外部

援助。这一反对意见是基于如下看法，即目前

的国际法并没有对受灾国规定任何这样的有约

束力的义务。赞同这一看法的委员还表示，第

10条草案应以鼓励的语气来措辞，譬如说当灾

害超出国家应对能力时，受灾国 ‘(应该 ) should’

寻求外部援助。”

就这样决定。

第 (2)段之二通过。

第10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1条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续完 *)

评注 (续完 *)

第 (3)段 (续完 *)

22. 瓦钱尼先生建议在本段结尾加如下列几句：

* 续自第312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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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委员会一些委员拒绝接受下述

看法：主权的双重性必然意味着委员会应当支持

条款草案第11条第2款所采取的处理办法。在这

些委员看来，条款草案第11条第2款的措辞中

应当避免使用强制性的 ‘须 (shall)’；这一款相反

应当表示不 ‘应当 (should)’ 任意地拒不同意外部

援助。”

就这样决定。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1条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C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九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七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完 ) 
(A/CN.4/L.786和Add.1)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续完 )

4. 辩论摘要4. 辩论摘要 (续完 )

(a) 一般性意见 (续完 )

23.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第19段，该段的通

过曾被推迟，以拟订新的案文。

第19段 (续完 )

24. 诺尔特先生提出以下措辞：

“有些委员还指出，有些意见会对未来委员

会和国际法的发展本身带来某些风险。有人提醒

说，如果加大对国家利益的倾斜，会使委员会的

声誉遭受风险；委员会就不能在旧的法律—基

于绝对的主权观念—与国际社会对问责的新

期待之间找到必要的平衡。另有一些委员倾向于

在主权国家正当利益与问责关切之间找到平衡。

一些委员指出，委员会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声誉

会有风险，因为它的部分职能便是要永远平衡

各种合法的考量，不要让自己过分地受到其中

一个因素的左右”。

就这样决定。

第1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七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十章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续完 ) 
(A/CN.4/L.789)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续完 )

2. 辩论摘要2. 辩论摘要 (续完 )

(e) 未来的工作 (续完 )

25.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第十章第38段；这

一段的通过曾因拟订新的案文而被推迟。

第38段

26. 加利茨基先生 (特别报告员 )朗读了已经在

会议室内分发的这一段的新案文，并说这折衷了委

员们所提出的各种建议。案文如下： 

“关于本专题未来的工作，有一种意见认

为，本专题具有内在的困难。甚至有人提议，委

员会应当毅然反思中止或终止审议本专题的可

能性，正像委员会以前对其他专题曾做过的那

样。然而，另一些委员指出，本专题仍可有所

作为，值得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此外，各国

对本专题怀有兴趣及合理期望，并渴望取得进

展。还有人回顾，先前就曾讨论过这一点，结果

拟订了2009年的总框架，表明本专题是大有可 
为的。 

“另外，意识到第六委员会正在处理一个相

关项目，即普遍管辖原则的范围与适用问题，也

有人建议这一专题不妨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专

题合并起来”。

2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删除第4句中提到的

合理期望，改为“各国对本专题怀有兴趣，并渴望取

得进展”。如果保留第2段，他建议应当加上一个短

句，以反映第六委员会内关于这一问题也存在着意

见分歧。 

28. 加利茨基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关键的不

是阐述委员会立场，而是反映讨论情况。他不能肯

定这一段是否应当提到第六委员会的意见。 

29. 坎迪奥蒂先生说，相反，他支持迈克尔 ·伍
德爵士的建议。委员会应当谨慎，并且不应当鼓励就

此作出决定。因此，重要的是提到第六委员会在该

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他也建议在最后一句中将“这一

专题不妨与……合并起来” 改为“这一问题不妨与……

合并起来”，以明确说明这尚不是一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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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同意采纳迈克

尔 · 伍德爵士和坎迪奥蒂先生提出的修正以及诺

尔特先生拟议的细微文字修改，通过第38段的新 
案文。

就这样决定。

第3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十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概况 
(A/CN.4/L.781和Add.1)

31.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1号文

件所载的委员会报告第二章“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概况”；从A/CN.4/L.781号文件所载的这一章内

容开始。 

A/CN.4/L.781号文件

第1至第17段

第1至17段通过。

第18段

32. 雅各布松女士 (规划组主席 )建议加上第18
段之二，以回顾在第三章中审议了若干需要答复的

重要问题。新一段的内容如下：

“与委员会正在审议的专题相关的、委员会

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见第三章。”

第18段及第18段之二通过。

A/CN.4/L.781/Add.1号文件

第1段

33. 雅各布松女士 (规划组主席 )建议在第2句
开头加上：“由于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在整个五年期

所开展的工作”。重要的是告知读者这是五年工作的

结果。在最后一句中，她建议加上“条款草案评注的

拟订、如何使委员会报告内容更充实” 几字，放在“特
别报告员、研究组、起草委员会” 之后。她也建议如

其他各章那样，在第十三章结尾加上一条引述。 

第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至第4段

第2至第4段通过。

第二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CN.4/L.782)

34.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A/CN.4/L.782号文

件所载第三章“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第5段

3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在瓦钱尼先生的支持下，

建议删除这一段，因为第2段已经涵盖其内容。 

就这样决定。 

B. 驱逐外国人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第8段

3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最好是删除“即使在

没有这类实践的情况下” 几字，因为这一问题是提给

所有国家的。

37. 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说，相反，他认

为这一段只合理适用于尚未在立法中采纳暂停作用

的国家。已经那样做了的国家无需就其提供意见。

38. 诺尔特先生说，即使在这领域中有特定实

践的国家也可以就国际法是否要求这一实践的问题

表达意见。这是委员会正在向它们征求的。 

39. 主席作为委员会委员发言说，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改写这一问题。按目前的措辞，询问的只

是那些没有实践的国家，是否需要有暂停作用，根

本未提及国际法。 

40. 迈克尔 ·伍德爵士建议将该段改写如下：“委
员会还想了解各国对下述问题的看法，即作为国际

法事项或其他事项，对驱逐决定提出的上诉是否应

具有暂停作用？” 

第8段经修正后通过。

C.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第9段

第9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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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段

41. 加亚先生提到第一句时说，最好是说“委员

会认为”，而不是“委员会确认”。

42. 诺尔特先生说，这一段不明确：它始于一

个陈述，然后对它刚刚确认的内容提出了一个问题。

英文本中第二句应当以“Does” 而不是“Should” 开头。

43. 梅莱斯卡努先生询问为什么在第二句中说

“第三国”，而第一句中所涉的义务涉及所有国家。

44. 瓦钱尼先生说，因此这一段应当改为：

“委员会认为各国有义务在救灾事项上与受

灾国合作。这种合作义务是否包括在受灾国提

出请求时各国须提供援助的义务？”

第10段经修正后通过。

下午6时散会。

第3127次会议

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 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

南德斯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 · 卡雷

尼奥先生、瓦钱尼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草稿 (续完 )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续完 )(A/CN.4/L.782)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A/CN.4/L.782号文件

中所载的报告第三章。

D.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第11至第13段

2. 麦克雷先生说第11段给人的印象是委员会

已经对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律渊源进行了相当广泛

的讨论。然而，他不记得进行过这样的讨论，而且

他不认为应该对第六委员会说已经这样做了。 

3. 彼得里奇先生说第11段内使用“问题” 一词

似乎不当，因为没有提出过任何问题。

4. 迈克尔 ·伍德爵士在瓦钱尼先生的支持下说，

第11至第13段实质上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只是提

供了不必要的背景资料。这些段落应该删除。

就这样决定。

第14段

5. 麦克雷先生说为了查明在习惯国际法中是否

存在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依据而在大会中进行民意测

试似乎有点古怪：需要做的是对文献与国家实践进行

详细分析。第六委员会很可能说应由国际法委员会

来决定是否有一项国际法的惯例规则。他想知道是

否有必要保留这一段。

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倾向于将D节删除，

但如果保留第14段，则需要进行若干措辞更改。导

语的最后部分，“他们对这些事项的看法”，应重新措

辞为：“他们对以下事项的看法”。在第一个项目符号

中，开头部分“是否存在……依据”，应更改措辞为“他
们是否认为存在……依据”，因为委员会将征求各国

的意见看看他们是否认为习惯国际法里存在引渡或起

诉义务的依据。在第二个项目符号中， “如果没有” 应

该删除，因为对前一个的问题有许多可能的答案。

7. 杜加尔德先生说他也支持将第14段删除。第

一个项目符号并不真正建议应在第六委员会就这一

个问题进行民意测试。决定习惯法内是否存在此类义

务的依据，这显然是国际法委员会的任务。至于第

二个项目符号中的内容，他不能确定国际法委员会

是否曾经提出过它应当参与拟议法的具体工作。这

将由国际法委员会来决定。编纂和不断发展之间的

界限很小，国际法委员很少参与整个拟议法的工作。

国际法委员一般从事法律的不断发展，但仅仅是在

编纂的界限内进行。国际法委员会可以问第六委员

会的唯一问题是各国是否可以提供他们实践的证据。

因此第二个项目符号应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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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梅莱斯卡努先生说他倾向于保留D节，因为

委员会已经讨论了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专题，在

报告不提这点可能会引起误解。因而他提议根据迈

克尔爵士的建议，仅保留该章节的，指明为了确定

该专题今后工作的方向，委员会愿意从各国政府收

集各国在该领域内实践的资料，特别是各国是否认

为习惯国际法内对被控犯有极其严重国际罪行者的

引渡或起诉义务早有依据可循。 

9. 雅各布松女士同意梅莱斯卡努先生的意见，

即保留第D节是重要的。该节还应提醒各国在以前各

届会议上向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指明委员会欢迎

来自尚未答复的国家的回音。她同意同仁们的意见：

委员会在询问各国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从事不断发

展工作方面应当小心谨慎。这是委员会的一项特权。

10. 萨博亚先生说，他支持雅各布松女士和梅

莱斯卡努先生的意见。

11. 瓦钱尼先生说第十四段应该以迈克尔 · 伍
德爵士所提议的形式保留。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报告

其他部分就若干其他专题提出了拟议法的问题，那

么如同其他专题一样，也应对引渡或起诉采用同样

的方式。

12. 佩莱先生说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具有特权，

所以不能征求各国的意见，这似乎很难这样辩说。至

于各国的做法是否真正对国际法委员有用的问题，对

各国政府的问题应该是：第一，在其立法与案例法中

是否有实施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罪行或罪行类别，第

二，如果有，是否法庭或法院曾经在这方面依据习

惯国际法。

13.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按佩莱先

生所拟议的措辞通过第14段。

第14段经修正后通过。

E. 条约随时间演变

第15和第16段

1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为明了与可读性

起见，将第15和第16段合并。

第15和16段合并通过。

F. 最惠国条款

第17段

第17段通过。

G. 新专题

第18和第19段

第18和第19段通过。 

委员会的报告第三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十一章 条约随时间演变 (续完 ) 
(A/CN.4/L.790和Add.1)

15. 主席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审议委员会报告

草案第十一章，特别是载于A/CN.4/L.790/Add.1号增

编文件的研究组主席的初步结论。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续完 )

3. 研究组主席根据研究组的讨论重新拟订的初步 3. 研究组主席根据研究组的讨论重新拟订的初步 
结论 结论 

结论1至7

结论1至7通过。

结论8

16.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在第2段
内，英文本中词组“Elements of Crime” 应由“Elements 
of Crimes” 取代。

结论8经修正通过。

结论9

结论9通过。

研究组主席根据研究组的讨论重新拟订的九条

初步结论经修正整体通过。

第十一章经修正整体通过。

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A/CN.4/L.780)

17.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委员会报告草稿的

第一章。

第1段

18. 麦克雷先生指出宣布本届会议开幕的是维

斯努穆尔蒂先生，而不是彼得里奇先生。

第1段经该项修正后通过。 

A. 委员

第2段

第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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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临时空缺

第3段

第3段通过。

C. 主席团成员和扩大的主席团

第4至第6段

第4至第6段通过。

D. 起草委员会

第7段

第7段通过。

第8段

第8段通过，条件是由秘书处对若干事实情况进

行补充。

E. 工作组和研究组

第9和第10段

第9和第10段通过。

F. 秘书处

第11段

第11段通过。

G. 议程

第12段

第12段通过。

委员会报告第一章经修正整体通过。 

第十三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CN.4/L.792)

19.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审议报告草案第十三章，

并提请注意载于A/CN.4/L.792号文件的该章部分内容。

A.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第3至第7段

第3至第7段通过。

2.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2.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第8和第9段

第8和第9段通过。

(a) 特别报告员的作用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b) 研究组

第11段

第11段通过。

(c) 起草委员会

第12至第15段

第12至第15段通过。

(d) 规划组

第16段

第16段通过。

(e) 编写条款草案的评注

第17至第20段

第17至第20段通过。

(f) 最后形式

第21段

第21段通过。

(g)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

第22和第23段

第22和第23段通过。

(h) 今后届会的会期和性质

第24至第26段

第24至第26段通过。

(i) 与第六委员会的关系

第27至第29段

第27至第29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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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议大会2010年12月6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3. 审议大会2010年12月6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

的第65/32号决议的第65/32号决议

第30至第32段

第30至第32段通过。

第33段

20. 诺尔特先生说在国际法院院长的引言之前

应加一句，表明委员会赞成院长意见。因而他提议在

第一句的“强调” 之前加上“有说服力地” 这几个字。

第33段经修正通过。

第34至第36段

第34至第36段通过。

4. 酬金4. 酬金

第37段

第37段通过。

5. 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协助5. 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协助

第38段

第38段通过。

6. 特别报告员在大会审议委员会报告期间参加大会6. 特别报告员在大会审议委员会报告期间参加大会

第39段

第39段通过。

7. 文件和出版物7. 文件和出版物

(a) 处理和印发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第40段 

第40段通过。

(b) 委员会工作的简要记录及在网站上发布

第41至第43段

第41至第43段通过。

(c)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44至第47段

第44至第47段通过。

(d) 处理《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积压工作问题的信托

基金

第48段

第48段通过。

(e) 编纂司的协助

第49段

第49段通过。

(f) 网站

第50段

第50段通过。

B. 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51至第53段

第51至第53段通过。

C. 和平解决争端

第54和第55段

第54和第55段通过。

D.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56至第58段

第56至第58段通过。

第59段

21. 麦克雷先生说亚非法协对委员会工作的审

议值得注意。因此他提议插入以下措辞，作为倒数

第二句：“特别是他提到了亚非法协对委员会工作的

审议”。

第5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60段 

第60段通过。

E. 出席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代表

第61段

第61段通过。

第62段

22. 主席说他接到秘书处通知，因预算限制，

无法派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出席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23. 佩莱先生说第62段的措辞已是委员会报告

多年来的标准案文。他建议委员会应该在该段表示

委员会对没有特别报告员被邀请出席即将举行的大

会届会感到遗憾。

第62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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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吉尔贝托 · 阿马多纪念演讲

第63段 

第63段通过。

G. 国际法讲习班

第64段

第64段通过。

第65段

24. 哈穆德先生提议，在第一句内，删除“来自

世界各个地区” 的措辞，因为2011年国际法讲习班

没有来自阿拉伯区域的人出席。若干同仁和他一起

对前所未有的，没有来自阿拉伯区域的人参与表示

遗憾，阿拉伯区域具有历史悠久的法律体系。

第6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66至第69段

第66至第69段通过。

第70段

25. 麦克雷先生说为纪念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

而组织的纪念研讨会值得在G节之前单独另辟一节

加以提及。新的一节应包括如下信息：该研讨会是由

雅各布松女士和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院联合

举办的。第70段应予以修正以便提到有关纪念研讨

会的新的一节。他提议与秘书处一起工作起草新的

和需修正的案文。

据此理解，第70段通过。

第71至第75段

第71至第75段通过。

第76段

26. 哈穆德先生提议在“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

家” 等措辞之后加入“和所有地区和法律传统”。

第7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77段

第77段通过。

委员会报告草稿第十三章经修正整体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经修正整体通过。

主席的总结发言

27. 主席感谢委员会所有成员对第六十三届会

议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对那些将要卸任的成员—

其中有些为之工作了数十年—他谨就他们为推进

国际法的编纂和不断发展所作的杰出奉献表达委员

会巨大的感激和赞赏。他还对秘书处所提供的称职

与持续不断的协助表示感激。他对所有的口译员、

书记员、会议官员和会议服务处的其他成员所提供

的合作与援助表示感谢。

会议闭幕

28. 按惯例互致谢意之后，主席宣布国际法委

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闭幕。

上午11时2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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