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1 
Volume II (Part One)

联合国 

A/CN.4/SER.A/2011/Add.1 (Part 1)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2011年

第 二 卷
第一部分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年
鉴

  联
合
国

  
第第
二二
卷
   第
一
部
分

卷
   第
一
部
分

(
)

  

二
 〇
一
一
年

二
 〇
一
一
年





联合国
纽约和日内瓦，2022年

A/CN.4/SER.A/2011/Add.l (Part 1)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2011年

第 二 卷

第一部分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

个文件。

提及《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时省略为前有年度和省略号的《年鉴》 (如《2010年……年鉴》)。

国际法委员会每届会议的《年鉴》由两卷组成：

第一卷：该届会议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第二卷 (第一部分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会议期间审议的其他文件；

第二卷 (第二部分 )：国际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发行的本《年鉴》各卷的最后印

刷文本。

* 

*  *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审议的特别报告员报告及其他文件最初以油印件形

式分发。本卷转载了这些报告和文件，并包含了秘书处所作的更正及编制最终案文所必需的

修改。

A/CN.4/SER.A/2011/Add.1 (Part 1)

联合国出版物

e-ISBN 978-92-1-005160-6

ISSN 1994-4705

e-ISSN 2412-1231



iii

目 录

 页 次

简称 .......................................................................................................................................  iv

关于引文的说明 ...................................................................................................................  v

对条约的保留 (议程项目2)

A/CN.4/647和Add.1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莱先生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七

次报告 ..............................................................................................................................  1

A/CN.4/639和Add.1号文件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  29

国际组织的责任 (议程项目3)

A/CN.4/640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乔治 · 加亚先生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八次报告 ..  79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  103

A/CN.4/637和Add.1号文件 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  131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议程项目4)

A/CN.4/ 644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卢修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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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9

A/CN.4/64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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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3

驱逐外国人 (议程项目5)

A/CN.4/642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七次报告 ..  177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议程项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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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四次报告 ...................................................................................................................  187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议程项目7)

A/CN.4/643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关于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四次报告 ...................................................................................  203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议程项目8)

A/CN.4/646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罗曼 · 阿纳托利耶维奇 · 科洛德金关于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 ...................................................................................  221

填补委员会的意外空缺 (议程项目14)

A/CN.4/635和Add.2号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  241

和平解决争端 (议程项目15)

A/CN.4/641号文件 迈克尔 · 伍德爵士编写的工作文件 .................................................  243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一览表 ................................................................................................  249



iv

简 称

东盟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禁核试组织 (CTBTO)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欧贸联 (EFTA)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欧盟 (EU) 欧洲联盟

原子能机构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世界银行 (IBRD)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民航组织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ICPO-INTERPOL)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农发基金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 (IFRC)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劳工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

海事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移民组织 (IOM) 国际移民组织

海洋法法庭 (ITLOS) 国际海洋法法庭

国际电联 (ITU) 国际电信联盟

北约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洲组织 (OAS) 美洲国家组织

人道协调厅 (OCHA)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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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开发计划署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教科文组织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难民署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统法协会 (UNIDROIT)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世旅组织 (UNWTO) 世界旅游组织

世卫组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气象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世贸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v

《法国国际法年鉴》 (AFDI) 《法国国际法年鉴》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巴黎 )

《美国国际法学刊》 (AJIL) 《美国国际法学刊》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英国国际法年鉴》 (BYBIL) 《英国国际法年鉴》 (Th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伦敦 )

《国际法院书状》 (I.C.J. Pleadings) 国际法院，《书状、口头辩论、文件》 
(Pleadings, Oral Arguments,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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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国际法律资料》 (ILM) 《国际法律资料》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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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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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24号：截至1930年 )

《国际公法概览》 (RGDIP) 《国际公法概览》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巴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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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本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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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于引文的说明

在引文中，后面加有星号的楷体文字在原文中并非楷体或斜体。

除非另有说明，出自非中文著作的引文由秘书处翻译。

* 

*  *

国际法委员会的互联网地址是 http://legal.un.org/ilc/。





1

对条约的保留

[议程项目2]

A/CN.4/647和Add.1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莱先生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七次报告

[原文：法文 ] 
[2011年5月26日和6月6日 ]

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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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 [英 ] (1947年9月2日，里约热内卢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卷，第

324号，第77页。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英 ] (1948年4月30日，波哥大 ) 同上，第119卷，第1609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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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共分三章。第一章用于论述保留对话，

为《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达成了一项附件草案，该

草案可采取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这一重要专题的“结论”

或建议形式。第二章处理解决争端问题，找出了用于帮

助各国解决在保留评估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的协商机

制总体方针。委员会若核准其中的原则，则可将这一

机制的概要大纲以《实践指南》附件二的形式提交大会。

最后，第三章着力澄清与《实践指南》宗旨和法律范围

有关的一些问题，或会导致通过一项解释性说明，可将

其放在《实践指南》的结尾，又或者将其置于开头更佳。

导言 *

第一章

保留对话

2.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以下简称“1969年《维

也纳公约》” )和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

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 (以下简称“1986
年《维也纳公约》” )建立的保留制度没有强令缔约

国或缔约组织接受静态的解决办法，而是在关键角

色—保留方—和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以及条

约设立的监督机关之间留出了对话空间。这一“保留

对话” 的可能性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准备工作

中得到了确认，在各国条约实践中也有表现 (见下文

第一章，A节 )。

3. 不过，两部《维也纳公约》中无一条款公开

述及—或禁止—保留对话问题，更不曾就其给

出法律框架。正因为如此，本报告作了几方面思考，

据此或可形成灵活的规范性建议，为各国和国际组

织在这一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导 (见下文第一章，B节 )。

A. 有关保留对话的实践

1. 全体一致制度下保留对话的形式

4. 有人可能认为，所有缔约国全体一致接受

保留的传统制度几乎没有留下与保留方对话的空间，

但事实并非如此；保留方仍然需要说服其他缔约国

保留与条约精神相符并说服他们接受保留。不过，

* 特别报告员衷心感谢楠泰尔国际法中心研究员达尼埃

尔 · 穆勒为编写本报告、特别是关于保留对话的第一章所提供

的宝贵帮助。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感谢席琳 ·弗尔歇和巴勃罗 ·桑
多纳托 · 德利昂为编写与以往报告类似的导言而收集的资料，

遗憾的是，为了控制第十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报告的篇幅，这

些资料未能派上用场。特别报告员也希望对楠泰尔国际法中心

研究员、西巴黎楠泰尔拉德芳斯大学博士生阿林娜 · 米龙，以

及纽约大学法律系学生玛丽亚·亚历杭德拉·艾切戈里表示感谢。

关键角色之间的对话仅限于确立保留或最终拒绝保

留。若一国对此心存疑虑，则可阻止条约对保留方

生效。

5. 这一“前期” 对话体现在维也纳制度下的实

践中，特别是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的全体一致或集

体接受是保留成立的必要条件 ( 《维也纳公约》第20
条第2和第3款 )时。1 当一国打算对国际组织的组成

文书提出保留时，在接受或拒绝接受该保留之前必然

要在主管机关的框架下进行某种对话。2 这种对话有

时非常激烈，而且争执很大，这一点从印度在加入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海事组织，现为国际海事组织 )
时想要提出保留的情况中尤其明显。3 诚然，印度保

留所带来的问题更多牵涉的是程序，而非保留内容

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该问题是在印度代表向联合

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作出保证，表明该保留并非保留，

而只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声明之后得到解决的。4 正是

在这一声明之后，通过明确引述这一声明，政府间

1 尤见准则4.1.2 (对必须完整适用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
和4.1.3 (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成立 )，《2010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5段。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全套准

则案文转载于该委员会报告第105段，其中在脚注中提到了委

员会各次报告的相关章节，这些章节中转载有组成《实践指南》

的准则的评注案文。
2 例如，见瑞士对《国际联盟盟约》的保留，该保留为理事

会接受，而列支敦士登和德国的类似保留则未获接受，只能撤

回 (Mendelson, “Reservations to the co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第140至第141页 )。另见阿根廷为说明其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加入文书中所提出保留的理由所作的努力 (同
上，第160页 )。

3 同上，第163至第165页。
4 在1959年12月7日通过的第1452 (XIV)号决议中，大会

注意到“印度在1959年10月19日第六委员会第614次会议所

作陈述，解释印度声明为政策声明，并不构成保留” 并“表示希

TYAGI, Yogesh
“The conflict of law and policy on reservations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 BYBIL, vol. 71, 2000, pp. 181–258.

WIeBRINGHAUS, Hans
“L’interprétation uniforme des Conventions du Conseil de 

l’Europe”, AFDI, vol. 12, 1966, pp. 45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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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协商组织理事会在1960年3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

中，将印度视为该组织成员。5

6. 这种前期对话如今仍然常用，在区域组织框

架内尤其富有成果。正如在泛美联盟的框架内所看

到的那样，引入一个更加灵活的、能将条约分解成

各种不同条约关系的保留制度，已使缔约国与保留

方之间的这一对话成为必要。1938年第八次美洲国

家国际会议在题为“多边条约的筹备方式” 的第XXIX
号决议中决定：

2. 在附有保留的加入或批准情况下，加入或批准条约的

国家应在交存各自文书之前，将其将要提出的保留案文送至

泛美联盟，由泛美联盟告知相关签署国并查明其是否接受该

保留。提出加入或批准条约的国家可在了解签署国就其保留

发表的意见之后，选择是否加入或批准该条约。6

例如，危地马拉在发现若干国家不准备接受其

保留之后，就其拟对《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7 以及《美

洲国家组织宪章》8 提出的保留范围进行了澄清。

7. 这种形式的对话在欧洲委员会等其他论坛中

也有进行。9

望根据上述印度陈述，可早日在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中获致适

当解决办法调整印度之地位”。
5 《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截至2009年4月1日的状

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V.3), ST/LEG/SER.E/26
号文件，第十二章，第1节 )。

6 《第八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最后文件》，1938年，利马，

第52页，转载于《1965年……年鉴》 [英 ]，第二卷，第80页，

A/5687号文件，秘书长关于保存人在保留方面的实践的报告。

另见美洲国家组织的评论，同上，第81至第82页。
7 “关于 [危地马拉的 ]保留，泛美联盟依照第八次美洲国家

国际会议第XXIX号决议第2段确立的程序，征询了各签署国

政府的意见，以确定其是否接受该保留。鉴于一些回复不予支

持，应危地马拉政府请求，在第二次征询意见时附上了该国政

府的一项正式声明，表明其保留不意味着对《美洲国家间互助

公约》的任何改动，而且危地马拉随时准备按照其为当事方的

国际协定行事。考虑到这一声明，此前认为保留不可接受的国

家现在都已表示接受” (www.oas.org/juridico/english/sigs/b-29.
html，最近一次浏览时间为2021年12月7日 )。

8 “关于 [危地马拉的 ]保留，总秘书处依照第八次美洲国家

国际会议第XXIX号决议第2段确立的程序，征询了各签署国

政府的意见，以确定其是否接受该保留。应危地马拉政府请求，

这一征询意见时附上了该国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表明其保留

不意味着对《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任何改动，而且危地马拉

随时准备按照其为当事方的国际协定行事。考虑到这一声明，

此前认为保留不可接受的国家都已表示接受” (www.oas.org/
dil/treaties_A-41_Charter_of_the_Organization_of_American_
States_sign.htm，最近一次浏览时间为2021年12月7日 )。

9 见Spiliopoulou Åkermark, “Reservation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the Council of Europe”。

2. 维也纳制度框架内和通过维也纳制度 
进行的保留对话 

8. 在维也纳制度框架内，保留方与有权成为

相关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对话

首先是通过《维也纳公约》所设想的对保留的两种反

应—接受和反对—进行的。10 在这方面，维也纳

制度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全体一致制度，在后一制度

中，反对本身就是对话的终结。11

9. 反对和较少数情况下的接受，在实现其针对

可允许保留产生的、或多或少已由《维也纳公约》清

晰确立的法律效力的过程中不一定排除其他后果。反

对不一定是一个进程的终结，更有可能标志着各关

键角色之间合作的开始。反对方不仅提醒保留方注

意它认为所提出保留不允许的原因，还建议保留方

重新考虑其保留，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例如，

芬兰反对马来西亚在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时提出的

保留，强调该保留

必须符合条约履行的一般原则，即条约缔约方不得援引国内

法，更不得援引本国政策来说明拒绝履行条约义务的理由。

芬兰还继续表示： 

以当前方式措辞的保留显然不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

因此依照 [该《公约》]第51条第2款是不可接受的。芬兰政府

因此予以反对，并因而强调马来西亚政府所作保留不具法律

效力。

芬兰政府建议马来西亚政府重新考虑其有关 [该《公约》

的 ]保留。12 

10 除其他外，见下列准则的评注：准则2.6.1 (对保留的反

对的定义 )，《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2至
第98页；准则2.8 (接受保留的形式 )，《2008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8至第120页；以及准则4.3 (反对有效

保留的效果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9
页，第 (2)段。

11 见上文第4段。另见Tyagi, “The conflict of law and policy 
on reservations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第216页。

12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四章，第11节。另

见芬兰就卡塔尔在批准时所提保留作出的完全相同的反对 (同
上 )；丹麦政府就毛里塔尼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提保留 (脚注21)作出的反对；丹麦政

府就科威特 (脚注19)和黎巴嫩 (脚注21)对同一《公约》所提保

留提出的 (逾期 )反对 (同上，第四章，第8节 )；以及丹麦就吉

布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为一方以及博茨瓦纳和卡塔尔为另一方对《儿童权利公约》所

提保留作出的“全面” 反对 (同上，第四章，第11节，脚注25)。
作为对照，丹麦还建议文莱达鲁萨兰国、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

亚重新考虑它们对《儿童权利公约》的保留，但该国的声明不

可被视为真正的反对 (同上 )。在这方面，也见下文第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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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中关系不甚明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马

来西亚政府于1999年通知秘书长，决定部分撤回其

保留。13

10. 在灵活制度中，即使是一项反对—无论

是最小效果的反对，中等效果的反对，14 还是最大效

果的反对 15 都不排除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进行的各

种形式的对话。恰恰相反，各方之间的对话是有必

要的，这样才能依照《维也纳公约》第21条第3款—
其措辞让读者“有些费解” 且实际适用仍有难度—

确定彼此条约关系的内容。16

11. 国际法院在1951年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

族罪公约》的保留案的咨询意见中也认为，就最小效

果的反对而言，这种对话是灵活制度所内在固有的，

是一致原则本身的必然结果：

一国即使不认为保留不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仍有可

能对其作出反对，但该国与保留国之间的谅解*，可使《公约》

除保留所涉条款外在彼此之间生效。17

12. 此外，实践表明，最大效果的反对在灵活

制度框架内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拒绝，而是给各关键

角色之间的对话留有空间。法国和意大利针对美国

就《国际易腐食品运输及其所用特别设备协定》所作

的声明提出了反对，美国对此给出的回复—该回

复被联合国秘书长定性为反对—提供了一个非常

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事实上，法国和意大利认为

只有欧洲国家才能作出类似美国作出的声明，通过

宣称“它们在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中，不受该协定

的约束”，作出最大效果的反对。而美国则认为：

如谈判历史所确认的那样，根据 [该《协定》]第10条的清晰

措辞，任何《协定》的当事国都可以依照这一条款发表声明。

美国因此认为，意大利和法国的反对以及这两国自认为在与

美国的关系中不受该《协定》约束的声明，是毫无根据和令人

13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四章，第11节。
14 委员会在准则4.3.6 (反对对保留所涉条款以外各项条约

条款的效果 )中还坚持认为，有必要在保留方与中等效果的反

对方之间进行某种对话，《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

分 )，第99至第100页。
15 见下文第12段。
16 准则4.3.5 (反对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的评注，《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6页，第 (23)段。
17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7页。另见汉弗莱 · 沃尔多

克爵士于1965年拟议的第21条第3款的措辞：“当一国反对另

一国的保留，但两国均认为彼此受条约约束时，保留所涉条款

对这两国之间的关系不适用。” ( 《1965年……年鉴》 [英 ]，第二

卷，A/CN.4/177和Add.1–2号文件，第55页 )。

遗憾的。美国保留这方面的权利，并建议各方继续努力，合

作解决该问题。18

美国的这一反应清晰地表明，虽然法国和意大

利提出了最大效果的反对，保留国仍可努力进行对

话—这一态度是众望所归的。

13. 这种通过接受和反对这两种受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制约的反应进行的对话以维也

纳规则为框架，事实上也是维也纳规则所推崇的，但

不应忽视在这两种反应之外，保留对话的方式也在

发展，保留对话的方式虽然借用第19至第23条确立

的制度，却并不在这些条款的意料之中。

14. 对于某些与反对类似、但不产生反对的全

部效力的反应，情况尤其如此。例如：

– 非缔约国 (或组织 )提出的反对：这种反对虽然

满足准则2.6.1所述的反对定义，19 但不立即产生《维

也纳公约》第20和第21条规定的法律效力。20 同样，

通过这种方式，“作出保留的国家将获告知，一旦 [在
保留方批准之前 ]导致时间流逝的宪法程序或其它程

序终结，其将遭遇可产生全部法律效力之有效反对，

该保留国将在反对发布之时，决定是否希望维持或

撤回保留”；21

– 因防范目的而提前提出的有条件反对 22 针对的

是潜在或未来的特定保留；23 虽然准则2.6.14规定此

类反对“不产生反对的法律效力”，24 但其仍构成反对

方不接受某些保留的一项警告；因此，这类反对产生

与非缔约国或组织所提出反对相同的功能；25

18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十一章，第B.22节。
19 《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2至第

98页。
20 见准则2.6.5 (声明方 )的评注，《2008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94至第95页，第 (4)至第 (10)段。
21 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咨询意见，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9页。另见同上，第30页，“关于

问题三”。
22 关于委员会通过的称呼这类反对所采用的术语，见准则

2.6.14 (有条件的反对 )的评注，《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109页，第 (7)段。

23 关于与有条件反对有关的国家实践概况，见同上，第108
页，第 (2)至第 (5)段。

24 见同上，第108页，第 (6)段。
25 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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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准则2.6.13规定的期限之后提出的逾期反

对：26 这类反对就其“旨在排除或更改保留的法律效力

或排除整个条约的适用” 而言，也符合准则2.6.1所
采用的定义；27 然而，由于其逾期性质，这类反对已

不能再产生《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反对的法律效力，

尽管其仍保有其原始目标，即告知保留方反对方的

不同意见。28 

15.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无效保留作出的

反对，这是国家实践中绝对数量最多的反对。准则

4.5.3 [4.5.4]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强调：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对

或接受。尽管如此，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认为保留无效时，

如认为这样做合适，应当尽快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29 

对无效保留的反对，本身不产生《维也纳公约》

所规定的任何法律效果。《维也纳公约》只处理符合

其确立的允许性和有效性标准的保留的情况，在此

类情况中，接受和反对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即确

定保留是否可施用。接受和反对还是确定保留有效

性的重要因素。30 

16. 所有这些反对即使不能产生《维也纳公约》

所赋予的全部法律效果，也仍然属于反对，因此可

以提醒保留方注意保留的无效性质，或至少注意反

对方对所拟议保留的不同意见。这些反对由此成为

就保留有效性或适当性进行对话的一部分。即使—

或者正因为—《维也纳公约》没有确立机制来评价

保留的有效性，即保留是否符合第19条的允许性标

准和有效性条件，每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可以单

独从各自的出发点，对保留的有效性进行评估。31 

17. 举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些国家（频频）

因为某项保留过于笼统或不够精确而作出反对，理由

是对相关保留的范围缺少进一步的澄清。例如，瑞

典对土耳其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发

表的声明作出如下反对：

26 见准则2.6.15 (逾期反对 )及其评注，同上，第109至第

111页。
27 见上文脚注19。
28 另见准则2.6.15 (逾期反对 )的评注，《2008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9至第110页，第 (3)段。
29 关于该准则及其评注的案文，见《2010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2至第125页。
30 见同上，评注第 (10)和第 (11)段。另见Tyagi (上文脚注

11)，第216页。
31 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咨询意见，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页。

瑞典政府研究了土耳其共和国在批准《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时提出的声明和保留……

土耳其共和国声称只对与该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适用

该《公约》的规定。瑞典政府认为，这一声明实际上等同于保

留。土耳其共和国在这项保留中没有清晰指出它自认为在何

种程度上受《公约》所定义务的约束。由于缺乏更透彻的说明，

这项保留令人对土耳其共和国遵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意愿

产生怀疑。

瑞典政府指出，《公约》第13条第3和第4款的解读和适

用被附加了一项保留，该保留涉及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的某些

规定，但这些规定的内容并不明确。瑞典政府认为，由于缺

乏更透彻的说明，这项保留未能明确指出土耳其共和国可在

何种程度上背离相关条款，令人严重怀疑土耳其共和国遵守

《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意愿。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编纂确立的习惯法，与条约

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是不被允许的。对于各国选择成为当

事方的条约，所有各方遵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并准备通过

修改立法来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因此，瑞典政府对土耳其共和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的上述保留作出反对。

这项反对不妨碍《公约》在土耳其共和国和瑞典之间生

效。《公约》将在土耳其共和国受益于该保留的情况下，在两

国之间整体生效。32 

丹麦政府也以同样方式对美国在同意接受《禁止

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三附加议定书》约束时所提

保留的解释表示怀疑。丹麦因此作出反对，但同时

也明确提议进行对话：

丹麦王国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在同意接受《第三议定书》

约束时作出的保留，这一保留的表述全面而笼统，似乎有违

该《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因此，丹麦王国反对该项保留。

美国指出，该保留仅涉及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即使用

燃烧性武器是一个必要和适当的手段时，例如在摧毁防扩散

32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四章，第3节。关

于其他例子，见瑞典针对以下声明或保留作出的反对：土耳其

就《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发表的声明 (同上，第四

章，第2节 )；孟加拉国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发表的声明 (同上，第四章，第3节 )；博茨瓦纳和土耳其就《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保留 (同上，第四章，第4节 )；
孟加拉国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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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声明 (同上，第四章，第9节 )；圣马力诺就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发表的声明

(同上，第四章，第19节 )；孟加拉国就《妇女政治权利公约》发

表的声明 (同上，第十六章，第1节 )；土耳其和以色列就《制止

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提出的保留 (同上，第十八章，第9
节 )；以及以色列就《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发

表的声明 (同上，第十八章，第11节 )。另见奥地利对博茨瓦纳

就《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保留作出的反对 (同上，

第四章，第4节 )；爱沙尼亚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就《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的保留作出的反对 (同上，第四

章，第8节 )；以及荷兰和瑞典对秘鲁就1969年《维也纳公约》

提出的保留作出的反对 (同上，第二十三章，第1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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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如生物武器设施时，需要以高温消除生物毒素，使用

燃烧性武器较之其它类型的武器，可以更好地保护贫民。

丹麦王国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对保留的范围作出限定，并

欢迎其保留中蕴含的人道主义考虑。丹麦王国进而表示其开

展进一步对话的意愿，以消除在解读方面可能出现的任何 
分歧。33

除构成中规中矩的反对外，这些反应明确地将球

踢回给了保留方，要保留方对保留进行修改或说明，

以使保留符合反对方认为的条约法要求。

18. 当然，这种对话不一定有结果，34 而且经常

还会碰到保留方保持沉默。但国家实践表明，在国

家或国际组织认为保留无效的情况下开展保留对话

并非总是徒劳，保留方常常会对其他缔约国或缔约

组织的警告加以考虑。

19. 例如，智利在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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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该《公约》

第2条第3款提出保留。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

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希腊、

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新西兰、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联合王国对智利的保

留作出反对，所有这些反对 35 的理由都是该保留因不

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而“不被允许”。36 1990年9
月7日，在附有争议保留的批准之后不到两年，智利

通知保存人决定撤回该保留。虽然保留遭受许多反

对不一定是撤回保留的唯一原因，37 但这些反对显然

33 同上，第二十六章，第2节。
34 例如，见加拿大就《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 ( 《埃斯波

规约》)提出的保留 (同上，第二十七章，第4节 )。面对欧洲国

家作出的多项反对，加拿大在2001年1月21日给秘书长的照

会中重申该国立场，指明“加拿大对《埃斯波公约》的保留是该

国批准该《公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拿大只有通

过其提出的这项保留，并在遵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1条
的情况下，才能接受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 (同上，脚注7)。

35 同上，第四章，第9节，脚注17。澳大利亚、奥地利、保

加利亚、加拿大、芬兰、希腊、荷兰、葡萄牙、瑞士、土耳

其和联合王国的反对是在《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5款规定的

期限之后作出的。
36 虽然各反对方都认可保留的不可允许性，但这些国家赋

予其反对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有些仅限于指出保留是不可允

许的，并表示其反对不妨碍《公约》对智利生效，而有些 (包括

瑞典 )则认为应指明其反对“绝不会损害或更改《公约》产生的

义务” ( “超大效果” 的反对 ) (同上 )；另见澳大利亚和奥地利

作出的反对。
37 在1989年审议智利的初次报告 (CAT/C/7/Add.2)时，禁

止酷刑委员会委员也表达了对第2条第3款所提出保留的关

切，并要求就智利相关立法的条款作出说明，在委员会看来，

这些条款“似乎与《公约》条款不符” (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4号》 (A/45/44)，第
349段；另见同上，第375段 )。1990年代初在智利发生的政治

让保留国注意到了保留的不可允许性，并因此在保

留对话和恢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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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20. 另外，乌拉圭在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时作出的解释性声明，38 则遭到了丹麦、芬兰、

德国、爱尔兰、挪威、荷兰、瑞典和联合王国的反对。

这些国家全都强调，该声明其实是一项为《罗马规约》

第120条所禁止的保留。乌拉圭则致函秘书长解释其

立场：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遵照立法机关批准的2002年6月27日
第17.510号法案，核准了《罗马规约》，认为其与乌拉圭宪法

法令完全相符。尽管《宪法》是所有其他法律规则均需服从的

最高规则，但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构成对该国际文书的一项

保留。

需要指明的是，《罗马规约》毫不含糊地保留了国家司法

机关的正常运作，没有国家司法机关管辖的，才由国际刑事

法院管辖。

上述乌拉圭法令显然不会给《规约》的适用附加任何限制

或条件，国家法律体系的运作也不会损害《规约》。

因此，乌拉圭在批准《规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绝非

保留。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罗马规约》作为最敏感领域国际法

逐渐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表达，对乌拉圭具有重要意义。39 

乌拉圭在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之后，于2008年撤回

了这项解释性声明。40

21. 保留遭到大量反对的例子还有很多，最终

结果都是保留方通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撤回或

更改了这些保留。例如，许多针对《消除对妇女的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中，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保留 41 因为笼统和含糊而遭到七

变革，很可能有助于撤回1988年提出的保留 (见同上，《……

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6号》 (A/46/46)，第239段 )。
38 该解释性声明：

“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将确保适

用该规约，同时依照本国各种权限，在严格遵守共和国宪法

的前提下，全面行使属于国家的权力。

“根据《规约》第九章 ‘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 的规定，执

行机关将在六个月内向立法机关提交关于制定《规约》适用

程序的法律草案。”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89卷，第A-38544号，第504页 )
39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十八章，第10节，脚

注15。
40 同上，脚注16。
4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加入时提出的保留措辞如下：

“[加入 ]以一项总体保留为前提，即这一加入不会违反来自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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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反对。42 1995年7月5日，也就是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加入该《公约》五年之后，该国政府通知秘书长，

决定对加入时提出的笼统保留进行“修改以使其更加

具体”。43 “新” 保留并非无人诟病，44 但该国政府显然

已考虑到其他缔约国对其最初保留所用说法的批评。

同样，可能也是鉴于其他缔约国作出的反对，孟加拉

国、埃及、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和毛里塔尼亚也修改、

甚至全部或部分撤回了它们最初提出的保留。45 

22. 反对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保留对话的一个方

面，而反对的数量和连贯一致性也同样发挥着不容

忽视的作用，因为与一项孤立的反对相比，保留方、

任何其他有关国家或者任何解释方，显然都对大量

反对更为关注。46 对某些保留的反对实践越连贯一致，

这些反对就越能对评价和确定这些保留以及未来任

何其他类似保留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中国在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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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曾提出两项保留，并未遭到任何反对，但

该国于1996年通知禁止酷刑委员会：

政府多个部门正在详细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特别想知道其

他缔约国对这些保留的意见以及这些保留对委员会工作的 
影响。47 

23. 同样，在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中，欧洲人

权法院指出：

斯兰教法的各项决定人身地位的法律” (同上，第四章，第8节，

脚注33)。
42 反对由丹麦、芬兰、德国、墨西哥、荷兰、挪威和瑞典

作出 (同上，第四章，第8节。关于含糊或笼统的保留问题，见

准则3.1.7及其评注，《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39页。

4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新” 保留规定：

“1. 为适用《公约》第2条，有必要适当考虑伊斯兰教法

在确定每一个男性或女性继承人的应得份额方面规定的强制

性规范。

“2. 《公约》第16条 (c)和 (d)项的适用不影响伊斯兰教法

保证妇女拥有的权利。” 
(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四章，第8节 )

44 芬兰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修改后的保留作出反对：

“笼统引述宗教法律，而不作进一步详细阐述的保留，

没有向《公约》其他缔约方清晰指明保留国在何种程度上接

受该《公约》约束，因此可能会让人怀疑该国履行应尽义务

的意愿。芬兰政府认为，这种保留也应当服从在条约适用方

面的一般性原则，即当事方不得援引国内立法条款来逃避条

约义务。” (同上 )
45 同上。
46 见Tyagi (上文脚注11)，第216页。
47 禁止酷刑委员会，CAT/C/SR.252/Add.1号文件，1996

年5月8日，第12段。但中国迄今既未撤回、也未修改该保留。

对于土耳其的声明，48 多个缔约方的随后反应是坚决支持

前述观点，即土耳其知晓相关法律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该

国后来仍交存关于第25和第46条的声明 (关于第46条的声明

是在前述缔约方的声明之后交存的 )，表明该国已甘冒《公约》

各机关在不影响声明本身有效性的同时将有争议的限制性条

款宣布为无效的风险。49

24. 有人认为，有些国家考虑到已就特定条约

作出的反对历史而放弃加入该条约，也是因为看到

它们认为有必要提出的保留很可能遭受大量反对。50

25. 还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反对是一项单方面

声明，51 也绝不妨碍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合或至少

以一种共同商定的方式作出反对，52 以加大反对的力

度。这方面的实践确实还不太多，但在欧洲区域组织，

特别是欧洲联盟和欧洲委员会框架内作出的努力已

经开始结出成果，这些组织的成员国显然已经越来

越经常地协调它们对保留的反应。53

26. 在欧盟框架内，由成员国法律顾问组成的

欧盟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定期会面，建立保留

事项的内部合作。除其他外，这一合作的目标在于

建立一个论坛，就带来法律或政治问题的保留切实

交换意见。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开展活动的宗旨是协

调欧盟成员国的国家立场，并在必要时采取能使这

些国家以同样方式行事的共同立场，通过共同商定

的外交表述，说服保留方对保留进行重新考虑。54 但

48 对于土耳其1987年1月28日就《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

由公约》第25条发表的第一项声明，土耳其与作为保存人的欧

洲委员会秘书长作了意见交换 (见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初步

反对意见，1995年3月23日，A辑，第310号，第16和第17段 )；
希腊提出了反对；瑞典、卢森堡、丹麦、挪威和比利时则对之

作出了反应，强调若干项与土耳其确认的范围相关的法律问题

(同上，第18至第24段 )。土耳其方面在给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的信中表示，不可将其声明视为保留。
49 同上，第95段。另见同上，第81段。
50 Tyagi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迄今没有加入《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因为害怕为使《公约》与国内法和伊

斯兰法律相符而必须提出的大量保留，会在国际上招来极其负

面的反应 (上文脚注11)，第199页，脚注65。
51 见准则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2005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3页，评注第 (5)段。
52 见准则2.6.6 (联合提出反对 )及其相关评注，《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7至第98页。
53 关于近期的例子，见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匈

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斯洛伐克、西班牙和联

合王国对也门在加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时所提保留的反对（《……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十八

章，第11节）。
54 另见下文第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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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常见的结果是，通过意见交换，成员国统一了

它们对认定不允许的保留作出的反对。55 

27. 在欧洲委员会方面，特别报告员曾多次提

醒国际法委员会注意在该区域组织框架内有关保留

合作事项的事态发展和预期成果。56 在1999年5月18
日关于针对被认为不可接受的、对国际条约的保留

作出反应的第 (99) 13号建议中，部长理事会表示“关
切被认为不可接受的对国际条约的保留，特别是一

般性质的保留日渐增多”，并“意识到成员国就此类

保留采取共同对策，可能是改善这种局面的一个手

段”。为了向成员国提供协助并支持成员国就针对欧

洲委员会内部制订的多边条约提出的保留交换意见，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特设委员会 (公法顾委 )设立了对

国际条约的保留欧洲观察站。自2002年起，该观察

站的职能已扩展至在本组织以外缔结的多边反恐条

约。57 除其他外，观察站的工作包括提醒成员国注意

已由秘书处编列清单的可能招致反对的保留，并支

持成员国通过意见交换，确定以共同商定的方式作

出反对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观察站

既审查第三国提出的保留，也审查欧洲委员会成员

国提出的保留。通常情况下，成员国会立即提供必

要的解释或说明，要求将它们的保留撤出清单。58

55 见Cede, “European responses to questionable reservations”，
第30页。

56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三次报告，《1998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491和Add.1–6号文件，第250页，

第28和29段；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四次报告，《1999年……

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499号文件，第156页，第

42和43段；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八次报告，《2003年……

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35和Add.1号文件，第41
页，第23段；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一次报告，《2006年……

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4号文件，第219至第

220页，第56段；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四次报告，《200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4号文件，第19页，

第64段。关于欧洲委员会内部采取的措施，另见Spiliopoulou 
Åkermark, “Reservations: Breaking new ground in the Council of 
Europe”，尤其是第511至第515页。

57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八次报告，《2003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35和Add.1号文件，第41页，

第23段；另见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2001年9月21日的第 
CM/Del/Dec(2001)765之二号决定。

58 例如，见2010年3月18日和19日，在斯特拉斯堡公法顾

委第39次会议上，摩纳哥代表团就该国在加入《残疾人权利公

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所作的解释 (CAHDI (2010) 14号文

件，第87段 )；另见以色列观察员就该国在批准《1949年日内

瓦四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 (第三议

定书 )时提出的声明所作的解释以及和瑞士代表于2008年3月
6日和7日，在斯特拉斯堡公法顾委第35次会议上作出的回应，

(CAHDI (2008) 15号文件，第93和第94段 )。另见下文第49段。

3. 维也纳制度之外的保留对话

28. 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的第八次报告中，已经列举各国对一国或另一国际

组织所提保留的各种反应。59 在很多情况下，各国的

目的通常不单纯是“在与保留方的关系中排除或更改

保留的法律效力，或排除整个条约的适用”，他们的

反应既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接受或也非严格意义上

的反对。这些反应同样也是为了开启保留对话 (见下

文 (a)小节 )。

29. 另外，保留对话不局限于已经成为相关条

约当事方或者有权加入该条约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

间的交流。诚然，《维也纳公约》只关注缔约国或缔

约组织的接受和反对，以及在第20条第3款所述具

体情况下国际组织主管机关的接受和反对，但保留

对话的参与圈更加广泛，还包括相关条约的执行监

督机关以及无意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 (见下文

(b)小节 )。

(a) 缔约国和缔约组织除反对和接受外的反应

30.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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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仲裁法庭针对《大陆架公约》

第12条指出：

正如一些国家实践……所确认，第12条给予缔约国随意

对依照该条所作保留作出反应甚至拒绝接受该保留的自由。

因此，任何这种行动究竟只是一种意见，只是保留立场，只

是对某一特定保留的拒绝，还是对在条约项下与保留国任何

相互关系的全面拒绝，要看该国的意图而定。60

因此，各国和国际组织仍然拥有对另一国或另

一国际组织所提保留发表评论甚至批评的自由，而

这些评论或批评不构成《维也纳公约》所述的反对。

由于不属于反对，这些反应无论多么有理有据，都

不能阻碍《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5款所包含的推定，

即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反对本身，作出回应

甚至批评的一方，都将被视为已接受保留，即使其

回应的绝大部分都对保留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61 确

59 《200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35和
Add.1号文件，第50至第52页，第85至第89段。

60 1977年6月30日仲裁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十八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F.80.V.7)，第161和第

162页，第39段，第32页。
61 见准则4.5.3 [4.5.4]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其中第一段作

了说明：“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

反对或接受”，《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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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如果保留是不允许的，第20条第5款确立的推

定就不会产生任何具体效果。

31. 针对保留作出的未显示具体目的与不满且

描述不清的回应收效甚微。例如，荷兰政府在表示就

委内瑞拉批准《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和《大陆架公约》

时“作出的保留，保留一切权利” 时，未具体指出保

留的法律制度。62 此类回应既非反对亦非接受，能否

促使保留方重新考虑、撤回或更改保留令人怀疑。然

而，国家实践近些年来有了长足发展，除接受和反

对外的反应虽然不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但

已在保留对话中有了真正的一席之地。

32. 举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墨西哥对马拉

维政府就《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的保

留发表声明如下：63

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希望在马拉维共和国政府的第一项保

留中所提到的废除传统习俗和做法的过程不要太久，以免损

害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64

虽然墨西哥的声明不是对马拉维保留的反对，而

是表明对这项保留的理解，但其强调了该项保留的

必然过渡性质，以及在适当时应予以重新考虑并撤

回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很好的“柔性外交” 例子。而

马拉维也于1991年，即加入该《公约》四年多一点的

时候，撤回了这项保留。65

33. 全部或部分撤回被认为无效的保留，当然

是保留对话的首要目标。有些国家会立即通过通常

附有充足论据的声明，提醒保留方注意保留引起的

法律问题，以促使保留方采取必要的措施。丹麦对

文莱达鲁萨兰国、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就《儿童权

利公约》提出的保留作出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

丹麦政府认为，依照文莱达鲁萨兰国宪法以及伊斯兰教

教诲和箴言提出的一般性保留，范围无限且性质不定，因此

不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从国际法角度看是不

可接受和不具效力的。而且，一国不得援引国内法作为不履

行条约所赋义务的理由，也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该《公约》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和丹麦之间仍然整体有

效。……

62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二十一章，第1和第

4节。
63 这项保留规定：“鉴于有些马拉维的传统习俗和做法已

经根深蒂固，马拉维共和国政府认为暂时还无法接受《公约》

中要求立即废除这些习俗和做法的条款的约束” (同上，第四

章，第8节，脚注34)。
64 同上。
65 同上。

丹麦政府建议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重新考虑其针对该《公

约》提出的保留。66

34. 奥地利政府也对上述保留以及基里巴斯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出的保留作出了反应。这些反

应不属于《维也纳公约》意义上的反对，在对相关保

留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同时，似并未宣称乎具备特

定的法律效力：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51条及其所体现的《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第19条，对条约的保留必须符合相关条约的目的和

宗旨，在国际法上才可以被接受。对于必须加以适用才能实

现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条款，保留如果意图予以减损，就不符

合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奥地利政府审查了马来西亚 [对《公约》]的保留。鉴于这

项保留的全面性质，非经进一步澄清，无法最后鉴定这项保

留根据国际法是否可以接受。

在马来西亚更加明确地界定该国所提保留的法律效力的

范围之前，奥地利共和国认为这些保留不影响任何必须加以

适用才能实现 [《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条款。

但是，如果适用这些保留会导致马来西亚不履行 [《公约》]
所赋必须加以履行才能实现其目的和宗旨的义务，那么奥地

利就反对将这些保留判定为可以接受。

奥地利认为，根据 [《公约》]第51条和《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19条，马来西亚提出的保留只有在该国通过补充声明

或随后采取的做法，证明这些保留符合实现 [《公约》]目的

和宗旨所必须的条款时，才可以被接受。67

奥地利的反应或许可以被视为反对，或者以保留撤

回、更改或至少通过某种方式作出解释为条件的有

条件接受。而由于缺乏确定保留允许性所需的资料，

奥地利没有正式作出反对，68 它选择给予保留国就其

保留的允许性作出说明的可能。69

35. 有些国家还会立即针对保留拟议出一种在

其看来可以使保留变得可接受的解释。联合王国对

美国在表示同意接受《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

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

三附加议定书》约束时所提保留的立场即为一例。对

保留作出的解释似将该反对变成了一项接受：

《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是禁止 /限制使用燃烧武器本身，

该保留似乎有违《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根据这一解读，联

66 同上，第四章，第11节。
67 同上。另见比利时对巴基斯坦在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时所提保留的反应。
68 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做法；见上文第17段。
69 另见联合王国对大韩民国就《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所提保留的反应，联合王国在其中表示，该国“在等待就保

留所追求的效果作出充分说明之前，保留《公约》项下的一切

权利”(同上，第四章，第4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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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王国以保留有违《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为由，对保留作出

反对。

但美利坚合众国公开表示，由于消除生物毒素必须在高

温下进行，只有燃烧武器才能在防扩散斗争中有效摧毁诸如

生物武器设施一类的目标，该保留必不可少。美国还公开表

示，《议定书》旨在保护平民免遭使用燃烧武器造成的连带损

失，该保留并没有违背《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美国还公开

表示，该保留符合一项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即保护

平民和平民财产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

鉴于 (a) 美国的保留已在严格意义上作了特定解释，即

在防扩散斗争中，对于必须高温才能消除生物毒素和防止给

普通民众带来毁灭性后果的设施，要使用燃烧武器来对付其

中的生物武器或其他类似成分；(b) 美国提出的保留并非为了

使任何人逃避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尽可能小心谨慎，避

免和无论如何尽可能减少意外造成的平民人命损失、平民受

伤和平民财产受损的义务；以及 (c) 《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可

恰当地解释为是保护平民免受使用燃烧武器造成的连带损失，

联合王国将不以保留有违《议定书》的目的和宗旨为由，反对

这项保留。70

36. 虽然有记录的实践提供的例子很少，但在

保留方和此种有条件的反对 /接受方之间，确实可以

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荷兰和也门就针对也门在

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时提出的保留进行了此

种对话。该保留 (第2段 )措辞如下：

关于特权和豁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将第46条第1款和

第49条所述“与其构成同一户口之家属” 一词理解为是指，且

仅指领事机构成员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71

荷兰以下列措辞作出了似为有条件接受的表述：

荷兰王国接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针对《公约》第46条第1
款和第49条所作的保留，只要该保留不意图排除领事机构女

性成员的丈夫享受《公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72

在荷兰提交反对数月之后，也门给秘书长发来

以下来函：

[也门政府 ]要就此指出的是，我国所作保留的意图是将

“领事机构成员之家属” 一词，为享受《公约》规定的特权和豁

免之目的，解释为仅指领事机构成员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

子女。

[也门政府 ]要明确的是，与荷兰王国的解释所隐含的观

点相反，该保留并不意图排除领事机构女性成员的丈夫，因

为在这一情况中，配偶，不论丈夫还是妻子，理所当然享受

同样的特权和豁免。73

70 同上，第二十六章，第2节。
71 同上，第三章，第6节。
72 同上。另见美利坚合众国对同一保留作出的论据充足

的反对 /接受 (同上 )。
73 同上，脚注21。

因此，通过这一对话，也门得以说明其保留的范围，

两国也得以在适用1963年《维也纳公约》第46和第

49条方面找到互相谅解的基础。

37. 荷兰还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对巴林 74 和卡

塔尔 75 就《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交邮袋不可

侵犯的第27条第3款所作保留提出了有条件的接受。

荷兰对巴林的保留作了如下反应 (第2段 )：

荷兰王国不接受巴林国就《公约》第27条第3款作出的声

明，认为依照国际习惯法，这一条款在该国与巴林国之间的

关系中仍然生效。尽管如此，荷兰王国仍准备在对等基础上

接受以下安排：驻在国当局如果有重大理由认定外交邮袋中含

有《公约》第27条第4款规定不得通过外交邮袋寄送的物品，

可要求在有关外交使团代表到场的情况下开拆邮袋。如果发

送国当局拒绝回应这一要求，外交邮袋将发回来源地。76

虽然巴林和卡塔尔似乎都未对荷兰的提议作出

反应，但荷兰的举措显然是希望就《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缔约国之间条约关系的内容进行对话。不过

要强调的是，对于巴林的保留，以及在较小程度上

对于卡塔尔的保留，荷兰的反应不仅仅是一项解释，

其表述更似一项反建议。77 无论此类反建议 (以及另

一方可能的接受 )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效果都同样

体现在《维也纳条约》所确定的保留制度之外。然而，

此种对话可在关键角色之间形成彼此可接受的解决

办法，而且也和整个维也纳制度一样，能够实现条

约的普遍性和完整性目标。

74 巴林的保留 (第一段 )措辞如下：“巴林国政府保留在有

重大理由认定其中含有依法禁止进出口的物品的情况下开拆

外交邮袋的权利” ( 《……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三章，

第3节 )。
75 卡塔尔的保留措辞如下：“卡塔尔国政府保留在以下两

种情况下开拆外交邮袋的权利：

“1. 当场发现外交邮袋存在滥用现象，目的不当且不符

合豁免领域对应规则的目标，因为外交邮袋中含有除外交文

件或该条第4款所指公务用品外的其他物件，违反政府及国

际法和惯例赋予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时通知外交部和有关使团。外交

邮袋经外交部同意方可开拆。违禁物件将在外交部和使团代

表在场的情况下予以查扣。

“2. 有重大迹象表明或者可以确凿推定，已经犯下此类

违反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邮袋只有经外交部同意并在有关

使团成员在场的情况下方可开拆。如果开拆外交邮袋未获批

准，邮袋将被发回来源地” (同上 )。
76 同上。
77 尤见 Greig, “Reservations: equity as a balancing factor?”，

第42至第45页。关于同一实例，该作者表示：“这一提议……

等于是给保留国提供了一个长期有效的建议，可依照《维也纳

公约》第41条第1款 (b)项修改两个相关缔约国之间的条约” 
(同上，第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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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另外，这种保留对话通过双边外交渠道，78 
而不是通过保存人进行，摆脱了维也纳制度的形式

主义，特别报告员深信上述实例只是其中的一个极

小部分。

(b) 与监督机构和在国际组织内部进行的保留对话

39. 监督机构在评估保留允许性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 79 已经得到委员会的审查和确认。80 监督机构

虽然不是条约当事方，但在评估保留允许性以及与

保留方就保留的允许性和适当性进行对话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40. 在这方面，人权条约所设监督机构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大。81 尽管—或许正因为—缺乏一个

相关的决策权力机构，监督机构毫不犹豫地提醒缔

约国注意在它们看来令人起疑或者过时的保留，以

促使保留国更改或撤回该保留。这种保留对话往往

十分深入，尤其发生在审查定期报告时。

41. 监督机构在保留对话方面的作用得到了

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

78 例如，瑞典通知公法顾委，鉴于博茨瓦纳对《公民及政治

权利公约》的保留引述了国内法，瑞典当局已就此接触博茨瓦

纳当局，以期获取关于其保留范围的更多资料。由于没有收到

满意的答复，瑞典意图对该保留作出反对 (2001年3月6日和7
日，斯特拉斯堡，国际公法顾委第21次会议，(CAHDI (2001) 4
号文件，第23段 )；另见《……的多边条约》 (上文脚注5)，第四

章，第4节 )。
79 另外，国际法院曾强调，这些监督机构在涉及有关保护

和促进人权的条约时尤其重要。在2010年11月30日关于艾哈

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
判决中，国际法院 (案情实质，2010年11月30日的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39页，第66段 )指出：

“人权事务委员会自设立以来，特别是在答复涉及《第一

任择议定书》缔约国的个人来文时以及在其 ‘一般性意见’ 的
框架内，发展了大量解释性判例。

“虽然法院在履行司法职能时，绝对没有义务要其自身

对《公约》的解释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相一致，但法院

认为应当重视这个独立机构专门为监督《公约》的适用而作

出的解释。这关系到国际法的必要清晰度和基本连贯性，也

关系到法律安全，而法律安全是享有权利保障的个人和有义

务遵守条约义务的国家都拥有的一项权利。”
80 见准则3.2 (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 )、3.2.1 (条约监督机

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3.2.2 (明确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

留允许性的权力 )、3.2.3 (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条约监督机构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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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83段。
81 见Pellet和Müller, “Reservations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 not an 

absolute evil…”，第542至第544页和第551页。

行动纲领》的支持。《宣言》促请各国对有关保护人

权的文书“尽可能避免作出保留”；82 会议还鼓励各国

考虑限制它们对相关国际人权文书所提保留的范围，提出任

何保留都尽可能精确和谨慎，确保任何保留都不会与有关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并定期审查它们提出的保留以期予

以撤回。83

会议还特别强调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这

方面的作用。84

42. 依照国际人权文书设立的不同机构的实

践，85 近些年来通过各机构间加强协调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统一。根据国际人权文书成立的第四次委员会

间会议和第十七次主席会议设立的保留问题工作组，

负责审查关于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在相关保留方面的

实践报告，大力强调了当事国与监督机构之间进行对

话的必要性。为此，该工作组曾于2006年强调，各

国应在定期报告中列入与针对这类文书作出的保留

有关的资料，以使监督机构能够采取立场并启动与

缔约国的对话。86 为使各国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交流：

工作组成员商定了与结论意见 /评论有关的若干建议，这些

建议大体反映了所有条约机构的现行做法。工作组成员认为，

条约机构应向保留国解释它们对相关保留的效果存有哪种性

质的关切。尤其重要的是，各国应了解条约机构如何解读这

类文书的条款，为什么有些保留不符合这类文书的目的和宗

旨。条约机构迄今为止的做法都是建议撤回保留但不必解释

原因。需要确定的是，是否应在结论意见中指明建议撤回保

留是出于何种考虑。工作组多名成员认为，条约机构应在与

有关当事国的对话过程中说明建议的理由，而且对话过程不

需要正式。所有条约机构都应鼓励完全撤回保留，审查保留

的必要性，或者通过部分撤回逐渐缩小保留的范围，但由于

条约机构在这方面的做法各有不同，不一定要为当事国答复

此类建议设定一个明确的期限。87

82 A/CONF.157/24号文件，第一部分，第三章，第一节，第

26段。
83 同上，第二节，第5段。
84 同上，第39段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尤其应继续审

查对 [1979年 ]《公约》的保留，并促请各国撤回违背《公约》

目的和宗旨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与国际条约法不相符合的保 
留”)。该委员会还在其第41/1号决定中确认，“委员会有权

根据《公约》第18条规定的报告程序，以及《任择议定书》规

定的与个人来文和调查有关的程序就 [保留与《公约》目的和

宗旨是否相符 ]这一问题，并因而就保留的允许性作出决定”，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38号》 (A/63/38)，第
71页。

85 关于不同监督机构的实践介绍，见HRI/MC/2005/5号
文件，第8至第21段。另见Tyagi (上文脚注11)，第219至第

236页。
86 HRI/MC/2007/5号文件，第16段。
87 同上，第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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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06年，工作组通过了以下建议：

(a) 条约机构应在其有待处理的议题清单中要求说明以

下信息，这些信息在共同核心文件 (或有 )和条约报告中均未

提及时尤应如此：

㈠ 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性质和范围；

㈡ 认为这些保留有必要和应予维持的原因；

㈢ 每一项保留在国家立法和政策方面的明确效果；

㈣ 有没有规定限制保留的效果并最终按照一个明确

的时间表撤回保留。

(b) 条约机构应根据有关文书的条款以及在必要时根据

有关文书的目的和宗旨，向当事国说明对特定保留存有关切

的原因。

(c) 条约机构应在其结论意见中：

㈠ 欢迎全部或部分撤回保留；

㈡ 确认正在对保留进行重新审查，或者有对保留进

行重新审查的意愿；

㈢ 表明对维持保留的关切；

㈣ 鼓励完全撤回保留，审查保留的必要性，或者通

过部分撤回逐渐缩小保留的范围。

(d) 条约机构应强调在针对多项文书所列若干条款提出

的保留之间缺乏一致性，并以其他国际文书由于类似条款没

有遭受保留而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为依据，鼓励撤回保留。88

44. 虽然做法不尽相同，但其表明监督机构在

审查定期报告时努力与当事国开展建设性对话。保留

问题工作组编写的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在处理相关保

留方面的实践汇编，89 给出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监

督机构是以批判的方式对某些保留作出反应的，但

从不厉声谴责，并建议当事国重新审查或撤回保留。

例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欢迎意大利发表声明宣布撤

回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若干保留，但也

遗憾地注意到对第14条第3款、第15条第1款和第

19条第3款的保留不在其中；因此，委员会鼓励意大

利“继续其始于2005年5月的深入审查，说明该国对

《公约》的保留的现状，以期全部予以撤回”。90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则是直截了当建议联合王国

撤回对《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 (第102

88 同上，第9条建议。另见人权条约监督机构主席第十九

次会议的报告 (A/62/224)，第48段，第㈤分段。
89 见HRI/MC/2009/5号文件，附件一；HRI/MC/2008/5

号文件，附件一；HRI/MC/2007/5/Add.1号文件，附件二；

HRI/MC/2005/5号文件，附件一；以及HRI/MC/2005/5/Add.1
号文件，附件一。

90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八十五届会议，审议当事国根据《公

约》第40条提交的报告，结论意见，意大利，CCPR/C/ITA/CO/5
号文件，2006年4月24日，第6段。

号 )—并非设立该委员会之《公约》—的保留。91 
不过，关键不仅仅在于表达批评意见，还在于鼓励和

赞扬已表示有意撤回保留或者已经撤回保留的国家，

以及已经加入人权文书但没有提出保留的国家。

45. 这种关于人权文书的务实且不对抗的对话

如今无疑已成为保留对话最佳范例。有意思的是，

可以看到，这种对话也是在维也纳制度之外进行的。

各国不是由地位相同者进行“评判”，而是就其为撤

回某些保留所作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难进行报告；监督

机构不是将保留“谴责” 为不可允许并将其搁置一旁，

而是试着去更好地理解保留和提出保留的动机，并

说服保留方予以更改或撤回。

46. 此外，涉及人权文书的保留对话还因为人

权理事会的设立得到了增强。人权理事会的职责是

“成为就所有人权专题进行对话的论坛”，其任务之一

是“鼓励各国全面遵守人权义务和落实联合国各次主

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确定的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目

标和承诺”。92 除人权理事会 93 和大会 94 就要求各国撤

回与这些文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所发出的呼

吁之外，与保留有关的对话主要是通过普遍定期审

91 E/C.12/GBR/CO/5号文件，第43段。
92 大会2006年3月15日第60/251号决议，第5 (b)和 (d)段。
93 例如，见人权理事会第4/1号决议，“在所有国家实现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2007年3月23日，《大会正式

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53号》 (A/62/53)，第3 (a)段；第

6/21号决议，“拟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国际补

充标准”，2007年9月28日，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53号》 (A/63/53)，第6序言段；第6/30号决议，“将妇女的人权

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工作”，2007年12月14日，同上，第10
段；第7/29号决议，“儿童权利”，2008年3月28日，同上，第

2段；第10/7号决议，“残疾人的人权：促进和保护残疾人人权

的国家框架”，2009年3月26日，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

编第53号》 (A/64/53)，第3段；第10/14号决议，“《儿童权利公

约》及其各项任择议定书的执行情况”，2009年3月26日，同上，

第2段；第13/11号决议，“残疾人的人权：国家落实和监督国

际合作在支持本国落实残疾人权利方面努力中的作用，并将此

定为2011年的主题”，2010年3月25日，同上，《第六十五届

会议，补编第53号》 (A/65/53)，第2段；第13/20号决议，“儿
童权利：打击针对儿童的性暴力”，2010年3月26日，同上，第

14段。
94 例如，见大会2006年12月19日第61/143号决议，“加紧

努力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2006年12月19日，第

8 (b)段；2008年12月24日第63/243号决议，“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2008年12月24日，第25段；2009年12
月18日第64/141号决议，“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后续

行动及充分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

别会议的成果”，2009年12月18日，第5段；以及2009年12月
18日第64/152号决议，“两项国际人权公约”，2009年12月18
日，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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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一“由联合国会员国驱动、注重行动的政府间进

程” 进行的。95

47. 举一个相关例子，工作组关于法国的报告

提到，多国要求法国就其对多项国际文书提出的保

留提供资料，并在讨论期间向法国提出以下建议：96

– 撤回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和解释

性声明 (俄罗斯联邦 )；

– 研究撤回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4条
的保留的可能性 (古巴 )；

– 撤回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4条的声明 (墨西

哥 )。97

此外，报告还提到以下补充承诺：

– 研究撤销或修改法国政府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第14条第2款 (c)项所作保留的可能性。98

48. 接受审议的各国政府对这些建议的答复相

当谨慎。例如，法国如此回应古巴就法国对《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4条的保留提出的

建议：

法国政府同意审查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第4条所作的解释性声明。

评论：该解释性声明将在法国将于2008年10月提交的、

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第17次和第19次
定期报告中予以审查。99

49. 这种有关保留的非正式对话不仅限于人权

文书所设监督机构或人权理事会。例如，在欧盟理

事会国际公法工作小组以及公法顾委所设欧洲观察

站的框架内，各国不仅努力就某些保留的允许性交

换了看法，还对就这些保留提出的反对进行了协调，100 
这些机构还鼓励与保留方进行建设性对话。

50. 例如，对于在公法顾委派有代表的国家提

出的保留，101 一些代表团如果在保留的解读或允许性

95 见2007年6月18日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附件，

第3 (d)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53号》 
(A/62/53)，该决议已由大会2007年12月22日第62/219号决议

核准。
96 在有些情况下，有关保留的建议更多。例如，工作组关

于美国的报告载有12项有关保留的建议 (A/HRC/16/11)。
97 A/HRC/8/47号文件，第60 (3)–(5)段。
98 同上，第63 (9)段。
99 A/HRC/8/47/Add.1号文件，第15和第16段。法国至今

未撤回对该《公约》第4条的声明。
100 见上文第25至第27段。
101 这并不是说，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特设委员会不通过其成

员与非成员国家进行对话。

方面遇到困难，就会展开实实在在的讨论，并且通常

可以在保留方提供解释和说明之后找到解决办法。102 
例如，在公法顾委第26次会议期间，奥地利和瑞士

代表团就联合王国对《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

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所作声明是否可接受题提

出了疑问。103 联合王国代表团作了解释，并强调了

其声明的可接受性和正当性。在公法顾委第27次会

议期间：

奥地利代表团虽然不反对联合王国的解释性声明，但对该声

明持保留意见……奥地利代表团理解联合王国在上次会议期间

所阐述和解释的、促使其作出这一声明的原因，但没有被说服，

并因此认为这一声明是有疑问的。在这方面，瑞士代表团则

表示已经被联合王国在上次会议期间提出的论据所说服。104

事实上，欧洲国家都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作出某

一保留 105 以及必要时撤回保留的原因。106 

51. 公法顾委还通过其成员与第三国进行对话。

例如，第38次会议的报告提到，公法顾委继续与巴

102 这也是公法顾委决定自行行使对欧洲观察站的责任，不

再只在保留问题专家组内讨论保留问题的原因之一。有些代

表团缺席专家组，导致讨论变得更加困难。见公法顾委第19
次会议，2000年3月13日和14日，柏林 (CAHDI (2000) 12 rev.
号文件，第73至第76页和第82页；以及第20次会议，2000年
9月12日和13日，斯特拉斯堡，CAHDI (2000) 21号文件，第

27段 )。在第27次会议期间，公法顾委主席曾提醒各代表团注

意这一做法的重要性和参与其中的必要性：“主席笼统地向国

际公法法律顾问特设委员会成员询问加强委员会和欧洲观察

站实效的最恰当方式。主席提醒一些国家注意必须通读秘书

长编写的文件，不要仅限于讨论可能遭致反对的保留或声明。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特设委员会的讨论可能会导致各代表团修

改它们对条约的处理办法和政策。因此，保持沉默不应被解读

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公法顾委，第27次会议，2004年3月
18日和19日，斯特拉斯堡，CAHDI (2004) 11号文件，第42段 )。

103 公法顾委，第26次会议，2003年9月18日和19日，斯

特拉斯堡，CAHDI (2003) 14号文件，第26至第28段。
104 公法顾委，第27次会议，2004年3月18日和19日，斯

特拉斯堡 (CAHDI (2004) 11号文件，第21段 )。另一个例子，

见就针对《被判刑者转移公约》的保留进行的讨论，公法顾委，

第22次会议，2001年9月11日和12日，斯特拉斯堡 (CAHDI 
(2001) 10号文件，第51至第54段 )；以及第23次会议，2002年
3月4日和5日，斯特拉斯堡 (CAHDI (2002) 8号文件，第27段 )。

105 见上文脚注58中所述例子。另见格鲁吉亚就其对《欧

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2号议定书》的保留所作的解

释 (同上，第30段和脚注10)。
106 见荷兰代表团就荷兰对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

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的保留所作的

解释：“荷兰代表团通知委员会，荷兰当局将撤回对1973年《公

约》的这项保留，因为该保留确实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公法顾委，第27次会议，2004年3月18日和19日，斯特拉斯

堡 (CAHDI (2004) 11号文件，第3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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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就该国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

留进行对话。107

52. 在国际公法工作小组框架内，欧盟成员国

也不仅努力协调它们可能提出的反对，还首先与保

留方开启对话，包括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以期获

取有关保留的更广泛资料。108

53. 保留对话如今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成

为保留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给保留制度

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还提高了保留制度的实

效。而对于《实践指南》一直在努力填补其中公认缺

陷的《维也纳公约》，只是这种保留对话的冰山一角。

B. 保留对话的法律框架？

54. 《维也纳公约》第19至第23条确立了保留

有效性的条件和保留对条约的法律效力，试图在国

家对条约文书提出保留的能力和其他国家在与保留

方的关系中接受或拒绝对所拟议的对条约效力的修

改的可能性之间，实现令人满意的平衡。在这一特

定法律框架中，接受和反对似乎并不是接受和反对

方与保留方之间进行对话的要素。

55. 《维也纳公约》还完全忽视了所有其它形式

的保留对话，对于一项约束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条约

文书，这是符合逻辑的。

56. 保留对话不是为了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效力，也不会因此设法更改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

已经或尚未建立的条约关系的内容。保留对话另有

其目的：虽然鼓励各国只提出可允许的保留、重新考

虑和撤回不可允许或者仅仅是已经变得无用或不恰

当的保留 (甚至反对 )，但其本身从不产生这些结果。

为了产生这些结果，保留国必须根据《维也纳公约》

的规则正式撤回或更改保留，而反对方必须按照维也

纳规则规定的程序撤回反对。保留对话与执行有关

保留的法律制度同时发生，但不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保留对话大多是在维也纳法之外进行。

107 公法顾委，第38次会议，2009年9月10日和11日，斯

特拉斯堡 (CAHDI (2009) 16号文件，第74段 )。
108 例如，瑞典驻公法顾委代表团曾通知公法顾委会，欧盟

理事会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已就摩尔多瓦共和国对《关于难民地

位的公约》的声明和保留进行了审议，工作小组已决定与保留

提出方开展对话 (公法顾委，第24次会议，2002年9月9日和

10日，布拉迪斯拉发 (CAHDI (2002) 16号文件，第18段 )。

57. 不过，保留对话有助于维也纳制度的良好

运行，因为后者本身也是建立在对话和交流原则的

基础上的。109 此外，委员会也曾经在其有关《实践指

南》的工作中多次确认这一点，并在多项准则中得出

相关结论，向各国和国际组织推荐维也纳制度未作

规定、但在确保协调适用有关保留的规则方面却非

常有用的若干做法。这实际上就是保留对话的要素。

58. 例如，准则2.1.9就属于这种情况：

2.1.9 说明理由 110

保留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保留的理由。

《维也纳公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要求各国说明保

留的理由。然而，为了使其他国家能够确定保留是否

有效以及是否准备同意该保留，必须让它们知道保留

方作出保留的理由。此外，实践表明，在通常情况下，

与保留方进行的保留对话正是为了澄清保留的含义，

以及理解保留方认为非要作出保留的原因。111

59. 同样，关于说明反对的理由的准则2.6.10
也是保留对话良好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这一

准则并非国家和组织必须予以遵行的法律规则：

2.6.10 说明理由 112

反对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反对的理由。

虽然未说明理由的反对也完全能够产生《维也纳

公约》赋予的法律效力，但这种反对由于没有说明理

由，会丧失其作为保留对话的要素所产生的影响力。113 
如果没有说明理由，保留方、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

以及要就保留作出决定的法官，就难以利用反对方

作出的评价。实际上也就不可能知道，反对方是否

认为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是否判定保

留就是简简单单的不适当。如果没有说明理由，反

对方就几乎没有理由要求保留方撤回或修改保留。114 

109 见上文第11段。
110 关于这一准则的评注，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3至第95页。
111 例如，见人权条约机构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上文第42

段 )和上文第43段所引述的2006年通过的建议 (特别是 (a)项 )。
112 关于这一准则的评注，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1至第103页。
113 另见上文第42和第43段，特别是第43段所引述建议的

(b)项。
114 另见准则2.9.6 (说明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理由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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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准则4.5.3更加清晰地指明了有关保留的法

律制度与保留对话之间的关系：

4.5.3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115

1.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

对或接受。

2. 尽管如此，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认为保留无效时，如

认为这样做合适，应当尽快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

虽然对有效保留的反对本身在维也纳制度中未

有述及，也未被赋予任何具体的法律效力，但这种反

对在执行维也纳规则、特别是评价保留有效性方面的

作用不容忽视，而且也因此一直是保留对话的要素。

《维也纳公约》未曾述及此类反对不意味着各国不能

提出这种反对；此类反对仍然有其意义。

61. 最后还有准则2.5.3，这一准则妥善地总结

了保留对话的最终目标：

2.5.3 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 116

1. 对条约提出一项或多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定

期审查各项保留，并考虑撤回已不符合目标的保留。

2. 在这样的审查时，国家和国际组织应特别注意维护

多边条约完整性这一目标，并于必要时，尤其是根据其内部

法律自从提出保留以来的演变情况，考虑各项保留是否仍然

有用。

62. 然而，特别报告员不认为委员会应努力建

立适用于保留对话的法律制度，即使是在《实践指南》

这样的非约束性法律文书的框架内也没有必要。该

领域的实践相当丰富但极其混杂，任何将相关实践

系统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不仅如此，保留对话

方式的灵活性也将遭到破坏。将某种形式的对话置于

另一种形式之上，或者对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形成的，

而且所产生的成果有助于执行维也纳规则的新的做

法关上大门，似乎都不合乎愿望。委员会应鼓励一

切形式的保留对话。

63. 保留对话的主要好处之一正是它非常务实

的特性，重点是影响，而不是强行限制保留领域各

行为体的决定和行动。因此，相关实践显然不会因

为被锁定在程序性规则中而得到强化，程序性规则

只会使对话过程变得累赘，从而损害对话的实效。

115 关于这一准则的评注，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2至第125页。
116 关于这一准则的评注，见《200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5至第86页。

64. 然而，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建议各国和国

际组织不仅要尽可能地与保留方，甚至在所有主要角

色和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一切形式的对话，还要采

取若干做法，并尝试遵行能使对话更加有用和有效，

但又不会在维也纳制度中构成法律义务的若干基本

原则。为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不必制订相关

准则，即使纯属建议性质 (如同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准

则 )也不需要，而应通过关于保留对话的建议或一般

性结论。

65.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草案转载于本报告第68
段，其中部分借鉴了负责审查人权条约机构相关实践

报告的保留问题工作组2006年所通过的建议，并对

其进行了补充，以反映在国家实践中出现的其它形

式的保留对话。虽然该文书只述及一种特定形式的

保留对话，但其中确立的原则同样可以应用于所有

这类现象，不论这一对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

66. 不过，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使审查定期报告

时就保留进行的对话更加有效和透明，其中只涉及

如人权条约机构所采用的、与保留方直接进行的保

留对话，不涉及在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之间，为

了使针对成问题的保留的反应更加连贯和有效而可

能形成的与意见交流、合作和协调有关的丰富实践。

因此，似宜对这些建议进行补充，以鼓励各国和国

际组织采用这些做法。

67. 此外，特别报告员还提议在建议或结论草

案中列入保留对话的其他要素，这些要素虽然最初

是为了处理被误认为是涉及对人权条约的保留的问

题才得到发展，但就针对所有类型条约文书的所有

其他类别的保留而言，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并且直接

相关的。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呼吁各国合理和审慎

使用保留，尤其就属于这种情况。117

68. 鉴于上述意见，邀请委员会通过的建议或

结论草案可表述如下：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保留对话的 
建议或结论草案

“国际法委员会，

“回顾《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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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对条约的保留的规定；

117 见上文第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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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有必要保护多边条约的完整性，同

时确保其中力求普遍加入的条约的普遍性；

“确认在条约法特别是《维也纳公约》第19
条规定的范围内对条约提出的保留所发挥的作

用，同时对大量保留似乎不符合这些要求表示

关切；

“意识到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评价保留有效性

时遇到困难；

“深信与保留方的务实对话以及保留方面所

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作用；

“欣见近些年来，尤其在人权条约监督机构

和若干区域组织框架内作出的努力；

“1. 促请希望提出保留的各国和国际组织

确保保留符合所涉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考虑限

制保留的范围，以尽可能精确和谨慎的方式提

出保留，并定期审查保留以便酌情撤回；

“2. 建议各国和国际组织在提出保留时尽

可能指明保留的性质和范围，认为保留非要不可

的理由，保留对保留方履行所涉文书规定的条

约义务的效果，以及是否准备限制保留的效果、

修改保留、或者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程序撤回

保留；

“3. 又建议各国和国际组织说明修改和撤

回保留的理由；

“4. 回顾各国、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可以

对保留表达关切，并强调这些反应有助于所有

主要角色评价保留的有效性；

“5. 鼓励各国、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向保

留方说明它们对保留表达关切的原因，并酌情

要求作出它们认为有必要的澄清；

“6. 建议各国、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在它

们认为有必要时敦促全部撤回保留、重新审查

保留的必要性以及通过部分撤回逐渐缩小保留

的范围，并鼓励提出保留的各国和国际组织如

此行事；

“7. 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积极面对其他国

家、其他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的关切和反应，作

出回复并尽可能地充分加以考虑，以期重新审

查、修改或最终撤回保留；

“8. 吁请所有国家、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

尽可能密切地开展合作，就存在问题的保留交

换意见，并协调应当采取的措施；

“9. 希望各国、国际组织和监督机构以务

实和透明的方式启动并开展这种对话。”

第二章

保留争端的解决

69.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没有任何

关于解决争端的一般性条款，118 第五部分第四节只规

定“关于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条约或停止施行条约

应依循之程序”。119 与保留有效性或效力有关的争端，

这些条款都未述及。因此，这类争端要受制于解决

118 Dupuy, “Codification et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Les 
débats de Vienne sur les procédures de règlement”; Rosenne, 
“The settlement of treaty disputes under the Vienna Convention”; 
Hayashi, “The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 of the 1986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以及Ruiz Fabri, “Article 66”。
另见国际法院2006年2月3日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判决，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 (新诉请：2002年 )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

卢旺达 )，《200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20至第125段。
119 这是第65条的标题。第66条的措辞在两部《公约》中

有所不同，这是考虑到国际组织不能就与司法解决、仲裁 (针
对与涉及强行法的第53条或第64条的适用或解释有关的争

端 )或和解 (针对与其他涉及条约失效、终止、中止施行或退

争端的“普通法”，而当事方首先要通过《联合国宪章》

第33条所列方式之一寻找相关解决办法。

70. 问题同样还在于，考虑到各国 (以及较少数

情况下的国际组织 )在保留方面遇到难题的频繁程度

以及其中有些问题的复杂性，或许不宜想当然地认

为，在有关国家 (和国际组织 )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

都应当或可以得到解决 (见下文A节 )。考虑到该领

域主导的同意原则和各国在这方面打算留给自己的

角色，这样一种机制应尽可能保持灵活和轻盈，应

更多地协助解决争端，而不是作为解决争端的补充

方式 (见下文B节 )。《实践指南》的最终通过，或许

出条约的条款有关的争端 )有关的强制性程序向国际法院提出

诉请。另见《公约》关于和解程序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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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直接或通过大会向各国或国际组织提出相关建

议的契机。120

A. 问 题

71. 虽然委员会很少为其条款草案配备解决争

端的条款，且这一做法在特别报告员看来通常并非

喜闻乐见，121 并可能与《实践指南》的非强制性质难

以兼容，但似乎仍有特别理由说明该领域存在例外，

只不过这只能是一个灵活和任择的机制。

1. 强制解决争端的严格机制的缺陷

72. 从秘书处最近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说明 122

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与解决适用

这些草案时可能产生的争端有关的提议，委员会没

有固定的做法。123 在特别报告员看来，问题多半是

由于措辞不佳的缘故：不应该问在未来一项公约中列

入这类条款能否提高公约的实效，而应该问委员会

是否有责任审议每一套条款草案所可能配备的最终

条款；124 这类条款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编纂，尽

管和平解决争端终的实践无疑有助于国际法的逐渐

发展，但无法看出将这类条款列入委员会的条款草

案对此有何帮助。此外还可以注意到，在一般情况下，

每当委员会经过漫长而且一再重复的讨论将解决争

端条款列入一读或二读通过的草案时，大会都没有

核准或采用委员会的提议。125

73. 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将解决争端条款纳

入像《实践指南》之类的文件中将会引来特定的反对，

原因是《实践指南》不具强制性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

120 关于这一点，见下文第100段。
121 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中指

出，他认为“[在委员会起草的条款草案中 ]讨论一个解决争端

的制度，严格来说将转移对当前审议专题的注意力，引发徒劳

无益的争论，并妨碍委员会在合理时限内完成工作。在他看来，

如各国觉得有需要，最好是推动委员会着手起草一般性条款

草案，并以任择议定书等形式，将其附着于所有编纂型公约之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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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12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3
号文件。

123 秘书处的说明中提到了九套委员会在其中列入一个或

多个解决争端条款的草案，另有八套草案讨论了纳入这类条款

的可能性，但最终被否决。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一些在说明中

未曾提及的草案，这些草案似乎没有产生是否纳入解决争端条

款的问题 (例如关于领事关系或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 )。
124 与解决争端有关的条款通常列在最终条款里。
125 笼统见秘书处的说明，第16至第44段。

了的。126 乍一看来，为此类文书配备解决争端条款

显得十分奇怪；鉴于它对国家和国际组织没有约束

力，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它在实施出现争端时无法

提供一个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方案。

74. 当然，谁也阻止不了有此愿望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单方面承诺以笼统方式或者为了解决保留方

面的具体争端而适用《实践指南》的条款。以强制性

文书所列柔性条款为参照的方法，如今已受到一定程

度的欢迎，不论这些文书是程序性规范 (例如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127 或者常设仲裁法院两

国间争端的任择规则 128 )，还是实质性规则 (例如金

融行动工作队的建议，不论这些建议是涉及反洗钱 129

还是涉及防止资助恐怖主义 130 )。这样做满足一种需

要，有此愿望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可在必要时，在彼

此同意的情况下加以利用。在《实践指南》或其附件

中就此作出明确规定，并无特别必要。

75. 此外，一般来说，任何“强制 ” 机制 (此
处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争议方有义务诉诸该机

制，另一种达成的解决办法对当事方具有法律约

126 见《199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4页，

第484和第487段；另见下文本报告第三章。
127 双边投资条约经常提到这类规则。例如，常设仲裁法院

受理的 HICEE B.V.诉斯洛伐克共和案就是根据以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为参照的《荷兰与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

共和国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提出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见欧美投资银行诉斯洛伐克共和国案，相关仲裁也是根据依照

《奥地利共和国与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促进和相互保护

投资协定》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653卷，第28433号，第

19页 )可以适用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的。

也见2007年3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政府关于阿布扎比环球博物馆的协定》第18条。
128 比利时和荷兰就铁莱茵铁路案达成的仲裁妥协即在

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这一任择规则 (可查阅http://www.pca-cpa.
org)。同样，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和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索偿委员会的程序规则亦基于此 (见2000年12
月12日《厄立特里亚国政府与埃塞俄比亚民主联邦共和国政

府关于在两国境内进行流离失所者再安置以及复原和建设和

平的协定》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38卷，第37274号，第

93页 )第4.11和5.7条 )。另见2003年8月《纳米比亚共和国政

府与南非共和国政府关于设立 [|Ai-|Ais/Richtersveld]跨界公园

的条约》第16条。
129 例如见《欧洲联盟成员国与中东欧候选国和塞浦路斯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入盟前公约》的第13号原则以及2007年11
月13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修正第97/7/EC、2002/65/EC、
2005/60/EC和2006/48/EC号指令并废除第97/5/EC号指令的

关于内部市场支付服务的第2007/64/EC号指令 ( 《欧洲联盟公

报》，2007年12月5日第L 319号，第1至第36页 )。
130 见2005年10月26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防止金融

系统被用于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第2005/60/EC号指令 (同
上，2005年11月25日第L 309号，第15至第3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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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 )似乎在理论上都与在维也纳通过的保留制度

本身并不一致—不管怎样，大多数国家都是如

此解读的。即使保留的深层用途是在开放式公约

的普遍性要求与公约内容的完整性要求之间寻找

平衡，各国显然都想为自己在评估保留允许性方

面，甚至是在决定保留效力方面 (不论该保留是否

可允许 )留出很大的酌处权 (虽然这样做可能更容易

引起争议 )。131 第六委员会内部在大会第六十五届

会议期间对准则4.5.2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

对于条约的地位 )的讨论，132 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

子，许多国家不愿以一条死板且有待商榷 133 的协商

一致原则为名义，接受无效保留可产生客观效果的 
看法。134

76. 此外，必须承认有关保留的法律与总体上

的条约法一样，也受到了协商一致原则的深刻影响，135 
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条约监督机构 136 或争端解

131 关于对中等效果反对的论述，见准则2.6.1 (对保留的

反对的定义 )评注第 (23)段，《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97页；准则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及其评注，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6段；以及准则

4.3.6 [4.3.7] (反对对保留所涉条款以外各项条约条款的效果 )
及其评注 (同上 )；关于对“最大” 效果反对的论述，见准则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的评注第 (22)段，《2005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7页；以及准则4.3.4 [4.3.5] (条约在保

留方与最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 )及其评注，《2010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6段。关于“超大” 效果的反

对，见准则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评注第 (24)段，《2005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7页；准则4.3.7 [4.3.8] 
(有效保留方有权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不被迫遵守条

约 )及其评注，《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6
段；准则4.5.1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 )评注第 (23)段 (同上 )；
以及准则4.5.2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
评注第 (3)至第 (5)段和第 (49)段 (同上 )。

132 方括号内的数字 (有时还包括标题 )指的是对条约的保

留工作组在委员会2011年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通

过的准则的编号和标题。关于准则4.5.2 [4.5.3]的评注，见《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6段。

133 见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4和Add.1–2号
文件。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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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次会议 (A/C.6/65/SR.20)和第21
次会议 (A/C.6/65/SR.21)。确实，也有同样多的代表团表示支

持采取更加客观的处理办法。
135 见准则2.6.3 [2.6.2] (提出保留的自由 )的评注第 (8)段，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准则4.3 (反对有效保

留的效果 )评注第 (2)段；以及准则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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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第 (3)段。
136 且在这类机构的权限范围内，见准则3.2.1 (条约监督机

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及其评注，《2009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7页。

决机构来评估保留的允许性，137 那么，根据国际法的

一般原则，138 就将由每一国家 (或国际组织 )—包括

保留方或保留反对方—负责从各自的角度，评估保

留的有效性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评估其效力 )。许

多国家仍然忠于这种互动制度 (这样虽然可能令人遗

憾，但特别报告员认为其未必不能与有关保留的“维
也纳制度” 并存 )。

77. 由此看来，拟订强制解决保留争端的复杂

制度是相当徒劳无益的。139 当然，它可能符合一小

部分在传统上依赖这种解决办法的“道德” 国家的愿

望，但一切似乎都意味着，它的矛头将指向认为这

样做是变相尝试将一种强制性法律价值观赋予《实践

指南》的其他许多国家，而《实践指南》并不追求这

一点。

2. 协助解决有关保留问题的争端的 
灵活机制的优点

78. 确实，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多种多样，

不一定要采用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解决办法。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列举的方式，谈判、调查、调

停或和解都不强迫当事方的意愿，即使当事方事先

承诺予以参照也是如此，因为从中产生的解决办法

不具强制力。

137 见准则3.2.5 (争端解决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及
其评注，同上。

138 见国际法院1951年5月28日咨询意见，对《防止及惩治

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
页：“对保留合法性的评估由每一个公约缔约国进行，缔约国

可单独为自身利益行使这项权利。” 另见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对

规范性多边条约包括人权条约的保留的初步结论》第6条：“委
员会强调，监督机构的这一权力并不排除或以其他方式影响由

缔约国遵照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上述规定采取

传统的监管方式，亦不排除或以其他方式影响视情况由解决围

绕条约的解释和评判而出现的任何争端的机构采取传统的方

式” ( 《199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7至第58页，

第157段 )。
139 在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原

则上对在委员会条款草案中列入解决争端条款持保留意见 (见
上文脚注121)，但也指出在保留方面尤其存在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考虑在这个特定领域设立解决争端机制或许是有用处

的，原因是在特别报告员看来，这类机制要么可以标准条款的

形式加以规定，各国可将其纳入今后缔结的条约中；要么可以

任择附加议定书的形式予以规定，附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

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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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段 )。如今在他看来，这种解决办

法过于繁琐和注重形式，已经不太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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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国际公约 140和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决议 141经

常建议各国采用其中某一种解决方式。委员会不妨

参考这些先例，建议国家和国际组织 142以其中一种方

式 (此外，“强制性” 解决机制，即仲裁和司法解决同

样可行 )来解决关于保留方面的争端问题。

80. 无论这一建议显得多么适时，必须承认它

并不满足解决国家之间在保留方面可能出现的争端

这一特定需要。虽然此类争端几乎都有一个政治甚

至思想背景，但也同样具有某些总体特性：

– 如同整个《实践指南》所显示的那样，此类争

端的技术性极强；

– 此类争端意味着要在开放条约吸引尽可能多

的参与方与保护公约完整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

之间达成平衡，而这种平衡向来难以评估；以及

140 除其他外，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以《联合国宪章》

第三十三条为参照的第六十五条第三项。有些国际组织的成

立文书规定了解决争端的非强制机制，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

宪章》第10条、《非洲联盟组织法》第26条和《伊斯兰会议宪

章》。至于主题事项更有限制性的公约，最近的例子就有《集束

弹药公约》第10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66条和《关于在

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胡斯公

约》第16条，这些公约都提出了多个解决方式供各国选择。
141 除其他外，见大会关于下列专题的建议：追究联合国

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 (2008年12月11日第63/119号决

议和2009年12月16日第64/110号决议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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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文书实现可持

续渔业 (2008年12月5日第63/112号决议 )；就国际法院关于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的后续

行动 (2005年12月8日第60/76号决议 )；以及《2005年世界首

脑会议最后文件》 (2005年9月16日第60/1号决议 )。同样，安

全理事会也曾经以一般性措辞在关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决议中回顾过这些义务：见2009年9月24日关于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核不扩散和核裁军 (安理会第1887 (2009)号决议 )；
审议某些具体局势 (安理会2009年1月14日关于非洲和平的

第1862 (2009)号决议以及安理会2009年12月23日关于非洲

安全的第1907 (2009)号决议 )。另见2006年7月7日联合国国

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解读1958年6
月10日在纽约缔结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二

条第2款和第七条第1款的建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

会议，补编第17号》 (A/61/17)，附件二 )。在欧洲委员会框架

内，曾就统一解读在欧委会框架内缔结的公约问题提出一系

列建议。这些建议起初只限于以一些非强制性机制 (见1966
年1月27日议会大会第454 (1966)号建议，由Wiebringhaus
引 述 于“L’interprétation uniforme des Conventions du Conseil 
de l’Europe”，第456页 )；最近，有人提议创建一项司法机制

(见2000年4月6日议会大会第1458 (2000)号建议 (Towards a 
uniform interpretation of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s: creation 
of a general judicial authority))。

142 除非委员会更愿意向大会提出建议，由大会将建议“传
递” 给国家和国际组织；见下文第100段。

– 由于这个原因，此类争端经常要有不同的解

决办法，不是全盘拒绝某一 (或任一 )当事方的立场，

而是对各方立场进行调和，或者不管怎样采用一种折

中解决办法，包括体现为对有争议的保留作出调整，

而不是予以抛弃或简单维持。143

81. 保留对话 144是针对这些不同需求作出的回

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关于保留的特定谈判形式，

但它远远不能为每一种情况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

解决办法。145而且，与争端 (无论何种性质 )各方在

直接谈判陷入僵局时必须求助于公正的第三方一样，

保留对话如果陷入僵局，也会促使就保留或反对 (或
接受 )的解释、允许性或效力各持己见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去寻求此类第三方的协助。

82. 鉴于大多数此类问题的技术性很强， 

– 有关第三方应具备解决 (或协助解决 )这些问

题的技术能力；

– 第三方的干预活动对于下属部门无力研究保

留带来的复杂问题 (不论涉及提出保留还是对保留作

出反应 )且无法对该事项投入必要时间的小国家而言

尤其有用；

– 这意味着，除了协助解决保留方面出现的争

端这一职能，涉及第三方的机制还可具备一种联合

职能，即一方面协助解决保留争端，另一方面向认

为需要就拟议保留的起草工作或者面对其他国家或

国际组织的保留时应采取的行动等问题请求帮助的

国家提供技术协助；

– 这些职能不一定排斥在所有相关各方的要求

和同意下，其他更加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解决争

端职能，如强制性司法解决争端。

143 见准则2.1.9 [2.1.2] (说明 [保留的 ]理由 )的评注，《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3至第95页；以及准

则2.6.10 [2.6.9] (说明 [反对的 ]理由 )的评注，同上，第101至
第103页；另见下列准则评注中给出的例子：准则2.6.1 (对保

留的反对的定义 )的评注第 (16)段 ( 《2005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95页 )；另见第 (14)至 (19)段；准则2.6.15 
[2.6.13] (逾期反对 )的评注，《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

部分 )，第109至第111页；以及准则4.5.2 [4.5.3] (无效保留的

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

部分 )，评注第 (36)段 )。另见上文第4至第17段。
144 见本报告第一章。
145 见上文第18至第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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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拟议机制

83. 鉴于上述考虑，似已可参照现有先例，特

别是公法顾委建立的先例 (下文第1小节 )，拟订出保

留和反对保留协助机制的大体轮廓 (下文第2小节 )。

1. 欧洲委员会内部的先例

84. 许多机构在履行对其赖以成立的条约 (通常

是人权条约 )的监督职能时，都可利用审查当事方所

提定期报告或者个人所提控告的机会，就当事国所

提保留的有效性问题以及保留不可允许性的后果表

明立场。146 作为一项一般原则，这些机构的意见通

常对当事国不具强制力，147 由国际性法院 148 特别是欧

洲各法院 149 和美洲人权法院 150 作出的具有强制性的

裁决则有所不同。但这些判决㈠通常解决不了国家

间争端，而且㈡对当事国具有强制力。从这两点上看，

这些判决不属于本节所论述的问题。

85. 在建立灵活和专门机制方面，可作为先例

的只有在欧洲委员会 (在公法顾委的支持下 )和欧盟

(国际公法工作小组 )框架内建立的对某些保留进行

系统审查的安排。151

146 见准则3.2 (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 )及其评注 ( 《200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4段 )。

147 见准则3.2.1 (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
“1. 条约监督机构为履行其所负职能，可评估一国或一国际组

织提出的保留的允许性。2. 这种机构在行使这一权力时提出

的结论与该机构在履行其监督职能时所提出的结论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另见该准则的评注，同上。
148 国际性法院还可通过咨询意见就保留所涉法律问题表

明立场，可举多个著名案件为例：国际法院1951年5月28日
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的咨询意见，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页；以及美洲人权法院1982年9
月24日有关保留对《美洲人权公约》 (第74和75条 )生效的效

力案的第OC-2/82号咨询意见及其1983年9月8日第OC-3/83
号咨询意见 (死刑的限制条件案 ( 《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2
款和第4条第4款 )，A辑，第3号 )。

149 欧洲人权法院，贝利洛斯诉瑞士案，1988年4月29日
的判决，A辑，第132号；韦伯诉瑞士案，1990年5月22日的

判决，同上，第177号；以及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初步反对意

见，1995年3月23日的判决，同上，第310号。
150 美洲人权法院，希莱尔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初步反

对意见，2001年9月1日的判决，C辑，第80号，第98段。另

见本杰明等人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初步反对意见，2001年
9月1日的判决，C辑，第81号；以及拉迪拉 · 帕切科诉墨西哥

案，2009年11月23日的判决，C辑，第209号。
151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根据美洲法律委员会编写的草案，通

过了关于对美洲多边条约提出保留的标准以及总秘书处作为

条约保存人的规则的1987年11月14日第888 (XVII-O/87)号决

议，可查阅http://www.oas.org/DIL/resolutionsgeneralassembly_
AG-RES888.htm；另见法律和政治问题委员会关于对美洲多

86. 塞德在创建这些机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解释说： 

在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出结论之前需要注意的是，

国际法委员会对有关保留的法律和实践进行的审议和研究，

已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世界范围内对这一专题的讨论。在对

人权条约的保留越来越敏感，以及在保留问题的法律复杂性

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现在对这一问

题，以及如何回应有问题的保留，特别是令人怀疑与相关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方面，给予了大量关注。152

87. 国际公法工作小组在该领域的活动不太为

人所知，其工作主要包括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定期交

换信息和深入交换看法，以协调各自对所谓不允许

的保留的反应。通过这种协商可能形成反对的范本，

供各参与国纳为己用。153

88. 作为对多边条约的保留欧洲观察站，公

法顾委广泛公布其记录，其运作和活动也相对更加

知名。

89. 在公法顾委履行这一特别任务之前，根据

奥地利的倡议，曾在1997年12月设立对国际条约的

保留问题专家组，154 该专家组负责：

边条约提出保留的标准和总秘书处作为条约保存人的规则的

报告，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1987年8月19日 (OEA/Ser.G, 
CP/doc.1830/87)。该决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比照转录《维也

纳公约》中关于保留的规则，另一部分制定了总秘书处在履

行保存人职能时应遵循的规则 (借鉴了与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七十七条相对应的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78条中的规

则 )，但未建立机制以审查与保留相关的问题。在该决议中，《总

秘书处作为条约保存处的规则》第二条是对1986年《维也纳公

约》第78条第2款的略微改写，该条规定：“如果一国与保管机

关间对该机关职务的执行意见分歧，保管机关应将此问题提请

签署国及缔约国注意；或适当时提请本组织或美洲专门组织有

关主管机关注意” (楷体部分为不同于第78条之处 )。
152 Cede (上文脚注55)，第25页。
153 由于此类意见交换不被编写为公开发行且可查阅的

文件，这种机制鲜为人知。然而，见Cede提供的“内部” 描

述 (上文脚注55)，第28至第30页；以及 Jean-Paul Jacqué在
向对条约的保留问题专家组介绍国际公法工作小组时给出

的“内部 ” 描述 (DI-S-RIT (98) 1, 1998年2月2日，斯特拉斯

堡 )，“Considerations of reservations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 the COJUR”，第137至第147页 )；另见

Spiliopoulou Åkermark, “Reservations Issues in the Mixed Agreement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第387页；以及Lammers, “The Role 
of the Legal Advis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Dutch 
Approach and Experience”，第193和第194页。

154 专家组的任务授权是在公法顾委第十四次会议上确立的

(1997年9月4日第 (97) 4号决议 )，并于1997年12月16日经欧

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核准。1998年，专家组的名称由“Group of 
Specialists” (DI-S-RIT)改为“Group of Experts” (DI-E-RIT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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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审查并提议能使成员国在回应依照国际法实际或可

能不可接受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方面制订相关做法的途径和

方式乃至指导原则，以及

(b) 考虑公法顾委作为对重大多边条约保留问题“观察

站” 对就在国际法项下保留问题的可接受性提出问题的国际社

会所具有的作用，以及作为这些文书当事方的欧洲委员会成

员国之反应的观察站所具有的作用。

90. 根据专家组的建议，155 公法顾委自1998年
起开始担任欧洲观察站，观察对国际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的对多边条约的保留以及已是当事方的欧洲委

员会成员国的反应。156

91. 自那以后，在公法顾委所有的会议议程项

目上都会纳入一个题为“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以及对国

际条约的解释性声明的法律和实践：对国际条约的保

留欧洲观察站” 的项目，以及由秘书处编写的“可能

遭致反对的对国际条约的保留和声明清单” 和“反对

一览表”。157 在这些会议期间，与会者 (即欧洲委员

会成员国以及一些观察员国和国际组织 )就有问题的

保留之允许性交换意见，并酌情商讨相关反应甚至

共同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既观察与在欧

洲委员会支持下缔结的条约有关的保留和反对，也

观察对一些普世条约的保留和反对。

92. 公法顾委在其2010年报告中指出：

为了减少对保留、减损效果和限制性声明的使用，近年

以来，公法顾委以对国际条约的保留欧洲观察站的身份开展

了两项专门活动。自1998年起，公法顾委定期审议在欧洲委

员会内部和外部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未决保留清单。委员会成

员由此得以定期审议未决保留和声明，并就各国立场交换意

见。对这些条文的反对一览表，则定期在公法顾委各次会议

的节略报告中提交部长理事会。这项活动是委员会的主要活

动之一。158

155 正是根据专家组的提议，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对

国际条约之不可接受的保留进行回应的1999年5月18日第

R (99) 13号建议。
156 公法顾委作为对国际条约的保留欧洲观察站的工作在

上文脚注56和57中有所介绍。见公法顾委观察员在1999年7
月16日委员会第2604次会议期间向委员会所作的声明第3段
中关于对观察站的介绍 ( 《1999年……年鉴》，第一卷，第284
页 )。

157 关于公法顾委的近期会议 (2011年3月17日和18日，斯

特拉斯堡，第41次会议 )，见CAHDI (2011) 3和 Add. prov.号
文件。

158 公法顾委，第40次会议节略报告，2010年9月16日和

17日，特罗姆瑟 (2010年10月21日，CM (2010) 139号文件 )，
附件4，第5段。

93. 这一机制产生了积极成果，无疑是一个令

人关注的先例。然而，基于下述原因，无法将其完

全普及： 

– 欧洲委员会是一个拥有47个成员国的区域组

织，而联合国拥有192个会员国，在全球框架内对此

类技术性问题进行协调无疑难度更大；

– 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彼此间的联盟，其众多类

似的文化特性、以及成员国代表会面和协同工作的

习惯所形成的协调框架，较之在全球一级所能期待

的协调框架，理论上应更为有效；

– 这些国家总体上是一些富裕国家，拥有法律

机构与必要的技术能力，而创建保留协助机制的主

要理由之一，恰恰是填补众多联合国会员国在资源

和能力方面的缺陷；

–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对国际条约的保

留 (欧洲 )观察站的目标是针对其他国家提出的保留

建立尽可能统一的“阵线”，这显然不会是此处考虑

建立的协助机制的功能；从前一节可以得知，这一机

制更多的是为了向有此愿望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帮

助在保留方面存有意见分歧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 )找
到共同立场并解决这些分歧；并向这些国家或国际组

织提供关于可适用的法律规则的具体信息。

94. 但欧洲委员会的经验同样可以构成丰富的

思考源泉，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 从外部的角度来看，159 公法顾委作为对国际条

约的保留欧洲观察站，已将技术的严密性与政治现

实相结合；

– 出现这种令人满意的局面，无疑是因为公法

顾委的委员们既是非常合格的技术专家，又是了解

各国在执行各自接受约束的条约时可能遇到的政策

和行政限制的实践者；160

– 这一先例似乎表明，一种不会形成任何强制

性甚至正式决定的合作机制，也能产生令人满意并

且具有实效的结果。

159 见Cede (上文脚注55)，第30至第34页。
160 Cede认为：“司法裁决或条约监督机构的 ‘意见’ 通常不

太重视具体条约义务的政治背景，而审查某项特定保留可能产

生的问题，通常是由代表各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们在一个全面的

背景下进行的” (同上，第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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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留和反对保留方面的协助机制

95. 基于上述所有考虑，委员会似可提议建立

一个具备以下特点的保留和反对保留协助机制。

96. 首先，这应当是一个灵活机制，对该机制

的援引以及其提出的建议原则上不应是强制性的 (但
有一项谅解，即国家和国际组织就一条约的保留之

解释、允许性和效力存在争端时，应有权诉诸该机制，

并于恰当时，酌情承诺将《实践指南》所载准则视为

解决争端之必须 )。

97. 其次，这样一种机制应具备双重功能：一

方面协助解决保留领域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在保

留以及对保留的反应领域提供技术咨询。

98. 第三，这种协助应由根据国际公法特别是

条约法领域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任命的政府专家

提供。这一机制应该是一个小规模的机构 (不超过十

个成员，仅在有需要时才就位 )，并配备一个极其小

型的秘书处。

99. 第四，不应要求该机制向并非《维也纳公约》

当事国的国家完全强行推行该《公约》的规则，或《实

践指南》中的非强制性准则。但该机制会对这些条款

及准则予以充分的考虑。

100. 不过，问题在于这方面的建议是应当由委

员会直接向各国和国际组织提出，还是向大会提出。

虽然就保留对话而言，特别报告员选择的是前一种

方式，161 但在他看来，对于本建议而言，似乎并无必

要在两种解决办法之间作出选择；可采用一种中性的

措辞，由大会决定相关后续行动。

101. 有鉴于此，邀请委员会通过的建议草案可

表述如下：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保留领域技术援助和协助解

决争端的建议草案

“国际法委员会，

“完成了保留领域《实践指南》的编订工作，

161 见上文第68段。

“意识到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解释、评估允许

性以及运用保留和对保留的反对时遇到困难，

“格外关注各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的原则，

“确信作为通过《实践指南》的补充，应创建

一个灵活机制，协助在执行对保留适用的法律

规则时遇到困难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1. 回顾在保留或对保留的反对的解释、

允许性或效果方面各持己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有义务首先通过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制裁、

司法解决、求助区域机构或协定等途径或者自

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与任何国际争端一样，

寻找解决此类争端的办法；

“2. 建议在保留和反对保留领域建立一个

提供协助的机制，以及

“3. 提议这一机制可展现本建议附件所述

的特点。

“附件

“1. 在保留和反对保留领域建立一个提供

协助的机制。

“2. 该机制由十名根据国际公法特别是条

约法领域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挑选的政府专

家组成。

“3. 该机制视需要举行会议，审查有关国

家或国际组织向其提交的与保留、反对保留或

接受保留的解释、允许性或效果有关的问题，

并可为此目的向寻求其帮助的国家提议解决分

歧的办法。保留争端的当事国或国际组织可承

诺接受该机制的提议，并视之为解决争端所 
必须。

“4. 该机制还可从技术上协助一国或一国

际组织提出对条约的保留，或者对其他国家或

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作出反对。

“5. 为制定提议，该机制将考虑1969
年、1978年和1986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

载与保留有关的条款，以及《实践指南》所载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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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指出委员会的

工作不一定要体现为最终成为正式公约的条款草案；

并表示倾向于通过一项更加灵活、而且与《维也纳公

约》中有关保留的现有条款更为协调的文书。162 在针

对第一次报告的讨论期间，委员会核准了这一处理

办法，并认可了特别报告员就这一事项得出的结论：

487. 最后，特别报告员用以下方式归纳了他从委员会关

于这个专题的讨论中得出的结论：

……

(b) 委员会应通过一项关于保留的实践指南。根据委员

会章程和习惯做法，这一指南将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其中

各条款加上评注，将构成可指导各国和国际组织在保留方面

的实践的指导性原则；这些条款将酌情附上示范条款；
[163]

(c) 上述安排应作灵活解释，而且，委员会如果认为应

作大幅修正，可就其工作成果可能具有的形式向大会呈交新

的提议；

(d) 委员会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认为1969年、1978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相关条款不应改动。

3. 一般性结论

488. 委员会认为，上述结论构成了大会第48/31号和第

49/51号决议所要求的初步研究的成果。164

这些结论从未遭受委员会质疑，并且已获得大

会第六委员会几乎所有代表团的核准。165

103. 然而，大会第六委员会内部就“对条约的

保留” 专题进行的辩论常常表明，各国代表们对委员

会的目标或《实践指南》的确切目的不甚了解。而且，

即使在委员会内部，有时也显示有些委员未能与委

员会大部分委员和特别报告员一样，理解相关的一

般概念。

104. 为设法消除这些误解，有人建议在《实践

指南》开头部分列入以下关于其形式、目的和使用方

法的详细说明。

162 见《1995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第 一 部 分 )，A/
CN.4/470号文件，第170至第182段。

163 在《实践指南》中列入示范条款的做法最终被否决了。
164 《199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4页，第

487和第488段。
165 见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专题辩论摘要

(A/CN.4/472/Add.1)，第147段；以及大会1995年12月11日第

50/45号决议，第4段。

105. 建议为《实践指南》增加一份导言，对《实

践指南》作出总体介绍并方便其使用。该导言的表述

方式与准则评注或该《指南》不同部分或章节的总评

注相同，可措辞如下：166

“导言

“1. 《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由国际法委

员会通过的准则组成，其内容及评注载录于下

文。评注是该《指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

准则作了阐述和说明，是准则不可或缺的一项补

充。在这一技术性极强且格外复杂的领域，任

何概述，无论篇幅几何，都不可能涵盖所有可

能出现的问题，也不可能为从业者提供所有对

其可能有所助益的说明。167

“2. 如其标题所示，《实践指南》的目的是

向经常遇到敏感问题的国际法从业者提供帮助，

无论他们是决策者、外交官还是律师 (包括在各

国法院和专门法庭辩护的律师 )。这些敏感问题

通常涉及对条约的保留的允许性和效力，1969
年、1986年和1978年《维也纳公约》所载的规则

在这方面留有空白，并且往往模糊不清—在少

数情况下还涉及几部《维也纳公约》均未提及的

就条约规定作出的解释性声明。与经常性的猜

测相反，本《指南》的目的不是—或不只是—

为读者提供指南，使其能够理解这一领域过去

(而且通常不够明确 )的实践，而是要引导使用

者采取与现行规则相符的解决办法 (在存有现行

规则之处或者最适合逐渐发展这些规则的解决

办法。

“3. 在这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作为文

书或 ‘正式渊源’，《实践指南》不具有任何强制

性质，但准则中规定的各项规范以及其中体现

的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程度有着极大的不同：168

166 如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可将该使用说明草案提交在委

员会2011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之初设立的对条约的保留问题工

作组。如若不然，也可将该草案列入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

作报告，在通过该报告的全体会议上对之进行审议。
167 本《指南》共有199 [180]条准则。
168 其范围过于广泛，且准则在不同类别之间的分布又太不

准确，因此无法按照大会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所反复提出的建

议，及其他建议，将反映现行法的准则和反映拟议法的准则区

分开来。

第三章

《实践指南》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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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准则只是转录《维也纳公约》的规

定，而这些规定所阐述的规范是无可争议的 169  
—要么是在列入《公约》时便已无可争议，170  
要么是在其后变得无可争议；171 这些条款尽管不

具有强制性，但对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都具有

约束力，无论其是否《公约》当事方；

“– 《维也纳公约》中列出的其他规则虽对

《公约》当事方有约束力，但其习惯性质并非无

可争议；172 在《实践指南》中予以转录，应有助

于将它们确立为习惯规则；

“– 《实践指南》中的有些准则是对未述及执

行方式的《公约》规定的补充，但这些规则本身

具有无可争议的习惯性质，173 或者出于明显的逻

辑原因是必要的；174

“– 有些准则述及《公约》对之保持缄默的一

些问题，但确立的规则显然具有习惯性质；175

“– 准则中所列规则有时是对拟议法的明确

阐述，176 有时是以在《维也纳公约》边缘发展出

来的实践为依据；177

169 例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提出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

旨的保留这一基本规则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条规则是在1969
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19条 (c)项中提出的，准则3.1作
了转录。

170 例如，见准则2.5.1 (撤回保留 )，其中转载了1969年和

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2条第1款和第23条第4款各自阐述

的规则。
171 准则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 )比照复

述了两部《维也纳公约》的第23条第2款，其中所述规则似乎

自1969年《公约》通过之后就已获得此种习惯性质。
172 准则2.1.3 (提出保留 [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的代表 ])、

比照复述了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7和第23条措辞的准则

2.1.5 (保留的告知 )，或准则2.6.13 [2.6.12] (提出反对的期限 )，
就大体属于这种情况。

173 准则3.1.2所“明确规定” 的保留定义，就可以被认为具

有习惯性质。另见准则3.1.13 [3.1.5.7]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

督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条款的保留 )。
174 例如，见准则2.8.2 [2.8.7] (一致接受保留 )，其中采用了

1969年和1986年《公约》第20条第3款的明显结论。
175 例如，见准则4.4.2 (对源于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权利和义

务不产生效果 )。
176 例如，见准则1.2.2 [1.2.1] (联合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或

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
177 例如，见准则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或

4.3.6 [4.3.7] (反对对保留所涉条款以外各项条约条款的效

果—— “中等效果” 的反对 )。

“– 还有一些准则只是单纯的建议，仅仅是

出于鼓励的目的。178

“4. 这最后一类准则凸显了《实践指南》的

主要特点之一。此类规定在有意酌情转换为条

约的传统条款草案中本无位置，因为条约不能

用条件式措辞。179 不过，这里的情况有些不同：

正如其名称与 ‘准则’ 一词所显示的，这不是一

份强制性文书，而是一本随身备查的指南，是

条约谈判各方和负责条约执行者的 ‘工具箱’，用

以寻找在保留、以及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反

应方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答案，其基于的一

项理解是这些答案在实在法中的明确程度要视

问题而定，而且在评注中指出了在解决办法的

可靠性或适当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疑问。

“5. 鉴于这些特点，毫无疑问，《实践指南》

所述规则绝不妨碍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商议排

除那些在他们看来不适合某项条约宗旨的规则。

与维也纳规则本身一样，《实践指南》所述规则

充其量只是备用性和自愿的。鉴于这些准则无一

具有约束性或强行法性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所有相关国家 (或国际组织 )同意，就可以

对其进行克减。

“6. 根据1995年达成且迄今从未遭受质疑

的一项共识，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拟订《实

践指南》时更改或偏离1969年、1978年和1986
年《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180 实际上《实践指

南》将这三部《公约》都包括在内。但这也对《实

践指南》的概念本身，特别是对准则的评注产生

了影响。

“7. 既然打算维护和适用维也纳规则，就

有必要对其作出澄清。正因为如此，评注大量

转录了三部《公约》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说明

相关含义并解释其中的空白。

178 这些准则总是以条件式措辞起草；例如，见准则2.1.9 
[2.1.2] (说明理由 ) [说明保留的理由 ]或2.5.3 (定期审查保留

的功用 )。
179 其中可能有例外；见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拉姆萨尔签

订的《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第7
条或者《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第16条；这些例外很少说明

理由。
180 《199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4页，第

4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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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体而言，评注篇幅很长而且内容详

细。除对各《维也纳公约》的准备工作进行分析

之外，还介绍了相关的判例、实践和法理，181 并
对最终采用的措辞作出了说明；这些评注举出了

众多实例，因其篇幅之长而常常遭致批评，但

考虑到有关问题的技术性很强且性质复杂，又

似乎不得不如此。委员会希望对于可能出现的

任何问题，从业者都能切实从中找到答案。182

“9. 然而，只有在准则的案文本身没有给

出问题答案 (或者在某一特定情形中难以解释 )
的情况下，才需要阅读评注。正因为如此，在《实

践指南》的开头部分列出的准则是不带评注的。

使用者首先要参考的是准则的标题，这些标题

尽可能清晰地给出了准则的内容。183

“10. 本《实践指南》共分为五个部分 (编号

为一至五 )，按照逻辑顺序排列： 

“– 第一部分述及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以及两类单方面声明的区别，还对一些针对条约

作出的既不构成保留、也不构成解释性声明的

单方面声明以及可能的相关备选办法作了介绍。

正如准则1.6 [1.8]所明示，‘[这些 ]定义，不妨

碍这些声明……的有效性和 [法律 ]效力’；

“– 第二部分述及在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以及

相关反应 (对保留的反对和接受；对解释性声明

的赞同、重新定性和反对 )领域应当遵循的形式

和程序；

“– 第三部分述及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以及相

关反应的允许性，阐述了评估这些允许性的标

181 鉴于从将本专题列入委员会议程到《实践指南》的最终

通过经历了相当长时间，这些评注经过复审，已尽可能地更新

至2010年12月31日。
182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坚持在评注中保留一些重

复，以便于查询和使用《实践指南》。
183 在2011年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第一会期举行会议的

保留问题工作组对这一方面尤其关注。

准，并针对各国在评估允许性时最容易出现分

歧的各类保留，通过附有评注的实例对相关标

准作了说明；一些准则还明确阐述了评估保留允

许性的方式和保留不允许的后果；

“– 第四部分述及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产生的

法律效果，按照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经

接受即告 ‘成立’ )与否加以阐述；这一部分还分

析了反对或接受保留的效果； 

“– 第五部分对197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

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中唯一述及保留的条

款，即关于国家继承情况下新独立国家处理保

留的方式的第20条，作了补充和延伸，并添加

了国家合并和分离情况下的解决办法；这最后一

部分还述及了与国家继承有关的反对或接受保

留以及解释性声明提出的问题；

“– 最后，两个附件转录了委员会通过的关

于保留对话以及关于保留领域技术援助和协助

解决争端的建议案文。

“11. 在每一部分中，准则均按节排列 (开头

是由两个数字组成的编号，第一个数字代表哪一

部分，第二个数字代表该部分中的哪一节 )。184  
原则上，每一节内的准则都是用三个数字编号。”185

184 例如，第3.4节述及“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数字

3指第三部分，数字4指该部分第4节。当一节的开头是一项性

质十分笼统的准则，并且涉及该节的全部内容时，这项准则的

标题和编号都与该节本身相同 (例如准则3.5 “解释性声明的

允许性”)。
185 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准则是用于通过实例说明确定保

留是否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方式 (例如准则3.1.6 [3.1.5]的主

题 )时，这些说明性的准则的编号由4个数字组成。例如，在准

则3.1.6.1 [3.1.5.2] (含糊或笼统的保留 )中，数字3指第三部分，

第一个数字1指的是该部分第1节 (允许的保留 )，数字6 [5]指
更为笼统的准则3.1.6 [3.1.5] (条约目的和宗旨的确定 )，而第

二个数字1指的是这是用于说明该准则的第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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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上

暂时通过了构成《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整套准

则。1 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委员会表示打算在2011
年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通过《实践指南》最终版本，

并将为此顾及各国、国际组织和委员会业务合作机构

自这个专题开始审议以来提出的意见，以及委员会

秘书处在2011年1月31日前收到的任何进一步意见。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还在报告中表示，尤

其欢迎各国和国际组织就该年通过的准则发表评论，

并特别提请注意《实践指南》第4.2节 (成立的保留的

效果 )和第4.5节 (无效保留的后果 )中的准则。2

2. 大会在2010年12月6日第65/26号决议第3
段中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就“对条约的保留” 专题的

各个方面，尤其是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第三

章所列涉及这个专题的所有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对

委员会而言很重要。大会还在同一决议第4段中邀请

1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5段。委

员会暂时通过的整套准则案文转载于报告第105段，其中的脚

注对委员会历次报告中所转录的、构成《实践指南》的各条准

则的评注的相关部分作了引述。
2 同上，第25段。

各国政府在2011年1月31日前，就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构成《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

全套准则向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任何进一步意见，以

期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为《指南》形成定稿。

3. 本报告转录了委员会秘书处从下列各国政府

收到的评论和意见：澳大利亚 (2011年1月31日 )；奥

地利 (2011年2月9日 )；孟加拉国 (2011年1月17日 )；
萨尔瓦多 (2011年1月6日 )；芬兰 (2011年1月31日 )；
法国 (2011年3月4日 )；德国 (2011年1月31日 )；马来

西亚 (2011年3月17日 )；新西兰 (2011年3月23日 )；
挪威 (2011年2月1日 )；葡萄牙 (2011年1月6日 )；大

韩民国 (2011年2月15日 )；瑞士 (2011年2月1日 )；联
合王国 (2011年2月23日 )和美国 (2011年2月14日 )。

4. 下文转录的评论和意见将按主题排列，先是

一般性评论和意见，然后是针对《实践指南》具体章

节和具体准则的评论和意见。3

3 在本文中，《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下文被称作“1969年
《维也纳公约》”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被称作“1978年《维也纳公约》”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

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的维也纳公约》则被称作“1986年《维也纳

公约》”。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A. 一般性评论和意见

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欢迎委员会在2010年第六十二届

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构成《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

准则。澳大利亚感谢委员会开展工作，制订准则并

反映在委员会的报告中。澳大利亚认为，准则澄清

了条约法中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即保留及其接受或

反对的效果问题，将在各国确立和维持条约关系方

面切实发挥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现行准则的形式存

有若干关切，希望下文的评论能帮助委员会最终确

定这些准则。

2. 澳大利亚对委员会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表示

祝贺。希望这些评论能在委员会设法最终确定这些

准则时有所帮助，以期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这

些准则。委员会的《实践指南》及其评注，必将对各

国和国际组织大有助益。

奥地利

1. 奥地利此前在大会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就委

员会关于“对条约的保留” 专题的工作发表的陈述仍

然反映奥地利的详细立场。当前的评论将侧重于奥

地利从今天的角度，整体看待这些准则时认为特别

重要的领域。此外，奥地利还就委员会特别要求各

国发表评论的若干准则提出了意见。

2. 政府涉外部门和国际组织法律部门的工作者

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份关于保留的简明指南。至于

准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奥地利想要知道会不会难以

操作，因为这些准则非常详尽，而且存在许多交叉

索引。准则越复杂，实践中就越不容易被接受和应用。

奥地利因此建议就如何提高准则的使用性作进一步

思考，并大力鼓励委员会精简现行准则。总的说来，

奥地利建议对成立的、允许的和有效的保留的概念，

包括其法律效力以及相关反应对其产生的效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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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晰的界定与区分。此外，如能明确哪些准则是

用于澄清1969年《维也纳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性准

则，而哪些准则是超出《维也纳公约》义务的新建议，

将会大有助益。

孟加拉国

1. 保留问题是条约法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虽

然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已就保留的条件和

后果作了相当清晰的阐述，但正如随后的发展中所

显示的那样，许多方面依然含糊不清。这尤其关系

到其他当事方对不可允许和无效的保留作出反应和

提出反对的情况。委员会着手处理这一事项，以国

家的意图和实践为主要依据，对这些及其他一些问

题作出说明，是正确的。

2. 委员会在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中提

出的准则，非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项公约中有关

保留的规定。

芬兰

1. 芬兰政府感谢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
莱潜心研究对条约的保留这个专题，感谢委员会提

供就《实践指南》的准则发表评论的机会。芬兰对不

允许的保留问题格外关注，以下将着重针对这个重

要问题发表意见。

2. 芬兰再次感谢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为编写这

些准则所开展的专家工作，期待着今年晚些时候通

过准则的最终版本。

法国

1. 首先，法国要再次赞扬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

员就这个专题所展开的优质与深入工作。《对条约的

保留实践指南》将成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一项基本实

践工具。

2. 法国非常关注委员会就这个专题开展的工

作，并在整个过程中，在大会第六委员会的会议上

发表了口头意见。在下文中，秘书长将看到法国根

据前述要求，就2010年委员会一读时暂时通过的构

成《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准则案文所发表的评

论和意见。

3. 法国认为有必要在这项为期15年的工作即

将结束之际，回顾一下法国对《实践指南》的总体评

价以及其在第六委员会就准则所发表的评论。

4. 法国一贯拥护载入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

保留制度，对委员会决定以这项制度为模板，并填

补其空白而非提出质疑表示欢迎；维也纳制度似乎确

实适合于所有类型的条约，不论其目的或宗旨为何，

包括与人权有关的条约。由此，《实践指南》对《维也

纳公约》中有关对条约的保留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至

第二十三条 )作了珍贵的补充。

5. 《实践指南》的目标是向各国提供帮助，但

这一工作最终不会形成一部国际公约。法国重申其

强烈倾向制订一份能使各国如愿借鉴并在认为必要

时进行引述的文件。

6. 正如法国代表团已在第六委员会上所提到

的，法文中的“directive (准则 )” 一词似乎并非描述一

项非约束性实践指南各项规定的最适当用语。“lignes 
directrices (指导原则 )” 这一表述似乎更为令人满意。

7. 除了这些一般意见之外，法国还想回顾就若

干准则发表的更为具体的评论，这些评论已在2011
年作了更新。不过，从现在起到委员会二读时完成

关于《实践指南》的工作之前，法国保留对若干准则

进行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德国

德国对委员会在处理对条约的保留这一复杂问

题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非常赞赏。委员会关于这

一专题的准则草案和报告，今后将会成为一本对国

际判例、国家实践和文献的综合手册。这些报告和《实

践指南》所载的深入分析，已经为澄清这个领域的许

多法律和学术争论提供了帮助。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承认，1969年、1978年和1986年
《维也纳公约》虽然确立了有关对条约的保留的核心

原则，但对保留对条约生效的效果、与一些条约特

定目的有关的问题、对编纂条约的保留以及特定条

约手段产生的问题却未置一词。因此，马来西亚赞

赏委员会为澄清和进一步制定有关这些事项的指导

原则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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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支持委员会就《实践指

南》所开展的工作。准则的具体化已经显示，这些准

则将有助于各国提出和解释对条约的保留。马来西亚

注意到，在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已

暂时通过了《实践指南》的一整套准则。马来西亚还

回顾此前向各国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就2010年暂时通

过的一整套草案发表意见的邀请。马来西亚由此赞赏

委员会给予各国和国际组织进一步发表意见的机会，

并认为只有在各国尽力就准则对国家实践的效果提

供评论和实践事例的情况下，委员会才能制定一套

被普遍接受的准则。

3. 马来西亚想重申在大会第六十四届和第

六十五届会议上提出的与国际组织有关的观点。在

这方面，既然国际组织制订条约的权力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规定以及给予国际组

织的任务授权，国际组织就不一定拥有与国家相同

的权力或责任。因此，马来西亚认为应就国际组织

制订一项单独针对这些组织的制度，不应在这种情

况下将这一制度作为准则的组成部分。

4. 马来西亚还想提醒委员会注意，在此之前，

各国仅能就委员会所提供的准则进行研究。马来西

亚认为，应该对这一事项的准则进行整体解读，确

保将所有关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些

关切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鉴于有关准则的工作

已经持续了12年，而整套暂时通过的准则直到最近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才提交各国研究，这一点就

变得尤其重要。不过，考虑到真正从整体上审议准

则的时间有限，马来西亚希望保留就所有准则进行

进一步陈述的权利。

5. 就此，马来西亚希望借此机会敦促所有国家

分享与此专题有关的宝贵看法，以改进当前关于对

条约的保留的国际制度，并协助委员会完成准则。

新西兰

1. 新西兰赞赏在《实践指南》背后开展的大量

工作，并希望对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莱表示感谢。

2. 在条约法的这个复杂方面，《实践指南》将

成为各国一个极其宝贵的资源。不过，新西兰明白

它只是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个

实际适用指南，并无意对《公约》进行修改。

3. 新西兰对有机会就委员会的《实践指南》作

出评论表示赞赏，并对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感谢。

挪威

1. 挪威认为，特别报告员阿兰 · 佩莱在“对条

约的保留” 专题下完成的工作可谓质量上乘。其成果

将标志着委员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之完结。挪

威相信，委员会通过的准则和特别报告员编写的报

告将对各国和国际组织大有助益。

2. 挪威认为，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关于本专题

的工作以及就此制订的一套准则已经足够明晰，而且

建立在谨慎平衡的基础之上，因此应可帮助各国今后

开展有关保留问题的实践。挪威认为，当前的案文

仍有微调的余地，但已经为2011年委员会第六十三

届会议期间审议并最终通过《实践指南》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葡萄牙

1.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

的全套准则，这令人赞叹。葡萄牙对佩莱先生为本

专题作出的贡献以及他高质量的工作表示赞赏。这

一杰作将为各国和国际组织处理复杂的保留问题提

供最大程度的帮助。

2. 葡萄牙非常支持整部《实践指南》。在回复委

员会要求各国就准则发表意见的邀请时，葡萄牙将

就其认为可能值得委员会在通过《实践指南》前作最

后一次审议的问题，发表一些具体的评论。

大韩民国

1. 大韩民国对大约27项多边条约作出了保留，

其中24项条约仍然有效。

2. 这些保留可分为几类：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的特殊情况；与外国政府的对等性；与国内

立法的统一；排除国内为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工作

国民的特权或豁免；以及减轻严重妨碍国家利益的

责任。

瑞士 

1. 瑞士首先要向委员会表示感谢，赞赏委员会

正在完成的这一重大工程。瑞士相信，《实践指南》

将对条约法的发展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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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士强调其意见绝不应被理解为是对委员会

工作的批评，而是对《实践指南》的建设性贡献，期

待这项工作可以在近期得以完成。

联合王国 

1. 联合王国感谢并祝贺佩莱教授和起草委员会

为这些准则和评注所作的工作。这16次报告收集了

丰富的资料和实践，并设法为一系列复杂问题制定出

实用的做法。多年来，联合王国在委员会的辩论中

发表了各种评论，希望委员会能够考虑到这些评论。

这份说明将重申联合王国的一些主要意见，并从整

体的角度对整个工作进行了一些新的评论。

2. “实践指南” 这一标题不够明确，需加以澄清；

这是一份关于所应遵循的实践的指南，也就是说，这

些实践不论新旧，都是一些被视为可取的做法。大

会和特别报告员声明准则是为了“[指导 ]各国和国际

组织在保留方面的实践”，即确认了这一点。

3. 评注中应当有一个介绍性章节，阐述已经采

取的处理办法以及意欲给予准则的宗旨和 /或法律地

位。尤其要清晰地说明，准则以委员会对实践的研

究为基础，构成对各国的指导，但其本身并非规范

性声明。在这样一个介绍性章节中，也可饶有帮助地

纳入一条关于《指南》与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

约》的关系的说明。联合王国的理解是，《实践指南》

的意图是就《维也纳公约》框架的实际操作提供指导，

例如就这一框架的适用和解释作出指导，并在必要

时提供指导予以增补，但无意对其进行修正。

4. 此外，如同委员会兼具编纂和逐渐发展内容

的文书所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指南》中的有些部

分是对现有实践的叙述，有些则是为新的实践提出

了建议。联合王国不认为本《实践指南》构成现行法。

对于有关新做法的提议，应当有一个介绍性章节，清

晰说明此类建议的意图只是为今后的实践提供指导，

对不与此类建议一致的任何现有实践，没有任何影

响。联合王国还认为，委员会应在每一项准则的评

注中说明准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有实践或构成有

关新做法的建议。

5. 还有一条总体意见涉及的是准则的预期使用

者。本准则相当复杂，对术语作了一些细致的区分 (例
如“允许性 (permissibility)” 和“有效性 (validity)”；“提
出 (formulation)” 和“确立 (establishment)”；“反对 (objec-
tions)”、“反应 (reactions)” 和“反对 (oppositions)” )。联

合王国虽然完全领会得到该专题的复杂性，但认为

如果案文过于复杂，可能会有失去大众读者的危险，

并因此剥夺了这项工作不容置疑的实用性。联合王

国因此促请委员会尽可能地设法简化案文，以确保

其最大限度地得到理解和使用 (例如，见下文关于“有
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的评论以及关于继承的第五章 )。

6. 与这项工作的实践取向一致，联合王国支持

委员会为部分准则附上示范条款 (以及关于其使用方

法的适当指导 )的处理办法。确实，联合王国促请委

员会设法在整个《指南》中更加连贯地提供示范条款，

因为这将增进这项工作的实用性，也有助于使各国

的实践更为清楚明了。

7. 最后，联合王国注意到在这些准则中，更笼

统而言是在对条约的保留这个专题中，问题的真正关

键是准则4.5.2所述的无效保留的地位。联合王国注

意到各国在2010年委员会辩论时发表的看法，并将

在下文谈到这个问题时 [见下文就准则4.5.2发表的意

见 ]更充分地阐述我们在第六委员会表达过的观点。

美国 

1. 美国向特别报告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特别

报告员所完成的令人钦佩的工作，已经体现在暂时

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准则中。在对委员会暂时通过

的《实践指南》作进一步审查后，佩莱先生和委员会

为其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是显而易见的。美国非常感

谢能有机会就准则及其评注提出进一步意见。下述

评论的目的是进一步详述美国在大会第六十五届会

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特别涉及那些我们

大力鼓励委员会做进一步审议的问题—并在委员

会最终通过《实践指南》之前为其完善提供一些技术

性建议。

2. 对解释性声明、特别是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

处理是美国最为关切的事项之一。关于笼统意义上

的解释性声明，美国不支持按照现有提议创建一个

刻板的体系，原因是美国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各国

目前使用的这类声明的灵活性。

3. 美国还想就准则提出若干技术性问题和评

论。关于所拟议的准则在什么情况下反映了现有的国

家实践，又在什么情况下超越了现有国家实践，美

国支持委员会屡次为澄清这一点所做出的努力。美

国继续鼓励委员会在整套准则中澄清它的做法。



40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4. 虽然准则的拟订已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但美

国仍大力鼓励委员会在结束这项工作前再次适当考

虑美国的评论以及其他国家提出的问题。最后，虽

然美国的评论已经突出显示了美国对准则的几个主

要余留关切，但美国仍将继续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并

酌情提出任何补充评论。

B. 关于《实践指南》具体章节和

具体准则草案的评论和意见

第1节 (定义 )

法国

1. 保留的定义与保留的“允许性” 条件不能混

淆。将单方面声明界定为保留，显然不妨碍其“允许

性”。只有在单方面声明被认为构成保留时，才可以

评估其“允许性”。有些单方面声明很明显就是保留。

它们未必为其所涉条约所允许，但这是一个不同的

问题。

2. 特别报告员为定义概念开展了工作，法国对

这一处理方法表示欢迎。目前提出的许多问题的起源

都是定义的不确定性，应当予以澄清。对“保留” 和“解
释性声明” 作出的区分十分重要，但对迄今为止很少

或是未充分定义的其他类型的行为，与保留之间的

区分也是有益的。鉴于当前研究的重点是定义，那

么以最严苛的方式使用法学用语似乎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是“保留” 一词只能用于描述符合准则1.1有关定

义之明确标准的声明。当前开展的定义工作特别重

要，并将决定保留制度的适用范围。尽管如此，需

要强调的是，任何新通过的准则都必须是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十九至第二十三条的补充，而不是对其

本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准则1.1 (保留的定义 )

法国

1. 保留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时，以书面形式提出的一种单方面文书 (单方面

声明 )，其目的是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的法律

效力。尽管第一个标准 (以书面形式提出的一种单方

面文书 )不会引起特别问题，但其他两个标准 (时间

和目的 )则无疑会导致问题。关于时间，似有必要阻

止国家或国际组织不论何时提出保留，因为这会导致

条约关系产生严重的法律不确定性。因此，起草一份

关于何时可提出保留的详尽且严谨的清单是至关重

要的。《维也纳公约》所采用的定义没有做到这一点，

有些假定的场景被忽略掉了。关于目的，可以认为

保留是为了限制、更改、有时甚至排除条约中某些

规定的法律效力。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采用的定

义似已包含所有这些场景，但最好用“限制 (restrict)”
一词替换“更改 (modify)”，因为更改法律效力即引起

一种限制。

2. 显然最好从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角度对保留方

作出区分，以避免任何混淆。例如，正式确认文书只

涉及国际组织，而不涉及国家；而批准涉及国家，而

非国际组织。因此，有必要用两个段落，分别叙述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情况。

3. 委员会关于保留的定义似已足够详尽，并因

此对相关国际文书作了有效补充。

准则1.1.1 (保留的目的 )

法国

1. 法国完全同意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措辞，即保

留可针对条约中的一条或多条规定，还可更加笼统

地针对国家或国际组织打算执行条约的方式。倘若

保留涉及相关条约的多条或数条规定，就可以认为

其具有笼统的范围。这个问题与保留的定义有关，而

与保留的允许性无关。然而，当一国作出此类保留时，

该国对有效执行条约的承诺、诚意和意愿，必然会

受到质疑。在实践中，引起异议最多的保留不是那

些涉及条约一条或几条规定的保留，而是更为笼统

的保留。

2. 法国赞成这条准则。全面保留，即依据其措

辞无法与特定条约规定联系起来但却不影响条约宗

旨的保留，就此得到了考虑。这些保留的有用性已

在实践中有所体现，有必要将其与掏空条约义务的

笼统的保留作出区分。

3. 准则1.1.5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和
准则1.1.6 (旨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就内

容而言是令人满意的。不过还是可以问一下，通过两

条单独的准则来表述这一内容是否真的有必要。与

准则1.4.1 (旨在作出单方面承诺的声明 )和准则1.4.2 
(旨在增添条约内容 )一样，这两条准则就有关保留

定义的准则1.1和保指明留目的的准则1.1.1中使用的

“更改” 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澄清。所有这些规定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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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在保留的定义中，“更改” 一词不可被理解为意

图扩大保留国在条约项下的义务或权利。除非保留所

引入的更改确立的是一种等量的义务履行方式，否则

就意味着对承诺的限制。因此，似可将准则1.1.5和
1.1.6纳入关于保留目的准则1.1.1中，成为新的两款。

准则1.1.3 (有领土范围的保留 )

法国

特别报告员就其所指“有领土范围的保留” 这一

复杂且富有争议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实

际上，如果单方面声明的目的确实是排除或更改条约

中某些规定对某一领土的法律效力，那么该声明就必

须被视为保留。因此，一国如果提出一项涉及条约

属地适用的声明，即可被视为已对该条约作出保留。

1969年《维也纳公约》没有规定保留只能针对条约的

属事适用。保留毫无疑问可以针对条约的属地适用。

在特别报告员设想的场景中，一国同意接受条约的

整体属事适用，除非涉及受该国管辖的一处或多处

领土。如果没有此类保留，条约就依据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九条—其中规定除非条约表示不同

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拘束力

及于其全部领土的原则—对成为其当事方的国家

的全部领土适用。一方面，该条不禁止国家限制其

承诺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该条也不妨碍国家所

作声明的法律定性问题。“有领土范围的保留” 不必

由条约明文准许。对《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的解

读不应过于狭隘。

新西兰

1. 新西兰希望就准则1.1.3 [1.1.8]作出具体评

论。新西兰不认为该准则准确反映了关于条约义务

扩展至领土的既有国家实践。

2. 在整个二十世纪，新西兰都对若干领土负有

国际责任。相关领土包括库克群岛、纽埃、托克劳和

前托管领土西萨摩亚。自1962年1月1日以来，萨摩

亚已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承担起缔约责

任。库克群岛和纽埃在联合国监督下开展自决行动，

成为与新西兰自由结合的自治体，并自行发展出单

独的缔约能力。1 托克劳仍是联合国非自治领土清单

上的一员 (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了两次全民投票，但

都未达到使托克劳成为与新西兰自由结合的自治体

所需的多数票数 )。

3. 多年来，新西兰曾在许多场合就条约对这些

领土的适用问题发表声明，甚至在保留被明示禁止

或限制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新西兰同意，针对条约

的领土适用提出的意图只将条约一部分适用于某一

领土的声明，可被视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

丁款所指的保留。但新西兰不支持将旨在排除整个

条约对某一领土的适用的声明定性为保留。新西兰

认为，此类声明不涉及条约对新西兰适用时的法律

效力，而只是确定如何以该条约为目的，对“新西兰

领土” 一词进行解释。条约规定的法律义务在新西兰

履行义务的范围内，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新西兰认为，

排除整个条约对某一领土适用的声明，只就条约的领

土适用确立了《公约》第29条所述的“不同意思”，并

将条约的适用整个排除在所涉领土之外。

4. 将排除领土的声明视为保留，不仅有违长期

确立的国家实践和联合国条约实践，还会带来与联合

国支持的政策目标相左的实际效果。例如，在托克

劳的情况中，意味着要么 (a) 新西兰将无法成为条约

的当事方，除非托克劳准备接受该条约约束，要么

(b) 新西兰的决定将被强加于托克劳，而这有违托克

劳与新西兰之间的宪法和行政安排，关于这一安排，

新西兰仍在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向联合国

提交报告。

5. 新西兰的理解是，对领土国际事务负有责

任的其他国家的实践 (例如丹麦、荷兰和联合王国 )，
与新西兰的实践基本一致。

1 在1988年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中，新西兰告知自即日

起，所有新西兰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条约都不

延伸适用至库克群岛或纽埃，除非该明确表明该条约是代表

库克群岛或纽埃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

联合王国

1. 联合王国曾于1999年就该准则作了大量评

论，并在此维持其强烈关切。联合王国认为，一条

有关条约的领土适用范围的声明，并不构成对该条

约的保留。如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丁款所清

楚表明的，声明或陈述如果“意图摈除或更改条约中

若干规定*对 [有关国家 ]适用时之法律效果”，即构

成保留。因此，完全排除条约对某一领土适用的声

明或陈述由于不涉及条约规定的法律效力，并不构

成保留。更确切地说，其目的是排除《公约》第29条
所列关于领土适用的“备用规则” (不属于关于保留的

第二部分第2节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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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

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这一规定的大意很清楚，那就是除非确立不同

意向，条约对当事方的非本土领土和本土领土都将

具有约束力。

2. 联合王国认为，一国在批准时就批准文书的

范围或领土效力作出声明，是一种已在国家实践中

得到长期认可的程序做法，这明示确立了《维也纳公

约》第29条所述的“不同意思”，这一做法的基本特

征如下：

(a) 当多边条约不含有关领土适用的明确条款

时，联合王国以及一些拥有非本土内部自治领土的

其他国家 (例如丹麦、荷兰和新西兰 )的做法是在批

准文书或附带声明中指明条约所适用的领土 (或者在

少数情况下，指明条约不适用的领土 )；

(b) 当批准时未指明的非本土领土后来希望加

入该条约时，需就此单独向保存人发出通知；

(c) 当有关条约禁止保留或将保留限制于具体

条款时，做法相同。

3. 联合王国已在1999年提交给委员会的意见

中引述了有关这一实践的若干实例。联合王国尚未

听说有哪个国家针对另一国在批准文书中就条约的

领土适用提出的声明或措辞形式作出反陈述或表达

反对意见 (除了以争取主权主张为由，对列入某个具

体指明的领土提出质疑的情况 )。

4. 就未述及领土适用的多边条约来说，联合王

国 (至少自1967年以来 )的一贯做法是在批准书 (或
加入书 )中指明批准 (或加入 )的条约所涉及的领土。

联合王国可在晚些时候通过向保存机构发出单独通

知的形式，将领土纳入 (或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

联合国在行使保存职能时，也将这类“声明” 与“保留”

进行了区别对待。

准则1.1.5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1.1.6 (旨
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和1.1.8 (根据排

除条款作出的保留 )

马来西亚

关于准则1.1.5、1.1.6和1.1.8，马来西亚认为，

这些准则的措辞似乎提供了单方面声明等同于保留

的例子。马来西亚的意见是，这些准则中的定义绝不

应一开始就预判所涉单方面声明的性质，而必须通

过述及这些单方面声明可能意图产生的效果，来确

定其地位。此外，马来西亚认为各国可依赖准则1.3.1 
(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加以区别的方法 )、1.3.2 (措辞

和名称 )和1.3.3 (在禁止保留时提出单方面声明 )来
确定此类单方面声明的特征 /地位。因此，这些定义

或许是不恰当的，原因是这些定义从一开始就对各

国施加限制，规定此类单方面声明相当于保留—

尽管这可能并非国家的意思。

准则1.1.5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

法国

1. 该准则是一项积极的进展。单方面声明如果

旨在限制条约赋予国家的义务，或与之相似，限制

其他国家可在同一条约项下获得的权利，确实构成

保留。

2. 如果单方面声明有效扩大了声明国的义务，

将之称为“保留” 就有点勉为其难。确切地说，这是

一种国家在条约规定之上作出的单方面承诺。无论如

何从严格意义上讲，此类单方面声明并不意图排除、

限制、甚至是更改—至少不是限制性地—条约

中的某些规定。

3. 然而，如果国家试图通过单方面声明扩大

其权利，即条约赋予该国的权利，问题就略有不同。

对于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1969年《维也纳公约》

的各项规定显然未有述及。必须将条约法和习惯法

进行区分。很难想象，一国会为了修改其为当事国

的条约所编纂的习惯国际法而提出一项保留。就条

约法而言，这种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应当

就这种情况、以及条约其他缔约国可能对这一情况

提出质疑的方法，进行审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似乎很难将之称为“保留”，更何况如果同意将此类

声明定性为保留，此类声明就将给保持沉默的国家

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保留的情况中，这些

国家在某个期限过后将被视为已接受保留。

4. 关于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的准则就内

容而言没有产生具体争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条第一项丁款规定，保留“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

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但未对保留

造成的更改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本准则明确指出，这

种更改可以是一种限制。这一信息显然可以纳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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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指南》的起草中。较之条约，《实践指南》中可以

允许纳入更为详尽的说明。

5. 见上文关于准则1.1.1的评论。

准则1.1.6 (旨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

法国

1. 就内容而言，这条准则的措辞是令人满意的。

允许一国以相当方式履行条约义务，必须以其他缔

约国能够同意这一相当方式为前提。保留和反对机

制提供了这一可能性。

2. 见上文关于准则1.1.1的评论。

准则1.1.8 (根据排除条款作出的保留 )

联合王国 

准则1.1.8将所有根据所谓排除条款作出的声明

都界定为保留，这在联合王国看来过于宽泛，而且

与其它准则不一致。如果条约设想它的某些规定在

当事方选择下可能不适用，这可能只是意味着国家

在行使选择权时，是在依照条约的规定执行条约，而

不是排除或更改其效果。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准

则1.1.8似乎与1.4.6和1.4.7不一致 (在两条规定之间

行使选择权或作出选择 )。此外，评注暗示，有关国

家在接受条约约束后根据排除条款作出的声明，将

不被视为逾期保留。1 因此联合王国认为，在排除条

款的情况下，保留的定义应局限于条约中“指明” 通

过保留进行排除的那些条款。

1 《200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5页，准

则1.1.8的评注第 (17)段。

准则1.2 (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

法国

法国对该条准则尤其关注，因为实践表明这个问

题存有争议，委员会加以明确是非常有必要的。界定

解释性声明时所采用的宗旨标准，即所寻求的最终目

的，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可以清晰区分解释性声

明和保留。解释性声明是为了“阐明或澄清声明方赋

予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的含义或范围” (准则1.2)，而

保留是为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

的某些特定方面的法律效力” (准则1.1.1)。不论国家

如何称呼其声明，这一标准都适用，因此，与保留

的情况一样，一切唯名论皆已排除。

联合王国 

1. 笼统而言，联合王国欢迎“解释性声明” 的

定义，这一定义显然非常有助于在自称所谓的解释

性声明以及将其作为“变相保留” 的使用形式之间作

出区分。联合王国认为，定义解释性声明是有帮助

的，与准则1.3.1 (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加以区别的方

法 )以及关于重新定性的准则2.9.3及其后各条结合时

尤其如此。

2. 不过，联合王国对评注第 (34)段的后一部分

表示关切，1 其中暗指该定义既包括解释性声明，也

包括有条件解释性声明。这一处理办法的后果并不

清晰。因此，联合王国按照其关于不在保留和简单

解释性声明之外述及“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这一类别

的建议 (见下文关于准则1.2.1的评论 )，希望删除这

部分评注。

1 《199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0页。

准则1.2.1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

法国

1. 由于准则1.2.1不够精确，看来没有任何标

准能够确切地区分解释性声明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提出方如何依赖对条约或

条约中某些规定的特定解释来决定是否同意接受条

约约束，其中只字未提。这一意愿必须明文表述。在

签署抑或早些时候在谈判期间作出的解释性声明在

表示同意接受约束时得到确认，这本身并不是一项

标准。

2. 委员会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定义实际上

与保留十分类似。有条件声明无非是一些以清晰措辞

表明承诺本身与保留之间存在不可分割联系的保留。

因此，目前选择的用语似乎不太恰当。此外，既然有

条件声明可能是保留的一个子类别，将之列为一个

单独的类别是否明智也便有待商榷了。事实上，对

有条件声明适用保留制度似乎是不容质疑的。而且，

如果保留制度与适用于有条件声明的制度完全相同，

那么更简单的做法是把这类声明与保留类似对待，至

少对于这一部分草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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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对在准则中单独列入关于有条件解释

性声明的条款一直存有疑问。联合王国注意到，特别

报告员在答复中建议保留这一部分，直至这项工作

完成，届时再就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知情的审议。考

虑到现在一整套准则已经完成，特别是已经有了能

够区分解释性声明和保留的准则 (准则1.3及其后几

条 )以及关于重新定性的准则2.9.3，联合王国认为已

无必要单独列出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在

这方面，移除这些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单独准

则将有助于依照上述总体评论对案文加以简化。

准则1.3 (保留与解释性声明的区别 )

法国

1. 委员会将声明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作为区分

解释性声明和保留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可接受的，但

条件是必须更多地以声明的客观效果即其目的，而不

是各国的主观意图为依据，后者难以辨识。具体而言，

实行这一标准所基于的是声明的含义与该声明所适

用的条文含义之间的客观比对。关于时间标准，法

国赞同委员会的选择，即不将其列入解释性声明的

定义。不过，出于法律确定性的需要，除非由极为

特别的情况，否则解释性声明最好还是在国家接受

约束之后一个特定的时限内作出为好。

2. 见下文关于准则2.4.3的评论。

准则1.3.2 (措辞和名称 )

法国

法国对是否适宜将单方面声明的措辞或名称作

为确立提出方所求法律效力的一个标准存有疑问。此

类措辞不仅不能被视为提出方所求法律效力的可靠

指示，而且这一标准重新引入了已经在其它地方被

据理排除的唯名论。

准则1.4.1 (旨在作出单方面承诺的声明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1.1.1的评论。

准则1.4.2 (旨在增添条约内容的单方面声明 )

马来西亚

关于准则1.4.2，马来西亚的理解是，根据该条

准则，一国为增添条约内容而作出的单方面声明只

构成一项更改条约内容的提议，因此不属于本《实践

指南》的范围。马来西亚希望强调，只要此类声明不

更改条约的内容，以至于更改或排除了条约或条约

中某些规定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可将其视为保

留—就可以将这类声明排除在本《实践指南》之外。

准则1.4.3 (不予承认的声明 )

法国

法国支持将不予承认的声明排除在《实践指南》

的适用范围之外。具体而言，一国通过单方面声明

明确排除条约在该国与该国不承认的实体之间适用，

这固然与保留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意图却并非为

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

效力，而是为了否认相关实体拥有接受条约约束的

能力，并因此排除与该实体的一切条约关系。此外，

保留制度与不予承认的声明完全不适合，用是否与

条约目的和宗旨相符的标准对其进行评估几乎没有

意义。

准则1.4.4 (一般性政策声明 )

法国

由于与条约没有足够紧密的联系，将一般性政

策声明排除在《实践指南》的适用范围之外是正确的。

准则1.4.5 (关于在内部履行条约的方式的声明 )

法国

以当前方式措辞的该条准则引起了很大的问题。

虽然其中相当明确地指出，这类声明只要“目的不

在于借此影响 [提出方 ]面对其他缔约方的权利和义

务”，就不属于《实践指南》的适用范围，但对于尽管

并不意图产生此类效果，却仍有可能影响保留提出国

相对于其他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声明，却未置一

词。这类声明往往会引起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十七条不符的问题，该条规定，当事方不得援引

国内法的规定作为其不履行条约的理由。实践表明，

评估这类声明的真正影响十分困难，因为这需要对声

明有透彻的理解，并对当事国的国内法和有关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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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规定有着详细的了解。一国就内部履行条约提出

的声明可能构成真正的保留，即使更改或排除条约

中某些规定或整项条约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效力的

意愿没有立即显现出来。此外，将这类声明排除在《实

践指南》之外并断言其并非保留，可能会被理解为是

在鼓励国家在作出国际承诺之前无需就国内法采取

必要的措施。显然更谨慎的做法是将涉及内部履行

条约的声明看成是纯粹说明性质的—只要其并不

意图借此影响保留提出国相对于其他缔约方的权利

和义务，并且不可能产生此类效果。

联合王国 

准则1.4.5将指明提出方意图如何在内部法律体

系中履行条约的声明排除在《指南》的范围之外，这

涉及的只是就履行问题提供说明的声明。然而，为

此选择的措辞略显晦涩，例如“目的不在于借此影响

其面对其他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声明中指明

的履行方式显然与条约的规定相左，那么该声明并

不“意图” 影响该国的权利和义务，但却显示了已经

过更改的方式履行条约的意图。因此，上文引述的

措辞应予以删除，同时在末尾 (在“不属于本《实践指

南》的范围” 之后 )加入“除非此种履行方式只有在排

除或更改了条约中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才能与这些

规定相一致”。

准则1.5.1 (对双边条约的“保留”)

法国 

这类声明不是为了更改或排除条约中某些规定

的法律效力，而是通过更改这些规定构成实际上的修

订，故而不属于保留。因此，该准则的标题应作改动，

以清晰指明其中涉及的是旨在更改双边条约的声明。

准则1.7.1 (替代保留的程序 ) 

马来西亚

关于拟议的准则1.7.1，马来西亚注意到该条准

则仅仅规定了在其他地方未曾提到过的、有时被定

性为“保留” 的两种程序，虽然这两种程序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符合准则1.1所载的定义。马来西亚的关切

是，在分析这些替代程序与保留的不同点时可能会

产生混淆。因此，马来西亚认为，为避免混淆，有

必要清晰指明提出此类替代程序的机制以及将此类

程序与保留进行区分的方式。

准则1.7.1 (替代保留的程序 )和
1.7.2 (替代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认为这些准则远远偏离当前专题，并

无用处，建议予以删除。

准则2.1.1 (书面形式 )

法国 

该条准则转录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

条提出的规则，不会产生具体异议。表示同意接受

约束的条件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是保证缔约关系

稳定和安全的唯一方式。

准则2.1.2 (正式确认的形式 )

法国 

如有必要，保留的正式确认也应以书面形式

作出。

准则2.1.4 (违反与提出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

一级不产生影响 )

法国 

委员会提议的准则规定，一方面，程序由国内法

决定，另一方面，不遵守程序不在国际一级产生影响。

法国赞同这一解决办法，因为不适宜列入一条基于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的准则，准许在明

显违反具有国内法基本规则的情况下，通过援引与

国内法的冲突来声明一项保留无效。实际上，国家始

终可以撤回保留，这类条款的唯一实际效果是准许

在未遵守国内程序的情况下提出保留的国家，能够

追溯性地要求其他国家执行保留所针对的条约条款。

至少在实在法中，难以找到符合这类情况的依据。

准则2.1.5 (保留的告知 )

法国

该条准则借鉴了《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并

通过引述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作出的保留，对该条

作了有效补充。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措辞整体上是可

以接受的，但还需明确第二段所述“有权接受保留之

机关” 的确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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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1.7 (保存人的职能 )

马来西亚

关于准则2.1.7，马来西亚注意到该条准则的意

图是准许保存人审查保留的形式是否妥当。此外，

该准则准许保存人审查保留的形式是否妥当，而不

是限定他们只能审查与条约有关的签署或任何文书、

通知或公文的形式是否妥当，似乎拓宽了保存人的

职能范围。马来西亚感到关切的是，该准则会给人

这样的印象，即一国提出的保留在确立之前需要通

过两个阶段，先是保存人，然后才是其他缔约国。

对于承认保存人在确定保留不被允许方面的职责的

准则2.1.8，马来西亚的意见也是如此。马来西亚认

为，该条准则意图赋予保存人在解释保留不被允许

方面的积极职责，可能被认为替代了1969年《维也纳

公约》。如果是这样，该条准则就没有体现各国通常

在决定一项保留是否不被允许方面的一般做法。在

这方面，马来西亚认为，该条准则准许保存人介入

保留的相符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各国作出回应。这

一情况将使问题拖长，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因此，

马来西亚认为，保存人的职能应限定于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七十七条的范围。马来西亚认为，如果缔

约方认定一方作出的保留与条约不符，对此类保留作

出反对的权利应由缔约方自行行使，并通过保存人

传发。因此，建议准则2.1.7严格采用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丁款和第二项的措辞，以

便将保存人的职能范围限定在审查与条约有关的签

署或任何文书、通知或公文的形式是否妥当方面。

准则2.1.8 (保留显然不允许的情况下的程序 )

法国 

1. 准则2.1.6和2.1.7强调了保存人的纯“行政”

职责，法国认为是恰当的。然而，准则2.1.8意图赋

予保存人与其登记职能无关的权力，即在某种程度

上评判保留的允许性。委员会的做法不无道理，但

就当前国际实在法而言，保存人并不具备评判允许

性的职能，即使粗略评判也不行。因此，保存人在

行使行政职能时，应仅限于登记和通报即使在他看

来显然不被允许的保留。

2. 2002年通过的准则2.1.8的案文于2006年作

了轻微修改。然而，这一新的措辞在法国看来，并

没有反映涉及保存人职能的法律和实践情况，因为

该准则试图赋予保存人在某种程度上评判保留允许

性，并在必要时向有关当事方通报在他看来会引起

法律问题的保留之能力。鉴于没有一条明确的规定

赋予保存人行使这类职能的权力，保存人并不具备

评判保留允许性的职能，即使粗略评判也不行。因此，

保存人在行使行政职能时，应仅限于登记和通报即

使在他看来“显然不被允许” 的保留。

马来西亚

见上文就准则2.1.7提出的意见。

联合王国 

1. 保留何时被视为“显然不允许” 不够明确，由

于这一规定意图延伸适用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19条中所有三类不允许的保留，情况尤其如此。这

是否给予条约保存人酌处权？在联合王国看来，能

够确定某项保留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不是当事

国而是保存人，这令人费解。

2. 联合王国认为，原则上，保存人的职能是向

缔约国通报与条约有关的任何文书、通知或来文。然

而，当所述保留是无视条约禁止一切保留、或禁止

此类保留的规定提出的，则这类保留的无效性是毫

无疑问的。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保存人首先就此向

保留国提问。只有当保留国仍然认为该保留有效时，

保存人才将向缔约国通报，征求对该保留的看法。

3. 该准则也没有考虑这一变动可能带来的影

响。在许多国家看来，条约保存人的职责是向条约当

事方转递保留案文，并保持中立和公正。此外，评

注中没有引述条约保存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实际做法，

对条约保持人在实践和 (或 )资源方面受到的影响也

未作任何考虑。

准则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 )

法国 

对该条准则不持异议，因为它符合法国的实践。

第2.3节 (逾期保留 )

奥地利

1. 根据准则2.3.1和2.3.2，只要没有其他缔约

方在12个月内提出反对，原则上可以提出“逾期保留” 
(即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后提出的保留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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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对将使整个条约保留制度也适用于所谓的“逾期

保留” 的准则感到关切。我们必须知道，实际上这种

“逾期保留” 并不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

项丁款所反映的“保留” 定义之内。委员会本身在准

则1.1中详细阐述的保留的定义，显然并不偏离《维

也纳公约》。根据这一定义，“保留” 是指一国或一国

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

入条约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

何，该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

规定对该国或该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由于这一

定义明确提到可作出保留的时间点，所谓“逾期保留”

显然不符合这一基本定义。

2. 因此，“逾期保留” 即使被称为保留，实际上

却构成另一类声明，应将其与真正的保留作区分，以

免模糊上文所述保留的定义。当然，某一特定条约

的缔约国在该条约和可适用的条约法规定的限度内，

有可能同意将保留制度也适用于就该条约作出的“逾
期保留”。但奥地利认为，此类声明不符合上述定义

的要求，不应作为保留对待，因为这会产生不应鼓励

的不良后果。必须指出，如果接受“逾期保留” 并将

其与保留基本上同等对待，《维也纳公约》第26条所

述“条约必须遵守” 的基本原则就会被破坏，因为国

家可在任何时候通过保留手段单方面缩减其依照条

约承担的义务范围。此外，如果适用该准则提议的“逾
期保留” 制度，就会导致创建一个有悖于《维也纳公

约》第39至第41条所建制度的条约修改体制。

准则2.3.1 (逾期提出保留 )

法国 

准则2.3.1和2.3.3意图确立两项补充规则。这两

项新提议有利于法律的逐渐发展，因此不是简简单

单的编纂实践。法国高兴地注意到，两项准则的目

的都不是准许今后频繁动用逾期保留并使其成为“通
常” 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只要有关条约的一个当事

国提出反对，就足以使该保留无法适用于条约的所有

当事国；另一方面，除了指明该保留为逾期提出的之

外，对该保留提出反对的国家如果不愿意，就没有

义务另外说明理由。因此，对于各国公认的基本规

则，即保留最迟必须在表示同意接受所涉条约约束

时作出，这两条准则并不是为了确立一种一般例外。

事实上，这关系到各国自愿作出的法律承诺的安全，

法国对此相当关注。除了条约明文准许在表示同意接

受约束之后提出保留这种无可争议的情况之外，这两

条准则的目的在于应对一些未必源自假设，但可能属

于例外的具体情形，即一国由于不能提出逾期保留，

别无选择，只能出于善意地通告废除所涉条约。

联合王国 

1. 联合王国重申其原则上反对逾期提出保留，

因为这类保留背离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对“保留”

的定义，而且很可能造成条约关系的中断和不确定。

联合王国认为，准则首先必须强调在作出保留时遵

守适当纪律的必要性。如果准则是为了处理允许逾

期提出保留的例外情形，例如条约本身允许这么做，

那么，此类情形就必须明确阐述。因此，联合王国

倾向于将准则2.3.1修正为：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所有其他缔约方明确

表示接受逾期提出保留，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

表示同意接受约束后提出的保留都将不具效果。”

2. 接受这一提议意味着要删除准则2.3.2。

准则2.3.2 (接受逾期提出保留 )

联合王国

见上文就准则2.3.1提出的意见。

准则2.3.3 (反对逾期提出保留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2.3.1的评论。

准则2.3.4 (事后采用保留以外的方式排除或更改条

约的法律效果 )

马来西亚

关于事后采用保留以外的方式排除或更改条约

的法律效果的准则2.3.4，不清楚该准则 (a)款所指是

哪一方对保留的解释。在马来西亚看来，(a)款似乎

是指该解释既可来自其他缔约国，也可来自保留国。

马来西亚因此认为，(a)款需就其所述对象作出说明。

准则2.3.5 (扩大保留范围 )

法国

根据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19条，

扩大保留范围超出了可提出保留的时间限制。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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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认为，扩大保留范围并不一定构成滥用权利。因此，

在《实践指南》中述及扩大范围的可能性并设法以令

人信服的方式消除相关的法律不确定性，是有意义

的。一方面，在条约实践中虽属例外，但确实存在

扩大保留范围的尝试。评注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不属

于滥用权利，倒更像是有意愿考虑国内法的技术限

制或某些特殊性。承认这一事实显然并不意味着这

种扩大是合法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

保留范围仍需符合非常严格的条件才有可能。对所

有条约当事方而言，只要其中有一个对所拟议的更

改提出反对，扩大保留范围的尝试就不会取得成功。

在这一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该条准则似乎具有法律

逐渐发展的特性：不鼓励这一做法，但准许作为例外，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求助于这一做法，让以善意行事

的国家在废除所涉条约之外拥有另外一个选项。法

国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在该准则中列入评注第 (7)段所

述对扩大范围的定义。

马来西亚

关于拟议的准则2.3.5，马来西亚注意到该条准

则适用于当所提保留等同于提出一项全新保留的情

况。不过马来西亚认为，任何更改如果只是扩大保

留范围，不会触及国家对条约承诺的实质内容，就

不应仅凭一项反对宣告其无效。因此，马来西亚认

为需要建立一个对“扩大的保留” 进行评估的适当机

制，因为这种保留不能仅凭收到的一项反对加以裁

定。此外，马来西亚还建议在裁定此类保留时进行

允许性测试。

第2.4节 (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

法国 

 最好简化相关程序，明确规定有关保留的“准则”

比照适用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准则2.4.0 (解释性声明的形式 )

法国

该条准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解释性声明同保

留一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包括“有条件的” 解释

性声明。

马来西亚

见下文就准则2.4.9提出的意见。

准则2.4.3 (可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

法国

解释性声明最好是在一个限定的时间段内作出，

这个时间段可以与可提出保留的时间段相同。事实

上，如果在涉及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时所采用的用语不

足以在两者这件进行良好的区分，认定条约当事国

可在任何时候，包括在表示同意接受约束之后提出

解释性声明，就势必导致其中某些当事国在表示同

意接受约束之后可能相当长时间才提出解释性声明，

并企图借此在事实和法律上产生与保留相同的法律

效果。这种做法如果出现，在表示同意接受约束时提

出保留所需符合的条件就有可能让人逐渐产生怀疑。

再者，在解释性声明的定义中不考虑一切时间要素，

迟早会使构成保留特征的时间要素变弱，由此还可

能造成法律的安全性。因此，将提出解释性声明的

时限仅仅取决于国家的意愿，似乎并不足够。最好

是在定义 (准则1.2)或特定规定 (准则2.4.3)中指明，

解释性声明最迟必须在声明方表示同意接受约束时 
提出。

准则2.4.4 (无需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

声明 )

法国 

1. 见上文关于准则2.4.3的评论。

2. 法国认为有必要限定各国可提出解释性声

明的时间，此处没有理由与适用于保留的规则作出

区分。

[准则2.4.5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 )]1

法国 

鉴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法律制度似乎与保留

的法律制度相一致，法国倾向于删除有关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的准则。

1 委员会在最终裁定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法律适度是否完

全采用保留的法律制度之前，将有关此类声明的准则置于方

括号中。

准则2.4.6 (逾期提出解释性声明 )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理解是，该条准则适用于条约明确规

定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限的情况。马来西亚还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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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准则2.4.3涉及与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间有关的

一般规则，必须加以引述。马来西亚希望就准则2.4.6

对条约的法律效果作出说明。马来西亚认为，根据

对准则2.4.6如何运作的理解，该准则的效果将是推

翻条约中有关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限的条款。此外，

马来西亚还希望就该准则在涉及国家继承问题时的

适用情况作出说明。马来西亚的理解是，适用该准

则将使继承国能够在无人反对逾期提出解释性声明

的情况下提出新的解释性声明。

[准则2.4.7 (提出和通告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2.4.5的评论。

[准则2.4.8 (逾期提出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2.4.5的评论。

准则2.4.9 (修改解释性声明 )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注意到，根据准则2.4.3，解释性声明

可随时提出，因此除非条约明确规定提出和更改解释

性声明的时间，也应准许随时修改解释性声明。不过，

马来西亚对准则2.4.0在涉及准则2.4.9时的适用情况

表示关切。

[准则2.4.10 (限制和扩大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的范围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2.4.5的评论。

准则2.5.3 (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 )

法国 

法国对该条准则所载提议的功用存有疑问。对

一部旨在阐明制约保留识别方法、管理制度和效果

之法律规则的指南，所载提议在其中似乎并无位置。

准则2.5.4 (在国际一级提出撤回保留 )

法国 

该条准则应按照准则2.1.3进行修订。“拥有权限”

应改为“被视为代表”。

[准则2.5.13 (撤回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2.4.5的评论。

准则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

芬兰

1. 芬兰同意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即尽

管可通过分析对反对有效保留和反对无效保留的行

为进行区分，但这些行为都应称作“反对”，因为这

是各国一致的做法，而且似乎实际上也没有混淆的

危险。不过，芬兰不太信服委员会的一种推理，那

就是认为准则2.6.1中“反对” 的定义不但包括对有效

保留提出的反对，而且也宽到足以涵盖对无效保留

的反对。根据准则2.6.1，反对是指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

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提出反对

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图*在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中

据此排除或改变保留的法律效力，或排除整个条约的适用。

“意图” 一词当然意味着反对国的目的或意向，

而此处所指的具体目的或意向就是改变或排除保留

的效力。但是，国家如果一开始就认为保留无任何法

律效力，就不可能有任何此类意向；在此情况下，反

对的目的只是为了指出保留的无效性以及因此造成

的法律效力的缺乏。

2. 基于这些原因，芬兰提议委员会考虑改进

准则2.6.1中的定义的可行性，以使其明确包括两类

反对，或许可增加如下表述：“或提出反对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藉此表达关于保留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的

看法”。

法国 

1. 研究反对的定义，可以填补1969年和1986
年《维也纳公约》的一项空白，因为《公约》中没有载

有这样的定义。但从这两部《公约》第20和第21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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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反对的目的出发，可以得出反对的定义的基本

要素。反对是对保留的一种反应，但涉及一种特定

的反应，其目的是使保留的效果变得不可施用。因此，

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当事方的意向，对这一反应的法

律定性具有决定意义。评价反对国的意向有一个明

确的框架，比如，不能将寻求更改保留内容的当事

方的反应定性为反对。反对必须以国家有意达成《维

也纳公约》所述目标效果之一为特征，即使保留所

涉条款变得不适用，或阻止条约在有关当事方之间

生效。从这个角度看，了解反对国的动机始终有用。

严格界定对保留的反对有诸多好处。在形式上，这

样定义完全符合《实践指南》的目标，即补充完善《维

也纳公约》的规定，而不是从根本上更改《维也纳公

约》的精神。法国支持这一做法。在内容上，严格界

定反对可以给特别报告员所说的“保留对话”，也就

是可在保留方与鼓动其放弃保留的伙伴之间建立的

所有辩论程序，留出更大的空间。

2. 法国支持严格界定对保留的反对，使其与

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0和第21条所界

定的反对的效果相符。然而，委员会似乎倾向于采

用一个扩大的定义，这似乎无法令人满意。事实上，

“意图排除或更改保留在保留方与反对方关系中的法

律效果” 的表述方法尤其含糊不清。委员会称拟议定

义不预判反对是否有效，而且与保留的定义一样保持

中性。但是，保留的定义与反对的定义所涉及的问题

差别很大。保留的效果一贯相同，那就是“意图排除

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 (准则1.1.1)。不

仅仅保留本身的效力，还有保留所涉条约的一个或

多个规定，都会导致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而在反对的情况中，只有反对所寻求的效力才可能

导致反对无效。此外，反对可质疑所谓保留的无效

性，而对于效果可能被认为已超出反对权利的反对，

能否作出反应值得怀疑。通过明确限定反对的效力，

对反对作出严格界定，可以消除关于一项意图产生

其它效力的反对之可接受性的含混之处。

3. 关于所谓的“超大效果” 反对，即反对国意

图使保留丧失效果，认为条约必须不折不扣地在其

与保留国的关系中适用，此种反对脱离了《维也纳公

约》体现的两愿原则框架，其实并不能够产生这样的

效果，否则就等于推翻了条约法所依据的两愿基本

原则。如果承认“超大” 效果，实践中就势必导致各

国不敢参加一些最为重要的协定和条约。因此，最

好不在定义中提及反对能够产生“超大” 效果。然而，

“排除或更改保留的效果” 这一表述却已将此种反对

包含在内。

4. 法国认为，为在广义界定和严格界定对保留

的反对之间形成折衷意见，同时明确提及《维也纳公

约》阐述的效果，可将反对界定为旨在使保留的效力

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变得不可施用的一种反应。这

样定义可以充分展现灵活性，将虽然不阻碍条约在

有关当事方之间生效，但意图使保留所涉条款以及

条约中的其他条款在双方之间都不适用的所谓“中等

效果” 反对包含在内。由于反对所寻求的效果低于《维

也纳公约》所准许的最大效果，此种反对的有效性似

乎并不会产生问题。事实上，一国可以认为保留会影

响条约的其它规定，并因此打算不接受保留所涉规

定以及这些其他规定的约束。通过定义将反对的效

力限定为保留的效力不可施用于反对国，就可以将

前文所述的所谓“超大效果” 反对排除在外。事实上，

此种反对不是为了使保留的效力变得不可施用，而

只是单纯地不承认保留，就好像保留从未提出一样。

准则2.6.2 (对逾期提出保留或扩大保留范围的反对

的定义 )

法国 

该准则无疑有其作用，因为它消除了在接受《实

践指南》所用“反对” 一词的两种情况之间，以及在

反对逾期提出保留或扩大保留范围与反对保留之间

可能存在的含糊之处。通过这一定义，应可避免在

两类具有不同效力的反对之间出现混淆。

准则2.6.3 (提出反对的自由 )

奥地利

1. 准则2.6.3和2.6.4分别述及提出反对的自由

和反对条约在与保留提出方关系中生效的自由。当

然，正如准则2.6.3所述，对任何保留都可提出反对。

但这种反对的效力仍不明确。对于条约明示准许的保

留，反对的效力是什么？我们不能假定对某一特定保

留的反对会使保留无效，特别是因为准则4.1.1规定，

特定保留无需接受即可成立。同样，根据准则2.6.4，
如果条约准许保留，则一国不得以有条件反对的手段

排除与保留国的条约关系。相比之下，准则4.3笼统

阐述了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的效力，即预先排除这

种保留试图针对反对国产生的效力。关于反对特定

保留所产生的效力，目前似乎没有具体的规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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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试图通过援引至少三项不同的准则去确定一项反

对可对特定保留产生的效力，只会导致含混不清的 
结果。

2. 另见下文就准则4.1提出的意见。

葡萄牙

1. 葡萄牙认为，准则2.6.3 (提出反对的自由 )
需作改进。首先是标题，“自由” 似乎不是一个最贴

切的词。葡萄牙也认为，应考虑用“权利” 一词予以

取代。这同样适用于准则2.6.4。

2. 另一方面，葡萄牙满意地注意到，在这一准

则的标题和其他一些准则中，“作出” 一词已适时改

为“提出”，从而与《实践指南》中的用语保持一致。

准则2.6.4 (反对条约在与保留提出方关系中生效的

自由 )

奥地利

见上文就准则2.6.3提出的意见。

葡萄牙

见上文就准则2.6.3提出的意见。

准则2.6.5 (声明方 )

葡萄牙

葡萄牙对准则2.6.5规定赋予有资格成为条约缔

约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反对的能力仍然存有疑

问。根据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

5款，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其表示同意承受条约约

束之日提出反对。因此，葡萄牙认为，允许一国或

一国际组织在尚未成为条约缔约方时提出反对，既

不准确，也无必要，即使这种反对只在表示同意接

受条约约束时才会产生效力。

准则2.6.10 (说明理由 )

葡萄牙

1. 该条准则虽然不具强制性，但可以理解，对

于公布反对的理由以求明晰和确定而言，还是有价

值的。

2. 采用“尽可能” 这一表述相对于“在可能时”

是一种进步。不过，葡萄牙还是提议干脆删除这一

表述，因为“应当” 一词足以表达这个目的。

准则2.6.14 (有条件的反对 )

法国 

 法国不认为存在此处本意所指的反对。此类准

则很可能鼓动各国在成为条约当事方时，以所谓的预

防性反对为名大幅增加法律效力尚且不确定的声明。

葡萄牙

葡萄牙担心这一解决办法会将我们带出《维也纳

公约》规定的关于保留对话的范围。而且在有些情况

下，面对某一特定保留，有条件反对的内容可能不够

明确，从而导致对是否确实提出反对产生不确定性。

不过，平心而论，目前版本的准则已有改进，与以

前“预防性反对” 的版本相比，一致性已得到加强。

准则2.6.15 (逾期反对 )

葡萄牙

既然是在讨论一个弱化的概念，审慎的做法是

更加确定地说明逾期反对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如果确实会产生效力的话。

第2.8节 (接受保留的提出 )

葡萄牙

1. 总体而言，有关这一专题的准则遵循了《维

也纳公约》所走的程序路线和各国的实践。不过，葡

萄牙还是要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评论。

2. 见下文就准则2.8.0、2.8.1、2.8.7和2.8.8提
出的意见。

准则2.8.0 (接受保留的方式 )

葡萄牙

葡萄牙赞成采用特别报告员第十二次报告中阐

述的“明示接受” 和“默示接受” 的表述方法。1 葡萄

牙适当注意到委员会在该准则评注中所反映的立场。

1 见《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84
号文件，第37至第45页，第5至第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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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葡萄牙仍认为，这种区分可使这一专题

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因而在实践中有一定的意义。

准则2.8.1 (默示接受保留 )

法国 

法国难以将在接到保留通知后12个月期限结束

时的默示接受，理解为是对此处所指法律意义上的

接受的“推定”。准则2.8.1和2.8.2的表述方式来自

《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5款，就其针对保留“视为已

被接受” 的情形而言，似乎不是指接受本身可以“被 
推翻”。

葡萄牙

葡萄牙欢迎选择与2007年拟议措辞类似的准

则2.8.1，并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即准则2.8.1之
二是多余的。葡萄牙还对保留“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这一表述表示欢迎，因为《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

5款也承认，条约可减损关于默示接受保留的一般 
规则。

准则2.8.7 (接受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 )

葡萄牙

1. 葡萄牙认为，接受不仅要出自国际组织主管

机构，还要出自该组织的成员，亦即组成文书的缔结

方。当《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3款规定保留须经该

组织主管机关接受时，其意在于包括主管机关，而

不是排除组成文书的缔结方。

2. 2007年，葡萄牙认为有两个涉及这一事项的

核心问题值得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第一个问题牵涉到

这样一种情况，即保留的提出时间是在组成文书生效

之前，也就是在一个有权确定是否准许作出该项保留

的机关存在之前，因为这些情况最为常见 ( 《维也纳

公约》第19条和第20条第5款 )。其次，关于特别报

告员当初提出的准则2.8.91 (当前版本准则2.8.8)，一

个机关的权限可能必须由其组成文书根据赋权原则

予以确立。在本次起草工作中，这两个问题似乎都

找到了更适当的答案。尽管如此，关于保留的对话

仍不应排除国家和国际组织。

1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61。

准则2.8.8 (有权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 
主管机关 )

葡萄牙

见上文就准则2.8.7提出的意见。

准则2.8.11 (国际组织成员对针对该组织组成文书

的保留的反应 )

法国 

法国认为不宜将该条准则纳入《实践指南》。虽

然国际组织成员国可以对针对该组织组成文书提出

的保留是否有效采取个体立场，这一点几乎无可非

议，但要注意避免此类准则在实践中对主管机关行

使权力和遵守适当程序形成干涉。

第2.9节 (提出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

法国 

将对解释性声明的不同反应进行分类是完全可

以接受的，其中囊括了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情形：沉

默、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必须指出的是，从效

力的角度看，这些不同形式的反应所引发的困难也

各不相同。

葡萄牙

1. 正如准则所言明的那样，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如果说“保留” 意在更改或

排除条约中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那么，“解释性声

明” 的目的就是对声明方所理解的条约或其中某些规

定的含义或范围加以说明或澄清。因此，如果说保

留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那么，解释性声明则主要

是关系到解释的方法问题，尽管也会产生相关的法

律后果。

2.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除了相互关联

的情况外，就应分别予以处理。鉴于《维也纳公约》

并未述及解释性声明，葡萄牙一向主张慎重行事，因

为委员会是在处理超出范围的问题。

准则2.9.1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 ) 

葡萄牙 

1. 葡萄牙认为“赞同” 一词具有很强的法律内

涵，与正在讨论的事项并不相称。葡萄牙倾向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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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比较柔和的表述方式，例如“同意”。这一表

述方式须以统一的方式酌情用于其他各条准则中。

2. 另见下文就准则3.6提出的意见。

准则2.9.2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对 ) 

萨尔瓦多 

1. 委员会在这一准则中阐述的立场值得关注，

因为其中规定，国家和国际组织可通过表达“相反意

见” 对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作出消极反应。这种“相反

意见” 不同于“反对”，后者被理解为只针对保留。有

鉴于此，萨尔瓦多支持关于相反意见的定义的准则

2.9.2。

2. 不过，萨尔瓦多希望提及该准则最后一句，

即“提出一种替代性解释” 的可能性。

3. 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达相反意见时所采取的

立场可以有很大差异，正如特别报告员所言：

对解释性声明的消极反应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可直接了当地

拒绝声明中提出的解释，可提出对有争议条款的解释的反建

议，也可提出自己对原声明的解释，以图限制其范围。1

4. 具体到在《实践指南》中被称为“替代性解

释” 2 的反建议，萨尔瓦多的理解是，取决于提出国

的措辞和意图，这样一种解释也可采取不同的形式。

因此，替代性解释背后的动机可能是拒绝，却伴之这

样一种解释，称其目的仅仅在于向提出最初解释性

声明的国家提出一项建议；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一

种拒绝，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试图通过这种

拒绝提出自己的解释性声明。萨尔瓦多代表团认为，

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将面对提出最初解释性声明

的国家之外另一个国家提出的全新声明，而这个国

家因此应服从普遍适用于解释性声明的全部规则。

5. 相关准则或其评注并未提到上述可能出现的

情形。未提到这类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所涉问题与单

纯的相反意见并不相关，而这种声明仅仅是对所作

解释的一种拒绝。不过，应在该准则或其评注中说

明如何处理替代性声明及其相应的效力，以免在实

际运用中出现任何可能的空白。

葡萄牙 

葡萄牙欣见与2008年版本 1 相比已有改进，删除

了“排除或限制其效力” 的表述。在试图对保留和解

释性声明作出明确区分时，这一表述可能产生误导

作用。不过我们要问，提出替代性解释，实际上不

就是提出一项具有拒绝效力而非仅仅是相反意见的

新的解释性声明吗？

1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7页，脚

注212。

准则2.9.3 (对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 ) 

萨尔瓦多 

1. 萨尔瓦多认识到这一准则的重要性，需要这

一准则主要是为了规范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一种相当

常见的做法，即提出一项名实不符的单方面声明，换

言之，就是为了规范这样一种趋势，即把保留称之

为“解释性声明” 或相反。

2.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给一项陈述冠以“声明”

之名，却不言明或指明其真正性质。正如特别报告

员在他第三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使注意力集中

于声明的实际内容及其意图产生的效果”。1

3. 在这一重要方面，萨尔瓦多支持特别报告员

的立场，主张把“无视唯名论” 2 确立为准则1.1和1.2
中分别对“保留” 和“解释性声明” 所作定义的一个要

素。萨尔瓦多理解的含义是，给予一项声明的名称

与其实际性质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从而意味着一项

声明无论以何种名义或名称提出，其性质都独立地

保持不变。

4. 这条准则总体而言得到了准则2.9.4至2.9.7
的补充，目的是建立规则，确定何时可提出重新定性，

并说明最好以书面方式提出，而且应尽可能说明理

由。不过，萨尔瓦多关切地注意到还缺少一个在其

看来非常重要的元素：即在提出重新定性之后对实际

执行作出规定。

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0号
文件，第22段。

2 见《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准则2.9.2的
评注第 (13)段：“委员会审议了如何最恰当地定性这样的相反

意见，这样的相反意见反映了不同于最初解释性声明的另一种

解释。委员会摒弃了 ‘不相符’ 和 ‘不一致’ 这样的形容词，而是

采用 ‘替代性’ 一词，以便不把定义不恰当地局限于对解释性声

明的反对。”

1 《199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491和
Add.1–6号文件，第286页，第253段。

2 同上，第292页，第2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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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萨尔瓦多关切的是，当国家对一项声明重新

定性时，没有任何准则规定此后应当采取的行动；没

有任何具体条款规定这种声明的地位何时可被认为

已经改变，尽管依照这一准则的评注可得出这样的

理解：“ ‘重新定性’ 本身并不能决定单方面声明的地

位”。因此，如果这种重新定性显然“对最初声明的

提出方或其他有关缔约方或当事方都不具有约束力”，
人们不禁要问，试图或提议重新定性实际上能够产

生什么效力。3

6. 应当指出，委员会相关报告中关于这一准则

的评注和特别报告员第十三次报告 4 都确定：“国家

或有关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意见分歧只能通过具有裁

决权的公正第三方的干预而得到解决”。5 这些说法

虽然的确因此为如何解决此种局面提供了某种指导，

但对于保留的安排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此类情况却

远远未能言明。

3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准则2.9.3的评

注第 (6)段。
4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0号

文件，第3页。

5 见上文脚注3。

葡萄牙 

1. 葡萄牙对准则2.9.3 (对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

性 )规定国家或国际组织可通过单方面陈述对它们已

作出反应的声明的性质进行重新分类存有疑虑。这

也许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但葡萄牙认为，在此事

项上应明确排除任何唯意志的做法。此外，葡萄牙

的理解是，“伪装的保留” 实际上就是保留，而不是

解释性声明。葡萄牙因此认为，委员会应进一步思

考将这一条款放在这一章节是否正确。

2. 不过，葡萄牙承认，该条准则与原先的版本

相比，本身已有进步。例如，使用“重新定性” 一词

而不是“重新分类” 就值得欢迎。

准则2.9.4 (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自由 ) 

法国

法国认为，出于法律安全的考虑，最好是规定

各国只能在收到解释性声明的通知后12个月期限内

对解释性声明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

葡萄牙 

葡萄牙对于可在任何时候提出解释性声明这一

简单说法颇感关切。例如，国家或国际组织应不得

在有关解释的争端解决过程中，针对条约或其中某

些规定提出解释性声明。因此，引述诚信原则会是

一种谨慎的解决办法。

准则2.9.6 (说明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理由 )

马来西亚

关于准则草案2.9.6，马来西亚的理解是，该准

则不强制要求各国说明作出反应的理由。准则4.7.1
规定，在解释条约时可考虑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或反

对情况，以确定对该解释性声明给予多大重视。因此，

考虑到此种反应将对各国的解释性声明产生影响，只

有作出反应的国家才需要说明赞同和反对的理由。虽

然重新定性不影响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或效果，但任

何重新定性行为还是说明理由为好，这样可以防止

各国在没有任何有效理由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的解

释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此外，马来西亚认为，

各国应有权知道本国的解释性声明被赞同、反对或

重新定性的理由。因此，马来西亚建议强制要求说

明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理由。

准则2.9.8 (不得推定赞同或反对 )和2.9.9 (对解释

性声明保持沉默 ) 

葡萄牙 

1. 葡萄牙同意，准则2.9.8和2.9.9处理的是两

个不同但又相关的问题。

2. 与保留的情况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推

定赞同，也不能推定反对，这一点看来毫无疑问。此

外，沉默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声明手段，除非可以明

确推断并非如此，这是一条法律原则。关于解释性

声明，目前既不存在关于沉默作为一种声明手段的

价值的通则，也不存在对这样一种声明作出明确反

应的普遍和正当的期待。因此，就解释性声明而言，

只有根据条约规定能明确推断出沉默的价值时，沉

默才具有意义。

3. 有鉴于此，葡萄牙认为准则2.9.9第二款需

要一些改进，以说明“特殊情况” 这一表述到底是什

么含义。可对相关评注第 (5)段作进一步阐述，以提

供更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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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2.9.9 (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 ) 

法国 

法国认为，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意味着认可

此种声明的情形是可能存在的。但采用的原则毫无

疑问应当是接受解释性声明不得推定，也不能仅凭

沉默得出。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形，也可以说是特

殊情形甚至例外情形，即一国的沉默或举止如果直接

或实质上涉及另一国解释性声明所作的说明或澄清，

那么，在解释条约时，例如在两个缔约国存在分歧的

情况下，这种沉默或举止就必然会被纳入考虑范围。

当沉默不构成对解释性声明的认可时，沉默就不一定

会影响解释性声明可能产生的法律效力。不管怎样，

都必须承认缔约国有权通过此种声明来澄清或说明

条约或条约中某些条款的含义。

新西兰

新西兰认为，沉默不一定意味着对解释性声明

的认可，是否认可应根据一般国际法确定。准则2.9.9
第二句要求各国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以避免受其

约束，似乎是要改变这一点。受此种声明约束的可

能性即使仅限于例外情形，也会给各国特别是小国

带来过于沉重的行政负担，因为各国要审议每一项

解释性声明并作出反应来保护其立场。因此，新西

兰不支持准则2.9.9第二句。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不认为沉默作为对解释性声明的一种

反应，必然构成认可。准则2.9.9第二段应予删除，

以便通过引述国际法确定是否认可。评注中没有提

供在例外情况下沉默可以或已经被当作认可的例子。

鉴于解释性声明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联合王国不

认为能够从现有当事国的沉默中得出明确的结论。

[准则2.9.10 (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1

法国

见关于准则2.4.5的评论。

葡萄牙 

葡萄牙也认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不能被认为纯

粹的解释性声明，但也不能将这类声明视为保留，

因为这类声明将一种特定解释作为加入条约的条件，

而保留的目的却是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这

种声明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会给这一专题的处理带

来不确定性，从而损害应当小心维护的关于保留的 
对话。

第3节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

法国

1. 法国认为，应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允许性

和可施用性。允许性是指法律文书符合产生法律效

力的一切形式和内容条件的性质。因此，不按照《维

也纳公约》第19条的规定提出的保留是显然无效的。

在国际法律体系中，保留的允许性由每一个国家根据

自身利益主观判定。由于国际法这一公认的特殊性，

同样一项保留可能会被一些国家视为不允许，另一

些国家则视为允许。无效在国内法中是不允许的必

然结果，但在国际法中，似乎在这些情况下并不是

保留不被允许的必然结果。可施用性的概念，更确

切而言是不可施用性的概念，可以更加准确地形容

这种主观判定的不允许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判

定保留不被允许的国家可以通过反对，提出关于这

一保留的效果不可施用于该国的声明。

2. 法国希望重申对“保留可施用性” 这一表述

的偏爱。一方面，“允许性” 似乎不是一个真正的中

性概念，而是一种客观审查形式，与国际法律体系

所公认的、由个体国家进行主管评估的做法并不相

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可施用性” 概念似

乎能更好地反映提出保留后保留国与其他缔约方之

间的实际关系，其中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其他缔约方

的反应。如果过分重视保留的允许性问题，委员会

就可能会得出条约当事方可否认存在据他们认为缺

乏允许性的任何保留这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尽管如

此，这些评论意见仍丝毫不妨碍法国对有关“保留允

许性” 的准则的总体架构作出非常正面的评价。

准则3.1 (允许的保留 )

法国

法国赞同委员会关于在准则3.1中转录《维也纳

条公约》第19条案文，不对措辞作实质性修改的决

定。改变这一公认条款的表述方式，必然会导致有

害且无必要的混乱。

1 委员会在最终裁定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法律适度是否完

全采用保留的法律制度之前，将有关此类声明的准则置于方

括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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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3.1.1 (条约明文禁止的保留 )

法国

准则3.1.1至3.1.4对第19条提出的解释问题作了

必要澄清，是完全贴切的。

准则3.1.2 (特定保留的定义 )、3.1.3 (不受条约禁止

的保留的允许性 )和3.1.4 (特别保留的允许性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3.1.1的评论。

联合王国 

1. 准则3.1.2试图澄清“特定保留” 一词的含义。

联合王国欢迎委员会采取灵活的处理办法，但对这一

定义可能并未涵盖保留可予“特定” 的所有情形表示

关切。其中主要问题在于，没有说明哪种程度的细节

能使条约规定成为指明“特定保留” 的规定。如果条

约规定对保留的确切性质作了明确规定 (例如，见《修

正经1955年9月28日海牙议定书修正的1929年10月
12日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华沙公约的第二

附加议定书》)，而且保留恰好就是按照这一规定提出，

那么，添加一个关于保留是否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

评判似乎就不妥当了。然而，如果条约规定只是准许

对列举的规定提出保留，并且排除其他列举的规定，

那么，对于针对准许清单上的规定提出的任何保留

的内容，都可以提出反对。

2. 联合王国也赞同准则3.1.3和3.1.4，其中规

定任何未受条约禁止或者不是“特定” 保留的保留，

都必须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然而，我们对评注

中关于《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2和第3款的引述 1 存

有疑问。联合王国认为，这一条款不适用于，或者说，

只能比照适用于不允许的保留。

3. 但联合王国注意到，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

和宗旨，可能要在此种保留提出之后许多年，而且

只在出现争执的情况下才会显现或得到确立。因此，

联合王国不接受准则4.5.2的评注中关于应当“谨慎处

理” 保留方事后或在司法程序中作出的声明的建议。2

1 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5页，

第159段。
2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准则4.5.2的

评注第 (43)段。

准则3.1.5 (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

法国

该准则拟议的定义是有用的，特别是因为它维

护了条约目的和宗旨概念的独特性。毫无疑问，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在理论上可以作出区分。但是，这

种区分除了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中都不容易实现之外，

似乎也与实践不符；缔约方倾向于根据条约目的和宗

旨这一整体，对保留的可施用性，或者按照《指南》

的说法，对保留的“允许性” 进行评估。法国欢迎委

员会2006年对该准则所作的修正。“条约目的和宗旨”

的新定义相比最初的提议有了明显改善。例如，增

加对条约“主旨” 的引述，消除了法国在2005年意见

中提出的关切。仅述及条约基本要素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可能难以确凿地确定这些要素到底是什么，其后

果可能损及条约的存在理由。例如，条约某些当事方

可能会与众不同地认为，条约的实质性条款与有关

执行机制的条款不可分割，对有关执行机制的条款

提出保留，会使条约失去存在的理由。此外，将条

约目的和宗旨与条约的基本要素相联系，会导致当

保留是针对可能不太重要但完全是保持条约安排平

衡所需的条款提出时，其可批评性质被削弱。最后

采用的定义将条约的基本要素归为条约“主旨”，可

以维护条约的精神和文字，还可以保障条约的平衡。

准则3.1.6 (条约目的和宗旨的确定 )

法国

该条准则对界定“条约目的和宗旨” 的准则3.1.5
作了有效补充。法国认为，重要的是条约目的和宗

旨不能仅仅通过引述条约措辞加以确定，还应参考

条约的“主旨”。

准则3.1.7 (含糊或笼统的保留 )

法国

法国赞赏委员会在该准则的评注第 (4)段 1 中努

力说明该准则与论述涉及国内法的保留的准则3.1.11
之间的联系 (准则3.1.11指出，一国不得提出旨在“维
护国内法特定规范的完整性” 的保留，除非该保留并

没有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在实践中，与国内

法适用有关的保留常常是用含糊和笼统的措辞提出

的。法国认为，此种保留常常不准许其他当事方去衡

1 见《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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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留国所作条约承诺的真实范围，因此有可能带来

大问题。此外，此种保留甚至还会使其他当事方担心，

随着保留国国内法今后出现变化，保留国的承诺将

会大打折扣。

准则3.1.8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条款的保留 )

联合王国

该条准则第1款规定，条约规定反映习惯规范，

这一事实是评估保留有效性时的一个相关要素。联合

王国对此不敢苟同。正如联合王国在关于人权事务

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评论的意见中所言，1 “在选择

不承担条约义务与试图不接受习惯国际法之间，存

在明显的区别”。不过，联合王国同意该准则第2款，

其中规定此种保留不影响相关习惯规范的约束性质，

相关习惯规范将继续适用。

1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届会

议，补编第40号》 (A/50/40)，第24号一般性意见，附件六，

第7段。

准则3.1.9 (违背强行法规则的保留 )

法国

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 )的引述，带

来了这一概念的范围问题，因为这一概念的内容尚

待明确。

准则3.1.11 (与国内法有关的保留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3.1.7的评论。

准则3.1.12 (对一般人权条约的保留 ) 

萨尔瓦多 

见下文就准则4.2.5提出的意见。

联合王国 

关于准则3.1.12，联合王国不认为人权条约应当

与其他国际协议有任何不同的待遇。联合王国的一贯

意见是，对规范性条约包括人权条约的保留，应当

与其他类型的条约适用同样的规则。联合王国找不

到任何区别对待人权条约的法律或政策理由。任何关

于在保留方面对人权等不同领域的条约适用特殊规

则的建议，都是没有助益的。重要的是记住，有关

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都源于1951年5月28日国际

法院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

的咨询意见。1 因此，联合王国建议删除该准则。事

实上，联合王国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关于对条约的

保留专题的第二次报告 2 符合上述观点。

1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页。
2 《199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A/CN.4/477号

文件，第39页。

准则3.1.13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

的条约条款的保留 )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认为该条准则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其中

仅确认，准则所描述的此种保留要按照是否与相关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进行评估，而这一点在准则3.1.5
和3.1.6的内容中已经显而易见。

准则3.2 (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 ) 

奥地利

1. 准则3.2列出了一大批有权进行评估的行为

体，这就存在着可能导致出现各种不同评价的危险。

这一准则中列出的所有行为体在特定条件下都有资

格对允许性进行评估，但评估的效力却因行为体而不

同。条约某一缔约方的评估只对该缔约方自己有效，

而条约机构的评价却可能影响所有缔约方，前提是

该机构拥有必要的权限 (不过，除罕见情况外，这一

点通常毫无疑问 )。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只对争端当

事方产生效力。如果这些不同的行为体在评估中发

生分歧，就会出现一种相当复杂的局面。正如评注

所述，这种分歧不太有利于条约本身的适用。显然，

这一事项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2. 关于期限，问题是为什么缔约方要受到12个
月规则的约束，而争端解决机构却可在任何时候进行

评估。当然，出于稳定条约关系的需要，是应当有

某种时间限制。但这种时限是否意味着，条约缔约

方在12个月过后，就不得向争端解决机构援引保留

的不可允许性？看来，缔约方可以规避这一期限的

办法就是将此事提交争端解决机构，而且任何时候

都可以这么做。但是，这种做法无疑会涉及费用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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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许多人权条约建立的监督机制产生了特殊问题，

在涉及对国家所提保留“允许性” 进行评估时尤其如

此。虽然这些问题在起草1969年《维也纳公约》时未

作考虑，但如今建立这类机制不是没有可能，更何

况这类机制还会显得非常切实有效。不过，除非有

明文规定，监督机构不能监督国家所提保留的“允许

性”。国家将这一权限交给监督机构的共同意愿，必

须出现在条约案文中。欧洲人权保护制度完美地阐述

了这一可能性和要求。如果没有这类机制，就要由保

留国承担其所提保留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后果，

正如反对保留的国家要对有关维持该国与保留国之

间条约关系的决定承担后果一样。监督机构是一个因

条约而存在的司法或类似机构，只拥有当事国明确赋

予的权限。如果国家希望将某些评价或确立保留“允
许性” 的权限交给监督机构，就必须为此在多边条约，

特别是与人权有关的多边条约中作出明文规定。如

果条约未作任何规定，就要由国家，而且只能由国

家在必要时通过议定书对条约进行修改和完善，以

便建立适当且通常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或者对它

们认为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作出反应。

准则3.2.1 (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
3.2.2 (明确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

限 )、3.2.3 (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条约监督机构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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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3.2.5 (争端解决

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

联合王国 

1. 关于准则3.2.1至3.2.5所述条约监督机构的

权限，联合王国认为，条约监督机构行使的任何评估

保留有效性的职能 (或任何其他职能 )，基本上都应

当出自特定条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而且同样这

些条款应当是国家与国际法主体之间自由谈判的产

物。因此，联合王国对试图为此类活动建立一个非常

高级别的允许框架是否明智存有疑问，最好是留给谈

判国逐案决定将什么权力交给条约监督机构。同样，

监督机构对保留有效性作出的任何评估的法律效力，

都应当通过引述从条约条款得出的职能加以确定。

2. 在条约中没有明确条款的情况下，联合王国

不认为条约监督机构“有权裁定保留的有效性”。我

们已在联合王国关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

评论的意见 1 中充分阐述我们的立场。一国在考虑条

约监督机构的任何评论或建议时，应采用与定期报

告中的其他建议和评论相同的方式。不过，联合王

国同意，条约监督机构在必要时可能要对保留的地

位和效果发表看法，才能履行其实质性职能。

1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届会

议，补编第40号》 (A/50/40)，第24号一般性意见，附件六。

准则3.2.1 (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

法国

与该条准则的建议相反，法国希望指出，为使

条约监督机构能够评价保留的“允许性”，国家或国

际组织必须将这一权限赋予该机构。因此，似宜采

用一种不在监督条约适用的可能性与评估保留允许

性之间建立自动联系的表述方式。从第一项权限得

不出第二项权限。

准则3.2.2 (明确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

权限 )

法国

法国认为，该条准则的措辞应当更加清晰地体

现条约或附加议定书中关于评价保留允许性的机构

权限条款的基本性质，使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阐明

它们赋予条约监督机构在评价保留“允许性” 方面的

权限。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认为，谈判国只要有给予条约监督机

构此种职能的明确意向，就会采取适当行动确保条

约规定反映这一点。条约规定中没有明确提到评估

保留允许性的权力，绝对不能解读为是准许在这方

面拥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职能。

准则3.2.3 (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条约监督机构的

合作 )

联合王国 

该条准则是作为一项合作义务提出的。这显然

属于拟议法；合作固然令人向往，但合作义务必须出

自明确的条约义务。此外，要求与条约监督机构“合
作” 并“充分考虑该机构对它们所提保留的允许性作

出的评估”，并没有规定此类合作或考虑的程度或范

围。因此，这一要求在什么程度上才可被视为已得

到满足，仍然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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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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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国

该条准则假定在监督机构之间不存在竞争，但

未提到在可以审查保留允许性的不同机构和主体之

间出现评估分歧的情况。而法国认为这一点必须予

以阐明。

准则3.3 (保留不允许的后果 ) 

法国

1. 这显然是一个《维也纳公约》不曾解决的难

题。正因为如此，委员会应当尝试就保留“不允许”

的后果，以及反对对保留的效力问题进行澄清。如果

委员会在这方面不能取得成果，那么《实践指南》就

无法充分满足它所引发的合理期待。该条准则所阐

述的原则是完全可接受的，只是其标题“保留不允许

的后果” 似乎没有如实体现其内容，其内容更多涉及

的是“不允许性” 的原因。

2. “不可允许” 的保留的后果问题，是1969年
《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所提出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

一。事实上，1969年《公约》中没有任何规定述及有

关禁止的保留的规则和有关接受 /反对保留机制的规

则之间的联系。法国对保留的“可允许性” 和“不可允

许性” 这些词汇的使用仍持保留意见，因其无法体现

各国对他国所提保留的反应的广泛性。抛开词汇不

谈，与“不可允许” 的保留的后果有关的问题必须首

先从各国针对保留国提出的反对和接受机制中寻找

答案。一监督机构可确证一项保留是“不可允许” 的，

但此类确证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该机构的公认

权限。保留在当事国之间的可施用性，始终取决于

当事国作出的接受或反对情况。

德国

见下文就准则4.5.1提出的意见。

准则3.3.1 (保留不允许与国际责任 )

法国

1. 该条准则强调保留属于条约法范畴，不属于

国际责任法范畴，是有意义的。

2. 见上文关于第3节的评论。

准则3.3.2 (单独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

萨尔瓦多 

1. 因萨尔瓦多的评论既涉及准则3.3.2 (单独接

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也涉及准则3.3.3 (集体接受

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所载的问题，故在此合并审

查之。

2. 首先应当指出，这两条准则的内容都完全符

合保留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准则3.3.2依据的是这样

一个广泛承认的前提，即对保留的接受并不能改变其

不可允许性，因为这种不允许的原因 (明确禁止保留

或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要依照事实适用，

不会仅仅因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接受就被逆转。

3. 准则3.3.3所反映的情况就不同，所有国家

和国际组织都接受保留，而非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

这就构成了一致同意，而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39条，从缔约方之间通过一般协议修改条约时所

用的逻辑来看，这种同意是允许的。1

4. 萨尔瓦多希望就其所注意到的准则3.3.2和
3.3.3在范围上的不同进行评论，特别是将“允许性”

概念列入准则3.3.2的影响，以求对《实践指南》作出

一致的解释。

5. 应当指出，准则3.1为界定“保留允许性” 的

范围确立了三个具体条件： 

(a) 该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规定只可提出特定保留，该项保留不包括在内

的；或

(c) 在不属于 (a)和 (b)项的其他情形下，该项保留与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6. 从准则3.3.2的内容中也可推断出同样的范

围，其中包括允许性的概念，并据此纳入了准则3.1
提到的三个条件。但是，与含有界定允许性范围的

三个条件的准则3.1和3.3.2不同的是，准则3.3.3只
涉及其中两个条件。在萨尔瓦多看来，这限制了“集
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 的效果，因而也限制了其范围。

7. 鉴于上述内容，萨尔瓦多认为在评注中解释

上述差别极其有用，如果这种差别不大，我们则提

议采用类似的措辞来显示这些概念的等值性。

1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9条规定：“条约得以当事国之

协议修正之，除条约可能另有规定者外，此种协议适用第二

编所订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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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见下文就准则4.5.1提出的意见。

准则3.3.3 (集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 

澳大利亚 

1. 关于是否允许接受不允许的保留，准则3.3.3
和3.4.1似乎建立了两套不同的制度，即明示接受的

制度和默示接受的制度。这在现行《维也纳公约》制

度中无迹可寻。不知道为什么准则3.4.1要禁止明示

接受不允许的保留，而3.3.3又允许集体默示接受不

允许的保留。准则3.3.3没有规定缔约国提出反对的

期限，但准则2.6.13规定的12个月期限大概是适用

的。这可能需要作出说明。此外，如果准则3.3.3规
定允许集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那么在准则3.4.1中
也应允许这么做。

2. 委员会评注中所述的准则3.3.3的基本前提

也成问题，即默示接受不允许的保留可作为更改原

条约的缔约方之间的一项嗣后协定。澳大利亚的问

题是，缔约方之间仅仅通过沉默或不作为是否能够

形成嗣后协定。此外，鉴于一国不可能要求保存人

将保留提请其他缔约国注意然后又不反对这项保留，

准则3.3.3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操作。这些条款似需

进一步说明。

3. 关于接受不可允许的保留的这些条款，与关

于不可允许保留的后果的第4.5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甚

至更加模糊不清。相关准则的评注指出，第4.5节为

评估保留无效性质所确立的客观制度不取决于其他

国家的反应。这似乎与准则3.3.3不一致，而且使准

则3.4.1显得多余。

奥地利 

1. 奥地利仍然十分关注关于集体接受不允许

的保留的效果的准则3.3.3。这一准则似乎是邀请

各国作出为条约所禁止的保留，因为各国可提出保

留然后等待其他国家的反应。难道真的是要说，在

其他国家不反对或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保留即被视

为允许？缔约国真的可以罔顾为客观界定条约目

的和宗旨所作的努力，拥有推翻条约目的和宗旨

的权力吗？这显然不符合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 
想法。

2. 评价沉默的效果问题无疑也仍未解决。评

注 1 似乎是说，沉默不能等同于接受保留。这一结论

与准则3.3.2相符，即无效性质不能通过单方面接受

而得到纠正。不过，考虑到没有指明这一集体态度

必须在何时确立，加上缔约国随时间推移也会有所

不同，一般多边条约中是否存在类似缔约国集体立

场这样的东西仍然令人怀疑。因此，哪些国家对于

存在默许具有决定意义？ 

3. 此外，由于对准则2.6.13中的期限未作引述，

时间要素也依然不明。虽然根据评注中的解释，对期

限未作规定是有意为之，但实践中是需要这种期限

的。例如，如果一国在条约生效十年后加入，并且

在保存人通知有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存在之后作为

唯一缔约国对这项保留提出反对，会发生什么情况？

保留是否应在这一反对之后才被视为不可允许？该

条准则的当前措辞似乎认可这样的结论。这就提出

了另一个问题：保留是从现在开始完全无效，还是从

一开始就完全无效？

4. 更笼统而言，这一准则似乎与准则4.5.1和
4.5.3相抵触，因为根据这些准则，无效保留的无效

性质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对或接受。奥

地利认为，通过沉默的集体接受没有体现国际条约

关系的既定规则。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评注第 (5)段。

萨尔瓦多 

见上文就准则3.3.2提出的意见。

法国

见下文关于准则3.4.1的评论。

新西兰

新西兰对准则3.3.3表示关切。新西兰不认为仅

仅因为没有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提出反对，一项不允

许的保留就可以变为允许。

瑞士 

1. 准则3.3.3提供了让不允许的保留变为允许

的程序。瑞士深知此类提案的来好处，但要提出一个

基本的问题：这样的案文是否不会与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相抵触？该条体现的原则是，

不允许的保留从一开始就不应当 ( “一国得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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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拟议这

样的可能会有鼓励提交不允许的保留的危险，包括

第十九条丙款所指的可能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

保留。

2. 而且，所拟议的程序将准许仅仅通过默示的

接受，将不允许的保留视为允许。《维也纳公约》第

20条第5款虽然规定保留如无反对即视为被接受，但

未规定这一沉默的效果是将不允许的保留变为允许。

委员会起草这一准则时所借鉴的针对逾期保留采取

的解决办法，是否也可适用于不允许的保留？在逾

期保留的情况中，只有保留的逾期性质通过缔约方

的默示接受得到了“治愈”。但是，实质上不允许的

逾期保留，能不能通过默示同意变为允许？ 

3. 这一拟议的准则带来了另一个基本问题。所

拟议的程序也将准许如评注中所确认的那样，通过

对条约的保留机制，对条约本身进行实质性的修改。 1 
瑞士寻思，是否宜在已经很复杂的保留制度内，建立

一个新的对任何条约都适用的修正程序。特别是出

于法律安全理由，要求希望更改条约的缔约方必须

采用该条约本身的最终条款规定的方式，岂不更好？ 

4. 最后，未规定反对期限带来了许多问题，并

可能使保存人陷入极其困难的处境。除加重保存人

的工作量之外，所拟议的程序还会使保存人 (及其后

的所有缔约方 )长期、甚至一直处于等待知晓保留是

否变为允许的处境之中。

5. 瑞士因此认为，在确定不允许的保留可通过

默示接受（集体或准则3.3.3所规定的方式）变为允许

的原则时，还有若干问题尚待澄清。至少，未规定

反对期限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1 例如，见第53至第54页，第 (8)和第 (11)段 ( 《2010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联合王国 

该准则规定，如果没有缔约国提出反对，一项

不可允许的保留被视为允许的可能性。联合王国不

认为无人反对就可以改变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的无

效性质，并注意到，评注暗示在任何情况下，此种

无人反对的情况都不妨碍条约监督机构或国际法院

对保留的允许性进行评估。因此，该准则似乎充其

量只是尝试性地推定，如果没有任何缔约方对不可允

许的保留提出反对，保留方就应被视为享受保留益

处的条约当事方。联合王国不同意这一看法。该准

则似乎还与准则3.3.2不一致，后者确认一缔约国或

缔约组织接受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改变不了保留

的无效性质。该准则也不符合准则4.5.1的评注 1 中提

出的关于《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5款所述12个月反

对期不适用于无效保留的建议。联合王国认为，在

处理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时，各条准则间要有更大

的连贯性。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0页，评

注第 (12)段。

美国

1. 拟议的准则3.3.3规定，不允许的保留 (为条

约所禁止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 )如果在保

存人应一当事方请求明确告知不允许之后无缔约方

提出反对，“应视为允许的保留”。如评注所述，这一

准则背后的理论是，此类默示接受保留可作为更改

原条约的缔约方之间的一项嗣后协定，并使特定保

留得以提出。

2. 关于这一准则的处理办法，有两点值得一提。

首先，这项准则的实用性令人怀疑。另一国在什么情

形下会要求保存人提请注意保留国的保留是无效的，

但又不提出反对？评注中提到的国家实践是《国际联

盟公约》缔约方一致接受瑞士不顾《公约》禁止保留

的规定而提出的中立保留，1 但未指明这一接受是根

据准则3.3.3所设想的程序发生的。

3. 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缔约方之间

可以通过默示接受不可允许的保留而达成嗣后协定，

以便将保留“视为” 允许，那么，无论保存人是否应

一缔约国的要求单独发出第二次通知指明保留不可

允许，这似乎都应当是正确的。换言之，这项准则的

逻辑似乎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任何不可允许的保留

如果经过通知没有缔约方提出反对，就是被“集体接

受” 的，并因此“应视为允许”。而且，委员会的评注

未能对其在准则中主张的区分提供支持。评注驳回了

无效的保留如果在第一次保存通知发出后没有缔约

方提出反对即可视为允许的观点，理由是：(a) 首先

保持沉默，并不意味着一国就保留的允许性采取了立

场；(b) 监督机构仍可评估保留的允许性。2 然而在证

明为何同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在第二次保存通知之

后可“被视为” 允许时，评注又以赞同的方式援引了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2至第53页，

评注第 (6)段。
2 见同上，第52页，第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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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些因素，将第二次通知后没有提出反对作为一致

同意保留的证据。此外，评注随后又解释说，准则3.3.3
所述保留是“被视为” 允许，而不是变为允许，部分

原因是主管机关可在事后某个时间对此类保留进行

评估。简言之，如果准则3.3.3所述保留只是被视为

允许，并且仍然“在原则上不可允许”，那么，这一基

本原理似乎就应适用于任何疑似无效的保留，而不是

仅仅适用于需要发出第二次保存通知的保留。3

4. 另见下文就准则3.4.1提出的意见。

3 评注还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如果支持这一提议的法

律理论是缔约方同意、或至少默示同意就更改原条约达成的

一项嗣后协定，那么，不明白为什么保留仍将“在原则上不允

许”。恰恰相反，由于修改条约和默示接受保留，原先对作出

此类保留的限制规定，即关于保留不允许的限制规定，就应

当消失。

准则3.4.1 (接受保留的允许性 ) 

澳大利亚 

见上文就准则3.3.3提出的意见。

法国

1. 法国对这条准则存有疑问。当前的措辞暗

示，接受一项“不允许” 的保留，有时候本身可能“不
允许”，但情况并不一定总是如此。对此处采用的“不
允许” —法国对此仍抱有严重疑虑—进行纯粹客

观的逻辑推理，如果保留是“不允许” 的，那么，接

受保留难道不应该也是“不允许” 的吗？事实上，问

题不应以此类措辞表达，而应该从保留产生的效力

方面来提出。确认明确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具有

“不允许” 性质，其理由令人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

下，为何不说暗示接受一项“不允许” 的保留也是“不
允许” 的？不过，问题的核心是，确认接受一项“不
允许的” 保留—无论明示或暗示—也是“不允许”

的，将会损害各国接受—即使是集体地—一项

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允许的保留的能力。

2. 关于准则3.3.3和3.4.1之间的关系，奇怪的

是，准则3.4.1未曾提及集体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

的后果。因此，单独接受一项“不允许” 的保留，本

身可能“不允许”，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取决于该

接受是明示或是默示的。同样，如果所有国家都接

受，一项“不允许” 的保留也可以被“视为允许”。在

这方面，确认明示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具有“不允

许” 性质，其理由令人难以理解。此种确认难道不会

损害各国接受—即使只是集体地—一项据称“不
允许” 的保留的可能性吗？关于后面这一种可能性，

这难道不是直接违背了就此处采用的“允许性” 概念

进行的纯粹客观的逻辑推理吗？巧合的是，法国对

其始终仍有疑问。

德国 

见下文就准则4.5.1提出的意见。

美国

如果3.3.3仍留在准则中，美国就认为应进一步

澄清其与准则3.4.1之间的关系。如上文所讨论的那

样，准则3.3.3规定如果在保存人发出第二次通知后

没有任何缔约方提出反对，则该无效保留被“视为允

许”。而准则3.4.1的规定，明示接受不可允许的保留，

本身是不可允许的。评注未能说明，明示接受是否会

对事后评估保留的允许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效果。1 如
果由主管第三方负责评估允许性，似乎应顾及此类

针对保留的国家实践。另外，美国还想更好地了解

3.4.1所依据的法律理论。评注重申集体默示接受等

于各缔约方同意更改条约，但《维也纳公约》第41条
第1款也准许两个当事方在彼此间更改条约。委员会

可能认为，明示接受不允许的保留不符合第41条的

规定，若能理解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分析，或可大有 
助益。

1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4页，准

则3.4.1的评注。

准则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

法国

法国认为，没有决定性理由要求反对必须符合

允许性条件。此处真正的争议还在于保留和反对的

效果。所谓的“中等效果” 反对不仅要排除保留国追

求的效果，还要更改条约其他条款的效果，无疑会

带来特殊问题。因此，更改是否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

的问题最后终将提出。不过，对相关实践的分析应当

予以肯定。事实上，分析表明，反对国寻求对条约

条款作出的更改常常仍然与保留所涉条款密切相关。

有关中等效果反对的实践是在一个完全特殊的情况

下发展。在其他可以考虑的情况中，反对国寻求的

更改可能过于远离保留所涉条款。保留国因此不得

不作出反应，并反对针对它提出的反对，在它认为

该反对违背条约目的和宗旨时尤其如此。虽然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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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解决不了此类反对应有的效果问题，但法国认为，

强调一国不得利用它对保留作出的反对，在可以提

出保留的期限之外更改条约中与保留所涉条款无关

或没有充分联系的其他条款，是有利无弊的。

准则3.5 (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

法国

法国认为，除确认一国“可提出解释性声明，除

非该解释性声明为条约所禁止” 之外，似乎不太可能

有其他情形。一方面，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
行法 )的引述会产生这一概念的范围问题，因其内容

未作定义，至今仍有待说明。另一方面，在允许性这

一特定词汇中，似乎不可能再深入研究解释性声明

和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对问题。这个问题拥有国际关系

的一切特征，完全属于条约义务的执行和落实阶段，

而不是制约条约义务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条件。

[准则3.5.2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 )和
准则3.5.3 (评估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允许性的 
权限 )]1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2.4.5的评论。

葡萄牙

应当知道的是，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性质

不明，可能会给分析带来不确定性，进而损害到本

应认真维护的“保留对话”。因此，葡萄牙赞成对此

事作进一步综合分析，以便清晰确立有条件解释性

声明的法律性质，确定相关的法律效力和程序，并

就在此背景下处理此类声明的时机作出决定。葡萄

牙注意到委员会报告在提及准则2.9.10 (对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的反应 )时仍使用方括号。

美国 

美国的一个实质性关切涉及对解释性声明，特

别是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处理。关于笼统意义上的

解释性声明，美国不支持按照现有提议创建一个严

格的结构，因为美国认为，这样做会损害各国目前

使用此类声明的灵活性。另外，关于已作大量讨论的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美国注意到准则3.5.2和3.5.3的
处理方式是将整个有关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问题放

在有关保留的法律制度之内。美国对这种处理方式

仍有严重关切。如果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内容意图

更改条约对声明方的法律效力，则为保留；如果有条

件解释性声明的内容只是意图澄清某一规定的含义，

则无论其是否附加条件，均不算作保留。有的观点

认为，仅仅因为声明方以其拟议的解释作为其接受

条约约束的条件，一项原本是保留的解释性声明就

可以被视为保留，美国对此并不认同。无论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事实上是不是保留，用有关保留的框架

加以制约都是不妥当的，而且会导致以过于严格的

方式处理诸如有关此类声明的提出时限、形式条件

和嗣后反应等问题。

准则3.6 (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

法国

关于解释性声明对一个明示予以赞同或反对的

国家的后果，从总体上参考与解释条约有关的习惯规

则即可。一般情况下，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似乎不受

形式或内容规则的束缚。除了一个或多个其他缔约

国将解释性声明重新定性为保留，从而将辩论转为

保留效力的情况之外，解释性声明及其引发的反应，

根据当事方的意向和解释在条约生活中的基本作用，

本来就存在若干灵活性。

葡萄牙

1. 正如在评论准则2.9.1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

同 )时所言，葡萄牙认为“赞同” 一词含有特定的法律

含义，与正在讨论的事项并不相称。这一用语甚至

还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解释性声明需满足与

提出保留相同的国内法律规定。

2. 葡萄牙希望在准则2.9.1的评注中对该词的

使用作出更清晰的解释。

准则3.6.1 (赞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3.6的评论。

1 委员会在最终裁定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法律适度是否完

全采用保留的法律制度之前，将有关此类声明的准则置于方括

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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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3.6.2 (反对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3.6的评论。

第4节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 )

法国

法国认为，必须对解释性声明的效果和保留的

效果作出非常明确的区分。同样，在涉及对解释性

声明或保留作出的反应及其各自效果时，也应考虑

作此区分。

准则4.1 (保留对另一国或组织成立 )

奥地利

准则4.1规定的保留成立的程序，对准则4.1.1界
定的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法适用。因此，准则4.1
需就此作出说明。

法国

见上文关于第3节的评论和下文关于准则4.2.1
的评论。

第4.2节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 )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注意到第4.2节以《维也纳公约》制度、

特别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四项丙款为

依据，希望进一步说明保留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被视

为缔约方。

孟加拉国

关于成立的保留的效果的各项准则 (第4.2节 )符
合逻辑，依据的是现有国家实践和理解。任何缔约

方在适用《公约》的相关规定时，都应不难遵循这些

准则。

准则4.2.1 (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 )

澳大利亚

该条准则的效果是保留提出方只有在至少另外

一个缔约国明示或默示 (在准则2.6.13和2.8.1所述的

12个月期限内 )接受保留时才能成为缔约国。同时，

准则可更准确地界定保留国在提出保留直至保留成

立期间的地位。

萨尔瓦多

1. 可以看出，该条准则依据的是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条第四项，其中规定的一般规则是：

(甲 ) 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就该另一缔约国而言，

保留国即成为条约之当事国，但须条约对各该国均已生效；

(乙 ) 保留经另一缔约国反对，则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

国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对国确切表示相反之意思者

不在此限；

(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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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实践中，这项规定的适用并不统一，导致

委员会很难就成立的保留的提出方的地位采取具体

立场。不过应承认，尽管准则的最终表述是以《维也

纳公约》为依据的，但没有简单地重复该《公约》的

用语，而是采取更广泛的做法，在提及“保留的成立”

时，正如委员会所言，既包括保留需要接受的情况，

也包括不需要接受的情况。

3. 还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保留提出方地位的用

语已重新表述，将保留提出方归类为笼统意义上的

“缔约” 实体，并视条约是否生效对保留的效果进行

区分。在这方面，如果条约尚未生效，国家将被归

类为“缔约” 国；如果条约生效，国家将被归类为“当
事方”。这与《维也纳公约》最初的规定相同。

法国

关于准则4.2.1至4.2.3所述的条约对保留国或保

留组织生效的条件，有必要加以澄清。根据1969年《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第一项己款：

称“缔约国” 者，谓不问条约已未生效，同意受条约拘束之国家。

准则4.2.1当前的措辞暗示一国只有在保留成立

(也就是说，保留有效且可允许并依准则4.1所言被接

受 )后才成为缔约国，这似乎与该条款相抵触。法国

因此对这一规定存有重大疑问。保留成立，只可能

对条约在保留国与接受国之间的适用产生后果，对

条约生效并无任何影响。保留和接受或反对的运作

要遵循条约法规则，委员会为此已在工作中阐明其

与法律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葡萄牙

1. 葡萄牙认为，《指南》不妨更加准确地界定

保留提出方何时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是在保留

成立时还是在保留提出时？换言之，对较早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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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时是否有追溯力？这些是日常实践中可能遇

到的一些问题，评注不妨给出更明确的指导。

2. 另见下文就准则4.2.2提出的意见。

准则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

澳大利亚

如委员会所言，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采

取的做法是将所有交存文书的国家 (无论是否附有保

留 )都包括在生效所必需的文书数目中，但这一做法

存在分歧。国家可酌情决定任何保留对该国产生的

法律后果，包括条约是否在该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

为避免继续存在不同做法，并增加确定性，委员会

不妨就秘书长采取的做法发表意见。

萨尔瓦多

1. 该准则类似于上文准则4.2.1所述规则，在

此处表述是针对条约尚未生效的特定情况。

2. 萨尔瓦多认为，准则4.2.2最重要的部分是

第2款，其中确认保存人在不考虑保留是否有效的情

况下，为使附有保留的批准或加入文书的最终交存

在任何其他国家接受保留之前生效而采取的通行做

法。因此，使准则适应现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有助于加强在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妥为确立且广为

接受的做法。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4.2.1的评论。

葡萄牙

1. 关于准则4.2.2，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公

约》都规定，保留提出方只有在至少另一个缔约国或

缔约组织明示或默示接受保留时才能成为缔约国或

缔约组织。这可能意味着有一个12个月的延迟。但

保存实践通常不是这样的。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在接

受附有保留的批准或加入文书的最终交存之前，并

不等待收到任何接受。1

2. 还有其他涉及保留的保存人做法存在分歧的

例子。例如，葡萄牙于2007年3月20日向联合国秘

书长交存1947年11月21日在纽约通过的《专门机构

特权和豁免公约》的加入文书，并对《公约》第19.B
节 (关于税务豁免 )提出保留。但是，保存人于2007
年4月24日通知，按照“既定做法”，只有在收到有

关专门机构对该保留的批准时才能将加入文书交存

秘书长。加入文书的交存被停止，导致葡萄牙因缺

少最后一项必要的国际文件而无法接受《公约》约束。

但是，秘书长在履行保存职能时，主要以《公约》的

相关规定、习惯国际法和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七十七条为指导。因此，《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

人的实务提要》只是一份相关实践记录，并非秘书长

履行保存职能的依据。《实践指南》本身规定，保留

的允许性只能由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或条约监测机构进行评估，保存人和各专门机构都

不在其中。

3. 提出这些意见是为了强调，准则确实可就保

存做法的正确性采取立场 (与准则4.2.1的评注第 (11)
段所述委员会意图相反 2 )。重要的是，不要使《维也

纳公约》失去其赞同不同做法的效果。

4. 另见上文就准则4.2.1提出的意见。

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8页。

准则4.2.3 (保留成立对提出者作为条约当事方的地

位的效果 )

萨尔瓦多

该准则确立保留提出方与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

的条约关系，从到阿兰 · 佩莱在内的所有特别报告员

布赖尔利已在多个场合对此予以确认。这就是委员

会认为该准则有道理的原因。鉴于《实践指南》的穷

尽性，纳入该准则正是为了确认在保留领域的一项

基本原则。

法国

见上文关于准则4.2.1的评论。

准则4.2.4 (保留成立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认为无需就该准则提出任何正式或实

质性意见，并确认将《维也纳公约》不曾包含的其他

内容纳入该准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这有助于加深

理解保留对条约关系的效力，包括审议具有排他效

1 参见《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实务提要》 
(ST/LEG/7/Rev.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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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保留以及这种保留的反规律性效果，规定保留

不得修改条约中除法律效力之外的规定，以及确认

这些效力不仅适用于条约的某些规定，还在某些方

面适用于整个条约。

准则4.2.5 (保留所涉义务的非对等适用 )

萨尔瓦多

1. 根据法律文献和判例中的一个越来越妥为确

立的趋势，即并非所有条约都涉及国与国之间的义务

交换，该准则确认对等原则并非是绝对的。这一例外

的最明显例子是人权条约，与其他类型的条约不同，

人权条约的主要意图是惠及所有受其管辖之人。

2. 有观点认为，现行保留制度完全不适用于以

人、而非缔约方为终极受益者的条约。1 国际法院在

半个多世纪前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的保留案的咨询意见中基本持相同看法，指出：

缔约国没有任何个体利益；它们都只有一个共同利益，那就是

实现那些使公约得以存在的崇高目标。因此，在这类公约中，

谈不上对国家的个体利弊，也谈不上在权利与责任之间保持

完美的契约平衡。那些使公约受到启发的崇高理想，由于全

体缔约方的共同意志，为所有条款提供了基础和尺度。2

3. 因此，鉴于认识人权条约独特性质的重要性，

并考虑到就保留问题而言，委员会有意拟订的不是

一项公约，而是一个用于说明的实践指南，萨尔瓦

多提议在该准则中明确提及此类条约，作为一个无

意穷尽的例子。正如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言： 

确立对缔约国共同体之义务的条约也没有这种效果对等性。

商品条约、环境保护条约、一些非军事化或裁军条约以及提

供统一法律规定的国际私法条约都有这样的事例。3

4. 另外，似可考虑在关于对人权条约的保留的

准则3.1.12中直接引述该准则，这样就可以明确地承

认人权条约中的义务非对等适用情况。这种承认并

不是为了将其他条约的非对等适用降至最低，而是

为了人权条约的具体需要，因为区域和国际人权条

约的出现虽然表明国家政权在保护个人方面已取得

重大成就，但还是很遗憾地经常有一些国家宣布修

改或废除条约所承认的某项基本权利，或者将另一

个国家的行动视为履行条约的条件，意图保护自己

的利益，而不是受益管辖者的利益。

大韩民国

关于准则4.2.5，最好在委员会有关准则4.2.5的
评注中列举可适用该准则的具体例子。准则4.2.5是
准则4.2.4的一种例外。例外条款应以限制性和具体

的方式提供。然而，由于准则4.2.5中“义务的性质”、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以及“保留的内容” 等措辞含

糊不清，保留是否不能适用于条约的其他当事方并

不确定。此外，这一不确定性还导致有关保留适用

的法律无法安定。

准则4.3 (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 )

美国 

准则4.3规定，“对有效保留提出的反对，将使保

留不能对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产生其意图达到的

效果，除非保留已对该国或组织成立”。该准则似乎

在重申相对直接的提议，即反对抵消了保留所意图达

到的效力。但该准则最后一小句似无必要，会引起

准则执行方面的混乱。如果按照准则4.1的明确规定，

保留必须被一国接受才能对该国成立，那么，保留

对于反对国似乎就不可能成立。因此，我们建议删

除准则4.3的初始条款，或者在评注中进一步解释该

条所隐含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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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国

根据该条准则，缔约国对“有效” 保留提出反对，

不妨碍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事实上，法

国认为，问题不在于对条约生效的效力，而在于对

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适用的效力。

准则4.4.3 (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 (强行法 )不产生效果 )

法国

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 )的引述，带

来了这一概念的范围问题，该概念的内容尚需明确。

1 美洲人权法院，布莱克诉危地马拉案 (赔偿 )，C辑，

1999年1月22日，第48号，Cançado Trindade法官的个别意见，

第15段。
2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3页。

3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准则4.2.5的评

注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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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 (无效保留的后果 )

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欢迎第4.5节的表述。该节将为各

国提供重要的澄清和指导，因为这是《维也纳公约》

所确立的条约制度中的一个重大空白。澳大利亚赞

同准则4.5.1和4.5.3所确立的客观制度，即不符合形

式有效性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完全无效，而且与其

他缔约国的反应无关。这与《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条

件一致，并且以现有国家实践为依据。

2. 但是，澳大利亚特别关切准则4.5.2中现有

的可推翻的推定，即如无相反意向，保留国将在不

享有无效保留益处的情况下成为条约当事方。

3. 另见下文就准则4.5.2提出的意见。

孟加拉国

1. 无效保留的效果比《实践指南》第4.2节处理

的问题更成问题。《公约》的相关规定不甚明确。因此，

委员会的准则更有助于理解无效保留的影响和后果。

这些准则是在认真研究和分析大量国家实践和权威

人士与机构的看法基础上拟订的。准则的主要目的

不是将保留提出方排除在条约关系之外，而是要限

制这种条约关系，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个

立场也更加接近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看法和做法。

2. 有关保留的规定有助于实现使最多国家参与

多边条约的目标。但是，这不得破坏条约的根本目的

和实质内容。虽然保留国有权作出保留的决定，但其

他国家的反应和回应，对于确立与保留国的关系至

关重要，在保留不可允许和无效的情况中以及在条

约专门提及保留的情况中尤其如此。委员会的准则，

依据的是对《公约》关于保留之条款的精神和思想的

合理理解。遵循这些准则，将意味着更好地实现条

约目的和健康的条约关系。

芬兰

1. 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如果

保留为条约所禁止，或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

关保留不在其内，或者除上述情形外，保留与条约

的目的和宗旨不合，则各国均不得提出。

2. 但如果有国家提出一项不允许的保留，该怎

么办？如同特别报告员所正确指出的，必须区分两

种在分析上有所不同的问题：(a) 不允许的保留如果

有法律效力，那么这种效力是什么；(b) 就保留国与

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契约关系作出不允许

的保留，会带来什么后果。

3. 另见下文就准则4.5.1、4.5.2和4.5.3提出的

意见。

准则4.5.1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 )

澳大利亚

见上文就第4.5节提出的意见。

萨尔瓦多

1. 尽管这一准则以及关于无效保留问题的整个

一节构成了保留问题的重要方面，但《维也纳公约》

并未就无效保留的后果问题作出规定，这一空白造

成了严重的实践问题。尽管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

无效保留的效果无法等同于有效保留，但在如何处

理这些效力方面缺乏一致的立场。

2. 因此，萨尔瓦多认为《实践指南》正确地指

出了应当通过一种规定保留是否“无效” 的客观标准

来管理这种保留的后果，这意味着该保留的后果，

或缺乏后果的情况不能由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意见来

管理。

3. 另见下文就准则4.5.3提出的意见。

芬兰

1. 在不可允许保留的法律效力方面，《维也纳

公约》本身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公约》第21条仅

明确涉及了允许的保留。然而，芬兰很容易同意委

员会的论证，即一个无效保留，以及不符合《公约》

第23条规定的正规效力标准的保留必须被视为无效。

从定义上讲，这是保留不可允许性的后果；正如委员

会指出的，“无效” 是一个本应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但因不符合对其的形式或实质性要求而不具该种法

律效力的法律行为的决定性特征。

2. 根据定义，保留是一种声称具有更改某一条

约置于国家之上 (在其没有提出保留时 )的义务程度

或内容之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那么，人们似乎可

以合理认为，如某一保留不符合作为法律行为对其

规定的实质性要求 (如《维也纳公约》第19条中所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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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形式要求 (如《公约》第23条 )，则该保留是无效的。

这种无效的后果是，保留无法具有它声称拥有的诸

如改变规定国家契约义务的程度或内容的法律效力。

3. 因此，芬兰希望表达对准则4.5.1的继续

支持。

法国

1. 在实践中，面对所谓的“无效” 保留，各国

有时会在反对中规定拒绝该保留对其施用，但同时

又决定承认与保留国存在条约关系。这一中间选择

似乎不合常理：一国如何能够在反对一项不符合条约

目的和宗旨，亦即不符合构成该条约存在理由之基

本要素的保留时，不得出结论说条约不在其与保留

国之间的关系中具有约束力？这一悖论可能并不像

看起来那么深刻。事实上，反对国可能认为，尽管

保留可能有损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但其不妨碍重

要条款在该国与保留国之间的适用。

2. 还可以预见的是，以不赞同形式提出的反对

将使“保留对话” 成为可能，还可促使保留国重新考

虑保留的必要性或内容。不过，反对国似乎不能完

全忽视保留的存在，就当保留从未提出过一样。这

样的反对将会产生所谓的“超大效果”，因为它将无

视一保留存在的事实，使条约作为一个整体而适用，

并将推翻条约法所依据的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

3. 法国认为，从《维也纳公约》和嗣后实践看，

各国对其认为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 (或者为保留条

款所禁止 )的保留提出反对时，不反对条约在其与保

留国之间生效是可能的。如果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

的和宗旨，保留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就等于一纸空

谈，这种情况似乎与保留国表达的意愿和反对国选

择条约是否在其与保留国之间生效的自由背道而驰。

毕竟，保留国即使已对属于条约主旨的其他条款提

出保留，并因此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也完全

可以接受条约中某些重要条款的约束。因此，就法

国的实践而言，似宜指明，当法国反对一项为条约

禁止的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对保留国生效时，法国

将尊重保留国表达的意愿。此外，明确承认反对不

妨碍条约生效，严格来说在《维也纳公约》所述制度

中并无必要，但国家可借此强调条约关系的重要性，

并更好地维护“保留对话” 的空间。毫无疑问，此种

生效的效果在实践中可能非常有限，对于所谓的“规
范性” 条约，或者当保留很笼统以至于条约中几乎没

有条款被保留国真正接受时，情况尤其如此。法国仍

然认为，这一解决办法有时可能不太令人满意，但

却是最尊重国际法律体系特点的解决办法，唯有这

种办法，才能切实解决在理论上可能显得难以克服

的问题。即使保留“无效”，但条约法既不能通过确

认反对可以具有“超大” 效果来剥夺保留的一切效力，

也不能在反对国同意维持与保留国的条约关系时，以

保留与条约不符为由，剥夺保留国同意接受条约约

束的权利。

德国

1. 以下意见侧重于委员会《实践指南》中可能

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即委员会有关保留允许性的结

论，特别是无效保留对条约关系的后果以及法律效力

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由很多法律专家多次讨论。但

这一国际法律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2. 关于保留的允许性问题，各准则拟议解决正

在进行的法律辩论。

3. 准则4.5.1规定“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

第三部分所述形式有效性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是无

效的，因此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准则3.3.2澄清指出

“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受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并

不改变保留的无效性质。” 根据准则3.4.1，“明确接受

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可允许的。”

准则3.3最终明确表示，无论一项不可允许的保留出

于何种理由导致不可允许，其法律后果是相同的。准

则具体规定了不可允许性，准则3.1逐字引述了《维

也纳公约》第19条。

4. 《维也纳公约》第19条所定义的关于保留不

可允许性的不同理由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是法律文

献中的一个讨论标的，也为所有抱务实态度的缔约国

所关注。《维也纳公约》第19条 (c)款 (准则3.1 (c))中
的不可允许性标准是这一讨论的核心所在。与条约的

目的和宗旨不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讲比《维

也纳公约》第19条所规定的其它不可允许性标准更

难以评估。虽然《维也纳公约》第19条 (c)款的兼容性

要求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无可争议的是，应由各缔

约国来评估 (可能结果各异 )某项保留是否通过考察。

确定一项保留是否兼容的难度导致各国采取不同做

法，来处理那些不满足兼容性审查的保留。一些国

家在发现某一特定保留不符合条约的宗旨和目标时，

1 《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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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仍会遵循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咨询意见中提供的指导，1 对
该保留提出反对；其他一些国家如认为不存在不兼容

的情况，可能明示或默示接受保留。

5. 上文提到的委员会准则极大改变了这种做

法，因为它将它不允许兼容性考察存在不同结果。这

种方法上的改变有多么彻底、存在什么问题，将在

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委员会有关不可允许保留的法律

后果及其严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推定” 的意

见后变得非常明显。

6. 另见下文就准则4.5.2提出的意见。

挪威

经验表明，1969年和1986年《维也纳条公约》在

第20和第21条中存在一些空白和含糊之处。准则

4.5.1部分涉及不可允许保留的无效性问题，旨在填

补《维也纳公约》的一个主要空白。该准则牢牢植根

于各国实践，而且符合《维也纳制度》的逻辑。

葡萄牙

准则4.5.1填补了《维也纳公约》的现存空白，十

分重要。委员会可以填补《公约》的另一个空白，是

依据无效保留行事而产生的后果。

大韩民国

关于准则4.5.1，保留的有效性和允许性应由独

立行政机构进行评价，但评价方除保留方外别无他

人。对于每一项条约，最好都设立一个类似执行委

员会或缔约方会议的中立评价机构，能够就保留的

有效性和允许性作出决定。

准则4.5.2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

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特别关注准则4.5.2中现有的可推

翻的推定，即保留国如无相反意向，将在不享受无

效保留益处的情况下成为条约当事方。虽然准则4.5.2
中列举了确定这一意向的各种因素，澳大利亚预见到

除保留国之外的其他各国将在确定保留国在多大程

度上愿意接受条约约束方面遇到实际困难。在缺乏一

个第三方裁判机构作出对所有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

判断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

即保留国认为其保留有效，而反对国并不这样认为，

但认为可以适用推定，结果导致无法就保留国是否

应受到条约约束，以及如果受到约束是否仍适用保

留的问题达成共识。因此这一推定可能难以在实践

中应用，并可能导致国家间条约关系的不确定。

2. 澳大利亚倾向于反转准则4.5.2中的推定，即

提出保留的国家除非表达相反意向，否则将不被视

作条约当事方。这将确保保留国的意向是确定其是

否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关键因素，为各国提供更大的

确定性，并保持条约制度的自愿性质。反向推定还

能将采取行动 (更改或撤回其保留以消除其无法加入

的情形，或放弃成为条约当事方 )的责任适当交予保

留国。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使反对国保

持与保留国的条约关系，甚至在保留无效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而非完全没有条约关系。

奥地利

准则4.5.2无疑是无效保留问题的核心。根据这

一准则，提出无效保留者可成为不享受保留益处的

条约缔约方，“除非可以确定该国或组织有相反的意

向。” 奥地利完全赞同本准则第1款提出的一般规则，

但建议进一步研究其例外情况。奥地利认为，保留

方的意向无法通过第2款所列因素加以确定。举一个

例子来说：其它缔约国如何能表达或反映保留方的意

向？此外，目前还不清楚应由谁来确定第1款中规定

的保留方意向。这些问题可通过要求保留方明确表示

如果保留无效则其不打算接受条约约束而完全解决。

因此，奥地利建议删除准则4.5.2第2款，将“除非可

以确定该国或组织有相反的意向” 替换为“除非该国

或组织表示相反的意向”。奥地利认为，当保留无效时，

不宜强制保留方受到条约条款的约束。

萨尔瓦多

1. 萨尔瓦多对本条准则的内容和措辞表示支

持，理由如下。

2. 关于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无可争辩的

一点是保留的无效性质并不影响一个国家或国际组

织同意受到条约的约束。因此该保留的提出者完全

受制于条约义务，被认为是条约“当事方”，或者在

条约尚未生效的情况下为其“缔约方”。

3. 这正是欧洲人权法院在贝利洛斯诉瑞士案中

所表达的立场：“毫无疑问，不论声明是否有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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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受《公约》约束，而且自认如此”。1 这个立场随

后在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中得到重申。2 在区域一级，

美洲人权法院也延续了这一趋势，在希莱尔诉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案中表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能利用其接受任择条款的文书所载列的

内容限制美洲人权法院依照《美洲人权公约》第62条行使强制

管辖权，因为这种限制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因此，

法院认为它必须驳回该国提交的初步反对意见中的第二项和

第三项论据，因为其涉及法院的管辖权。3

1 欧洲人权法院，贝利洛斯诉瑞士案，1988年4月29日的

判决，A辑，第132号，第60段：“总之，该声明不符合《公约》

第64条的两个要求，必须被认定为无效。但毫无疑问，不论

声明是否有效，瑞士都受《公约》约束，而且自认如此。此外，

瑞士政府承认法院对他们在庭上辩论的后一个问题具有管辖

权。因此政府的初步反对意见必须予以驳回。”
2 欧洲人权法院，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初步反对意见，

1995年3月23日的判决，A辑，第310号，第97和第98段：

97. 法院审查了声明案文和限制条款的措辞，以确定有

争议的限制条款是否可与接受文书分离，还是构成接受文书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法院认为，即使将限制第25和第46
条的声明条文作为一项整体，通告废除的限制条款也可与案

文其他内容分离，使接受任择条款不受任何影响。

98. 由此得出，1987年1月28日和1990年1月22日对《公

约》第25和第46条的几项声明，含有接受委员会和法院管辖

的有效内容。
3 美洲人权法院，希莱尔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初步反

对意见，2001年9月1日的判决，C辑，第80号，第98段。

芬兰

1. 不可允许保留无法具有其意图的法律效力这

一事实本身不能决定提出无效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能够成为当事条约的当事方。如委员会指出的，保

留缺乏法律效力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即要么提出

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不能

从其保留中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保留显然不

产生其意图的效果；要么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根本不成为条约的当事方，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也

不产生意图的效果，原因是首先不存在条约关系。《维

也纳公约》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保持了沉默。

2. 众所周知，芬兰与越来越多的其它国家一样，

都倾向于所谓的“分割” 办法。正如委员会在报告中

所指出的，基于这一办法作出的反对将首先承认保留

不可允许，然后再声明这些反对都不妨碍X和Y之间

的条约生效，以及条约在Y不受益于其保留的情况下

生效。虽然这一方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正如委员

会的报告所证实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采用这一方法。

一些国家仅希望表示虽有反对但有关条约依然生效，

不就保留和随后的反对对其条约义务的程度和内容

所产生的影响 (如有 )发表意见。然而，正如委员会

所指出的，这些做法在最终结果方面似乎没有什么

区别：使用后一做法的国家当然不会认为，尽管提出

反对和保留本身的不可允许性，保留国家事实上仍

然成功地更改了有关的条约义务。

3.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确定在一国提出无效保留

的情况下，该国不会在事实上成为该条约的当事方。

大多数这种方法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任何其它解

决办法都会与条约法的协商一致基础相抵触：任何国

家不得受到违背其意愿的条约义务的约束。毫无疑

问，该问题现有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尊重这一基

本原则。

4. 事实上，围绕准则4.5.2主题的各种意见分

歧都肯定不会背离这个基本原则；问题是在提出保留

的国家或组织的实际意向不清楚的情况下应该作出

何种法律推定。很明显，存在两种备选推定可供选择：

第一，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该国提出的

任何保留是其接受有关条约义务的组成部分，因此，

如认为保留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家不希望受到

条约约束。第二个可能的假设当然与之相反：在缺乏

明确相反证据时，我们推定该国依旧愿意接受条约

约束。

5. 一些人认为，第二种方法将是对同意原则的

嘲弄，实际上会使国家因为害怕受到其不愿自愿接

受的义务的约束而减少成为多边条约当事方的兴趣。

然而，下列事实削弱了这一论点的力量，即提出保留

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地推翻这一推定，宣布保留构成其

成为条约当事方意愿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芬兰

完全同意委员会的观点，即第二个推定将产生远远

超出第一个推定的实际利益。委员会以值得称赞的

方式解释了这些利益，1 并吸引到足够的注意力来关

注各国支持这一推定的广泛做法；这些观点都无需在

此赘述。然而，芬兰希望提及第二个推定的一个好处，

即它的有效性。

6. 凡一国对多边条约提出保留的允许性受到合

理质疑时，该保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保留国和条约当

事国在条约关系方面某种程度的法律不确定性。一

般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所以当

事国出于其利益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芬兰认为，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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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条件均等的情况下，解决该问题最好的办法

将不确定性的责任赋予能够以最少的努力，即最有

效的方式解决它的一方。

7. 普遍接受的同意原则意味着，在保留无效的

情况下，一国是否受条约约束仅取决于其自身意向这

一唯一因素；即其作出的同意接受约束是否以保留的

有效性为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当缺乏外部仲裁者

时，唯一具有解决该问题能力的实体毫无疑问是保

留国本身。只有它洞悉自己的意向，而别人只能猜测。

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将潜在的不可允许保留

可能造成的任何不确定性责任赋予保留国。

8. 要求保留国明确说明提出保留是否是其同意

的必要条件，以便避免受到整个条约约束的风险，这

将有力地激励各国提出更为合理的保留，因此减少

未来的不确定性。

9.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芬兰仍然坚定支持准则

4.5.2，并认为这是能有的最好折衷。

法国

法国重申其就条约法所依据的协商一致原则的

重要性所多次表达的立场。强迫保留国在不享受保

留益处的情况下遵守条约的规定是不可能的，除非

该国表示了相反意向。在这方面，只有提出保留的

国家才能够决定保留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中的

确切作用。法国难以想象除保留国外，还有其他国

家能够对保留国的同意进行评价。

德国

1. 以下意见侧重于委员会《实践指南》中可能

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即委员会有关保留允许性的结

论，特别是无效保留对条约关系的后果以及法律效力

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由很多法律专家多次讨论。但

这一国际法律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2. 准则4.5.2引入了一个一般性推定，即在保

留不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国被视为不享有保留益处

的缔约国，除非有明确迹象表明该国不希望在这种

情况下受到条约的约束。

3. 这种积极推定基于的是委员会在准则4.5.1
中的结论，其中指出“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

部分所述形式有效性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是无效的，

因此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因此，它可以从一国同意

接受条约约束的情况中分割出来。

4. 德国认为，积极推定代表着国际条约法的一

项新的规则建议。它明显超出了在现有的国际法律

框架内对现有做法提供指导的做法。

5. 尽管委员会的提案是一个有趣的尝试，旨在

解决《维也纳公约》没有处理的不允许保留的法律后

果问题，但德国未被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所说

服，对于在准则中引进新的规则感到犹豫甚至反对。

6. 德国的立场是，从现有的判例法或国家惯例

中无法得出委员会有关积极推定的建议，肯定不能

对《维也纳公约》第19条规定的所有不允许保留的情

况或所有条约具有同等效力。

7. 在这方面的国家实践仍然含糊不清；即使是

在最为具体的人权条约领域也很难确定一个一致的

国家办法。

8. 通过仔细审查为支持委员会拟议的积极推定

而最经常援引的案件 (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贝利洛斯

案 1 和洛伊齐杜案 2)，很明显需要根据这些案件所处

的特定情况 (欧洲委员会 )对其进行评估：一些比较密

切的区域国家共享并维护共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其

中大部分价值观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得到醒目的诠

释。该《公约》的成员国愿意接受一个强制性司法系

统的审查和权威性解释，甚至允许个人索赔。法庭在

有关考虑其成员国受到其契约承诺约束，同时不享

受保留益处的决定中，提及“《公约》作为欧洲公共秩

序文书的特殊性质”。它强调“缔约方的一贯做法” 以

及各国积极对这一系统的积极参与，这意味着 (对于

提出保留的成员国而言 )存在“《公约》机构可以认定

保留不允许” 并成员国仍将受到约束的“固有风险”。

9. 可能还有其它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条约设置

得出与委员会有关积极推定建议类似的结论。但是，

德国的立场认为这并非是普遍情况。

10. 德国认为，在不允许的保留的情况下，不

能认为当事国家完全受条约约束。这种解释没有考

虑到该国不打算完全受到约束的明显意向。

1 欧洲人权法院，贝利洛斯诉瑞士案，1988年4月29日的

判决，A辑，第132号。
2 欧洲人权法院，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1995年3月23日

的判决，A辑，第3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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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国希望表示关切，准则第4.5章中拟议的

积极推定实际上可能会损害条约法的长远发展，并

可能妨碍各国之间的契约关系。

12. 《实践指南》拟议的积极推定声称不可允许

保留不具有法律效力 (准则4.5.1)，因此保留国被认

为是不享受保留益处的缔约国，除非可以确定该国

有相反意向。

13. 德国担心一个广泛的积极推定将使各国更

不愿意遵守条约。许多国家出于宪政原因作出保留，

这种保留是议会批准条约的前提条件。包括德国在

内，这些国家将被迫作为例行公事明确阐明，它们

同意受条约约束取决于其保留意见。很有可能随着

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保留将伴随类似的澄清。在类似

保留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将不会成为当事国

际协议的缔约方。

14. 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不确定因素：首先，

在这些情况中如何确定保留的不可允许性，特别是

考虑到兼容性审查方面。整套准则在准则3.2中陈述

了一个明显的原则，允许缔约国、争端解决机构或

条约监测机构评估保留的允许性。然而，在缔约国

之间有可能在这方面存在分歧意见，这是很常见的情

况。只要有一个反对意见声称一项保留不符合兼容

性测试 ( 《维也纳公约》第19条 (c)款 )，就足以对保

留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地位提出质疑。其它国家以

默示或明示方式单独接受保留无法也不能解决该问

题，因为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本身是不允许的 (准
则3.3.2)。诉诸准则3.3.3提出的集体接受或许是一个

选择。但是，这一程序需要获得一致通过，但考虑

到已经提出的异议或许无法实现。该程序也提议保

留是不允许的，是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提

出保留的国家是否已成为条约缔约国的问题需要提

交争端解决机构。个别国家，甚至是大多数将不再

有能力为自己确定条约关系和 /或补救这种情况。

15. 提出保留的国家是否已成为条约缔约方对

于国家同意接受约束才能决定条约生效与否的情况

尤为关键。另外，另一个问题是需要考虑在保留明

朗的情况下对于条约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16. 德国关切的是，准则中提出的一般性积极

推定非但不能促进法律的明确性，反而会导致条约

关系的不确定性，并在事实上阻碍条约关系的发展。

国家可能因为担心后果而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虽

然它们有权对其处于任何原因不愿意接受的保留提

出反对。

17. 德国充分意识到它没有为该问题提供一个

解决办法。然而，在此时此刻德国不愿接受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保留不可允许性的解决方案以及将其作

为国际公法的一条规则的后果。

挪威

准则4.5.2并不意图确定和编纂一个一致的做法。

也不试图根据斯特拉斯堡标准归纳出一套具体的欧

洲条约做法，当然准则在其特定的范围内也不应与

其违背。相反，它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考

虑了现有的资源和做法。它巧妙地将各种分歧意见弥

合起来。它这样做是本着一种理智诚实的精神，寻

求促进法律的确定性。此外，在仔细阅读后还能发现，

它这样做符合维也纳制度的逻辑。各国在提出保留

时会在准则的基础上酌情主动澄清自己的意向。与

此同时，多种因素加上可推翻的推定可以在更加明

确的基础上为有关当局提供指导。如果相关，它们

可以表达同意接受约束的条件。

葡萄牙

1. 关于准则4.5.2，葡萄牙倾向于同意这样的观

点，即保留的无效性质也影响其提出者同意受条约

约束。

2. 这一结论源于《维也纳公约》，其中指出，至

少另有一个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保留，提出保留

方才会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据此推定，保留是

同意接受约束的必要条件。

3. 因此，出发点应该是推定条约不会对提出无

效保留者生效。同意原则 (以及因此产生的意向原则 )
仍然是这一专题的基石。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得

出与委员会所提类似的结论。然而，这会更加符合《维

也纳公约》所采用的备选方案。

大韩民国

准则4.5.2的主要依据是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定。

然而，将保留有效性与缔约方地位予以分割的原则

未必适用于人权条约以外的其它条约。因此，最好

列举哪些条约可以采用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定，即使

这些条约不像人权条约那样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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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1. 下面，瑞士将集中扼要阐述对准则4.5.2的
意见。

2. 在保留证明不可允许的情况下，提出保留者

是否可被视为在不享有保留益处的情况下接受条约

约束，还是应视为绝不接受条约约束？这个问题需

要作出回答。因其提出的问题具有难度而不加回答，

将会是令人遗憾的。

3. 必须以提出保留者的意图为基础，如果这种

意图不能确立，问题将持续存在，这一点似乎毫无

疑问。与其相反的推定，即如果提出保留者的意图

不能确立，则不受条约约束，似乎并不受欢迎，而

且可能带来更多问题。瑞士也想要知道是否存在一

个维持准则4.5.2推定的做法，但同时减少为审议提

出保留者的意图是否确立所需的可信度。关于这一

问题的准则若能包含一项推定，这至少将一定会有

以下好处：在保留不允许的情况下，大力鼓励提出保

留者表达意图，而不是保持沉默，或者继续不加评

论地坚称其保留有效。

联合王国 

1. 在2010年委员会辩论期间，联合王国曾在

评论中重申其一贯看法，即如果一国提出无效保留，

就意味着该国没有有效地表示同意接受约束，因此

也不会产生条约关系。联合王国承诺对其他国家在

辩论期间提出的评论进行思考，并就这个问题发表

更多看法。

2. 无效保留的地位问题是委员会工作的重点。

联合王国认为，当前由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允
许性” 处理办法形成的状况，对鼓励更广泛的条约参

与是有若干好处的，但也有可能使各国在实践和法

律确信方面产生分歧，从而引发对条约完整性和法

律确定性的关切。联合王国坚持认为，当前的准则

为设法解决目前状况可能产生的模糊和不确定之处

提供了重要机会，将被证明是可被所有国家接受的。

3. 联合王国仍然认为，此前，特别是我们在关

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评论的意见 1 中所

采取的“严格” 立场属于现行法范畴。但联合王国也

承认这一立场遇到了实际困难的挑战，例如何时、何

地或由何人来确立保留的不可允许性和无效性。无

效性有时可能难以客观确定，在怀疑保留是否符合

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4. 联合王国赞扬委员会以精巧的方式，通过准

则4.5.2设法在联合王国等国所采取的“严格” 立场与

无效保留的“超大” 效果之间达成折衷方案，但联合

王国此前就这一问题表达的关切依然存在。准则所

述“可予反驳” 的推定含有对保留国的一个重大保障，

即保留国如果能够表示相反意向，就可以对推定进行

反驳。此种反驳的结果就是保留国将不成为条约当

事方。不过，哪些证据足以确定“保留被视为是保留

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一个基本条件” 并不清楚。联

合王国仍然对准则中阐述的并非详尽但限制性极强

的因素表示怀疑。例如，一国在批准文书中表示在

附有某个保留的情况下同意接受约束，是否就能构成

充足的证据？如果不是，那么，评估的标准是什么？

5. 因此，为支持这个领域相关实践的逐渐发展，

并设法加强特别报告员所称“保留对话” 的法律后果

的法律确定性，联合王国提议将准则4.5.2替换如下：

“保留国或国际组织必须在以无效性为由对

保留提出反对的12个月内，明确表示是希望撤

回保留还是同意接受约束。如果没有明确回复，

保留国或国际组织将被视为不享受保留益处的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6. 若有明确回复，则将逐案给予考虑。通过这

一提议可以更好地澄清条约关系，并在保留国与其

他国家的利益之间达成应有的平衡。这一提议将鼓

励保留方与反对国或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并重新审

视其保留；还将推动保留方说明，如果保留被证实无

效，是否仍希望作为条约当事方；最后，还可以给保

留方留出充分余地，鼓励其考虑继续作为当事方。

美国 

1. 美国对于该条准则的主要关切在于作出未得

到条约当事方集体接受的无效保留的后果，去年在

第六委员会的讨论期间，若干国家亦曾强调这一点。

准则4.5.2规定，如果提出的保留无效，则保留国被

视为不享有保留益处的条约当事国，除非该国表达了

相反的意向。在仔细研究了这一规定及相关评注后，

美国从根本上不认同委员会就此准则达成的结论。

1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届会

议，补编第40号》 (A/50/40)，第24号一般性意见，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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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仔细审查委员会的推理时，美国同意德国

和匈牙利两国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即委员会过分

依赖国家实践和法庭判例，而这两者在实质性和区

域性两方面都有限制。委员会援引的法庭判例几乎

完全来自人权领域，1 在国家实践方面，委员会似乎

只依赖少数几个提出具有所谓“超大” 效果的反对的

欧洲国家。2 不管其他国家的实践为何，美国认为，

光依靠国际法一个领域和一个地理区域的有限实践，

就提出如此重要的、普遍适用的准则，恐有不妥。

3. 评注还过于迅速地拒绝了处理无效保留的相

反做法。也就是说，评注将无效保留阻碍一国成为

当事国的情况称为“激进的解决方案”，3 即使它所基

于的是一项相对无争议的观点，即保留体现一国同

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约束。此外，评论提出了不一定

经国家实践证明为合理的法律结论。具体来说，评

注明确承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反对无效保留的

国家“都不反对条约生效”。4 由于无效的保留完全无

效，委员会得出法律结论认为，这只能意味着“保留

方受整个条约约束，而不能从保留中受益。” 5 然而，

评注承认各国间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方面仍然“存
在分歧”，6 似乎削弱了此种结论。事实上，此类参差

不一的国家实践不足以支持此种结论。

4. 虽然委员会找到它认为是折衷的方法，提出

一个可推翻的推定，即保留国受到约束，但不享有无

效保留的益处，但这种做法与同意的基本原则不符。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任何分配一国尚未明示承担

之义务的企图，即使其所基于的是无效的保留，也不

符合同意的根本原则；而同意原则是条约法的基础，

这是特别报告员自己也承认的。此外，让我们作出

一项善意推定，即国家不会轻易作出保留，应当认为，

只有在此种保留是保留国同意受该条约约束的必要

条件时，保留国才作出保留。当同意原则与此项推定

相结合时，则拟议的准则中的推定应指向相反的方

向。换言之，当作出无效保留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

保留国才应被视为无保留之利的当事国，即保留国

明确表示，一旦有人提出异议，保留国将有效地撤

回保留，成为无保留之利的当事国。

5. 事实上，委员会为支持其所提推定而援引的

诸项因素中，没有一项是有说服力的。委员会先说，

由于保留国正采取成为一条约当事国的重大行动，因

此不应过度高估保留本身的重要性。7 但这种关于保

留的观点忽略了保留通常对一国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例如，保留可能起源于一国家基本法中的国内限制，

条约的规定不能在国内法事项上将之取代。此外，许

多国家都必须征得其立法机构批准，才能成为条约的

当事方；这些实体可以在确定必须作出哪些保留方面

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提出保留是要考虑到一国的

宪法限制或该国立法机构的关注，则一国成为当事国

的愿望并不会自动地比一项专门针对国内关注的保

留重要。事实上，此类保留对于该国的同意至关重要。

其次，委员会辩称，最好把保留国假定为缔约方之一，

以在条约制度范畴内解决涉及无效保留的问题。8 不
过，同样，这是假定此类保留可由缔约方之间讨论

解决。虽然某些类型的保留可能属于此种情况，但

如果出于宪法的基本限制、或回应立法机关的严重

关切而作出保留，则保留国可能无法与其他国家一

道来修改其保留。

6. 第三，委员会辩称其拟议的推定将提供法律

的确定性。评注指出，这一推定有助于解决

提出保留与确立保留的无效性之间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在这

整个 (可能持续数年的 )期间，保留方可作为缔约方行事，并

且被其他各方视为缔约方。9

7. 在提出保留到确立保留的无效性这一可能很

长的期间，可以认为拟议的推定不会作多大的澄清。

事实上，目前所提出的这一推定将难以在实际中应

用，并可能破坏《维也纳公约》旨在促成的、条约义

务之稳定性。例如，鉴于在评估保留的有效性方面

固有的主观性，以及对保留国意图提出允许的保留

的善意推定，很有可能保留国认为自己的保留有效，

尽管反对国认为保留是不允许的。如果反对国发现

此推定没有遭到反驳，则两国都同意它们有条约关

系，但对此关系的范围将会有争议。另外，如果反

对国自行认定此推定已被保留国在准则所列因素的

1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5至第

116页，准则4.5.2的评注第 (6)至第 (13)段。
2 同上，第114至第115页，第 (3)至第 (5)段。

3 同上，第116至第117页，第 (16)段。

4 同上，第114页，第 (2)段；另见第117页，第 (19)段。

5 同上，第114页，第 (2)段。

6 同上，第117页，第 (19)段。

7 同上，第120页，第 (35)段。
8 同上，第 (36)段。

9 同上，第 (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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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克服，那两国对保留国是否在任何程度上受条

约约束就没有共识了。保留国将继续坚称保留有效，

因此它依然是条约缔约国，而反对国则认为保留国

不能成为条约缔约国。

8. 可以认为，拟议的推定也不会对促进确定无

效保留后之一个时期的肯定性有多大帮助，除非推定

特别难以克服。法律确定性的提高似乎，至少部分地，

来自采用重要的推定并预期条约关系继续下去但无

保留之利。然而，一旦无效性得到确立之后、该推

定可被轻易反驳，或国家可采取预先行动，以确保

能够反驳推定，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将

告结束。因此，如果推定很容易反驳，则对于不论

保留最终如何定性，条约关系都将继续下去这一点，

各国就没有事先的把握。

9. 此外，由委员会拟议的推定，可以说是在各

国的条约实践中制定了不可取的奖励措施。为了最

有效地反驳推定，保留国大概会在提出保留时表明：

一旦保留被视为无效，该国是否愿意在无保留之利

的情况下受到约束。然而，这样做会暗示保留国对

保留无效感到关注。因此，为了最有效地反驳推定，

一个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被迫承认其行动可能是不可

允许的。我们看不出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也看不

出它将改善澄清保留在国家间条约关系中之效果的

过程。

10.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准则只给提出无效保

留的保留国两种选择—依照推定，成为当事国但无

保留之利，或干脆不成为条约缔约国。它没有考虑

到这样的可能性，即假设保留国已克服了推定，同

无条约关系的情形相比，反对国可能更愿意拥有条约

关系 (即使有着无效的保留 )。评注解释说，这种待

遇“导致不可允许的保留产生与允许的保留相同的效

果。” 10 不论《维也纳公约》的谈判者是否预计到会有

这样的结果，都不应当即刻加以摒弃。因为在判断一

项保留与某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是否相符时，会有一

定的主观性，联合王国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准确

地指出了这一点；又因为“绝大多数反对是因为所涉

保留无效而提出的”，11 处理称为无效的保留的制度，

似乎应尽量具有灵活性。从实际角度看，有些时候，

尽管存在不可允许的保留，但继续与一个国家维持

条约关系，可能会更好。12

11. 联合王国在第六委员会就触发推定的阈值

发言时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在此有必要加以呼应。即

在保持任何推定的情况下，评注应明确指出，一当

事方的反对不能启动推定，以使之适用于所有各方，

这一结果可从目前的准则和评论中推断出。判断保

留是否可以容许，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工作，因此，

准则或评论应澄清，一项反对并不形成适用于所有

当事方的任何推定。

12. 除了对推定之存在和方向的关切外，美国

还对委员会确定提出保留者意图的方法表示关注。委

员会承认，确定提出者的意图可能具有挑战性，并开

列了非详尽的须考虑因素清单。13 清单包括好几项因

素：保留的措辞、保留方在表示同意受约束时所作的

声明、保留方的嗣后行为、其他缔约国的反应、保

留所涉规定，以及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过，不清楚

为什么保留国在表示同意受约束时明确表达的意见

并不总能超越其它因素。美国还质疑保留国的嗣后

行为与确定意图的关联性。如上所述，保留国作出

保留，大概是指望它有效。因此，不能凭保留国与

其他当事方维持条约关系这一点，就认为该国希望

在无保留之利的情况下接受约束，因为同样有可能、

甚至更有可能属于以下的情形：维持上述条约关系只

反映该国认为其保留有效。此外，即使保留国采取

了与其提出保留的条约规定一致的行为，也不一定

验证了所拟议的推定，因为各国可能出于涉及其内

部部门分配的某些原因而需要作出保留，但实践中

一般仍遵从有关义务。

13. 美国在2010年第六委员会发言时曾经表

示，这些准则所处理的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拟议的准则4.5.2所讨论的问题是《维也纳公约》不曾

明确加以阐述的，而且如评注所示，在这一问题上

众说纷纭，因此并没有可以编纂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在此情况下，美国认为，在通过之前，要对该问题

进行进一步讨论。

10 同上，第110至第111页，准则4.5.1的评注第 (16)段。
11 同上，第122至第123页，准则4.5.3的评注第 (3)段。

 12 另一种处理办法或许是简单地将无效保留从保留国与

反对国之间的条约关系中排除，这似乎比委员会讨论的两种

假定都更具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国可留出与其他当

事方的条约关系，而且在保留被认定不可允许时，有关保留

的条款就将从保留国与其他当事方的条约关系中排除。
13 见同上，第121页起，准则4.5.2的评注第 (41)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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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4.5.3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

澳大利亚

见上文就第4.5节提出的意见。

萨尔瓦多

1. 委员会自己就曾指出，该准则第一款是“重
申……一项基本原则，即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取决于

保留本身，不取决于它可能引起的反应”，而且“完
全符合准则3.1……、准则3.3.2和准则4.5.1”。1

2. 因此，萨尔瓦多认为该准则第一款是多余的，

因为它重复了关于无效保留之无效性的准则4.5.1的
内容。随后的评注强调指出，无效性不取决于一缔

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对或接受。

3. 虽然准则4.5.3第二款遵循与此前准则相同

的逻辑，但它确实增添了新内容，作出了一项威慑

性的规定，要求各国或国际组织在认为保留无效

时，应当说明它们认为保留无效的理由，从而提高

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条约关系方面法律地位的稳定

性和透明度。但这一段可移动成为准则4.5.1的第二

款，因为前文已经指出，准则4.5.3的第一款是多 
余的。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2页，准

则4.5.3的评注第 (1)和第 (2)段。

芬兰

1. 准则4.5.3正确地解释说，保留未能符合对

其提出的形式和实质性要求这一点本身就足以使其

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并不需要进一步的条件，其

中包括其他缔约方的反对或任何其他反对反应。但

芬兰支持委员会的意见，即缔约国若能酌情正式宣

布它们认为某项保留是不可允许或正式无效的，往

往可能有益。虽然此种声明在法律上而言并非必要，

但合理的意见将吸引各方面更广泛地关注此问题，并

可能有助于澄清现有法律情况。

2. 因此，芬兰希望表达其对准则4.5.3的继续

支持。

3. 另见上文就准则4.5.1提出的意见。

4. 芬兰还同意委员会的观点，即尽管可在反对

有效保留的行为和反对无效保留的行为之间找到分

析方面的区别，但这两种行为均应称为“反对”，因

为这是各国的一贯做法，而且似乎没有混淆的真切危

险。但是，芬兰不太相信委员会的如下推理，即准

则2.6.1对“反对” 的定义足够广泛，既包括对有效保

留的反对意见，也包括对无效保留的反对意见。准

则2.6.1指出，反对是指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

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提出反对

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图*在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中

据此排除或改变保留的法律效力，或排除整个条约的适用。

“意图” 一词当然意味着反对国的目的或意向，

而此处所指的具体目的或意向就是改变或排除保留

的效力。但是，国家如果一开始就认为保留无任何法

律效力，就不可能有任何此类意向；在此情况下，反

对的目的只是为了指出保留的无效性以及因此造成

的法律效力的缺乏。

5. 基于这些原因，芬兰建议委员会审议修改

准则2.6.1之定义的可能性，使之明确包含两类反

对，也许可以增加以下词语，“或者提出反对的国

家或国际组织据此表明保留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的 
观点”。

葡萄牙

1. 葡萄牙欢迎准则4.5.3中所重申的内容。葡

萄牙也欢迎委员会愿意教导并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

对无效保留作出反应。

2. 不过，据了解，这种反应不属于真正的反对，

因为无效保留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对无效保留

的反应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法律效力。此外，其措

辞迫使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以颇为郑重的方式作

出反应，有违完全自由作出反应的精神。因此，葡

萄牙建议对措辞作出改动，把“应当 [……]提出反对

并说明理由” 改为“可以 [……]作出反应，并相应发表

声明陈述理由”。

大韩民国

准则4.5.3似乎是多余的。根据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二十条第五项，一国如果在接获关于保留的

通知后12个月内没有对保留提出反对，则被视为已

接受该保留。其他当事方可根据《维也纳公约》的这

一条款提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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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准则4.5.3鼓励各国尽快对无效保留提出反对并

说明理由，而评注解释说，对不可允许的保留的反

对不一定要在12个月内提出，这是《维也纳公约》规

定的、对允许的保留提出反对的时限。1 然而，一项

不可允许的保留可能比允许的保留对条约关系产生

更大的影响，如保留国受约束而无保留之利，或防

止保留国成为条约缔约国。就此而言，似乎很有必

要规定据此类理由提出反对的具体时限。因此，委

员会不妨考虑在准则4.5.3第2款“尽快” 后加上“最好

在发出保留通知十二个月内”。

1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25页，

准则4.5.3的评注第 (14)段。

第4.7节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

法国

解释性声明以及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效果，必

须与保留的效果作出区分，因为解释性声明所述范

围可能要大于它所针对的唯一条约，有可能会笼统

涉及各国对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同样，赞同

解释性声明也必须与当事方之间就条约解释问题达

成一致有所区别。

准则4.7.1 (解释性声明对条约用语的澄清 )

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要求说明准则4.7.1第2款所述解释

性声明的赞同或反对情况在解释条约时意图发挥的

作用，如它是否具有确定对解释性声明所作解释应

给予多大重视的作用，还是只作为解释条约的一种

协助，不会对声明所作的解释产生任何影响。马来

西亚认为，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或反对不应决定应

给予解释性声明多大重视，而应视为只是解释条约

的一种协助。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各国对条

约使用的用语有着自己的某种理解，而条约又要求

缔约国在相互间国际关系和本国国内事务中执行各

项规定。因此，为适用条款和履行义务，各国有必

要对条约作出解释。通过赞同和反对来决定声明国

所作解释是否可接受，将阻碍该国在国内和国际事

务中履行条约义务。出于这个原因，马来西亚认为，

不应通过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和反对情况来决定给予

所作解释多大重视。

2. 马来西亚注意到，在准则2.9.1和2.9.2中，“赞
同” 和“反对” 是指表达赞同和反对意见。但在准则

2.9.8和2.9.9中，赞同和反对还可以从缔约方的“沉默”

中推定。马来西亚的理解是，在准则4.7.1中，“赞同”

和“反对” 仅包含准则2.9.1和2.9.2中给出的定义。然

而，如果准则2.9.8和2.9.9所述规则也适用于准则

4.7.1，那么，仅仅凭借缔约国的沉默可以被推定为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或反对，就可以得出解释性声

明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对一项具体的解释性声明

保持沉默，其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令人不

快的结果。出于这个原因，马来西亚认为，不能仅凭

国家的不作为就作出这一推定，因为这样做会对条

约的解释产生影响。马来西亚认为，准则4.7.1中的“赞
同” 和“反对” 指的是明确赞同和反对。

准则4.7.2 (更改或撤回解释性

声明对声明方的效果 )

马来西亚

关于所拟议的准则4.7.2，马来西亚的理解是，

该条准则以一国不允许“摇摆不定” 的原则为基础。

一国不可在宣布对某些规定作出某种解释之后，又

采取不同立场。因此，各国在提出对条约的解释时

应当谨慎行事。这意味着，各国在成为当事方之前

必须为履行条约所定义务作好充分准备，并且能够

考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包括在提出任何解释性声

明之前修改国家政策。这是因为，撤回或更改机制

虽然可以有，但可能不会产生各国意图达致的效果。

不过，话虽如此，由于该准则在涉及准则4.7.1时的

适用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依赖声明国作出的解释性

声明，马来西亚认为，委员会或许有必要在该准则评

注中说明，各国对解释性声明的依赖要到多大程度，

才能防止该声明的撤回或更改产生准则4.7.1所述的

效果。

第5节 (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保留和反对

保留以及解释性声明 )

澳大利亚

关于第5节，澳大利亚注意到这些规定既涉及国

际法的编纂，也涉及其逐渐发展。

奥地利 

在奥地利看来，关于保留和国家继承的准则似

乎是在玩玻璃球游戏，因为它们所指的概念只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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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反映了国际法的现状。准则以1978年《维也纳公

约》为基础，而该《公约》只有少数几个当事方，通

常被认为只是部分地反映习惯国际法。该《公约》以

及1983年《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

的维也纳公约》，1 对新独立国家和其他继承国进行

了区分。奥地利对在当前这个时代使用“新独立国家”

的分类是否依然恰当表示怀疑，因为非殖民化进程以

及需要考虑国家继承方面由此产生的特殊情况，这

些都已属于过去。委员会本身已停止使用这种区别，

例如在《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条款》 (大会

2000年12月12日第55/153号决议附件 )2 中就已不再

提及“新独立国家”。

1 尚未生效。
2 《199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页，第

47段。

法国

关于“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和反对保留

以及解释性声明” 的第5节有点复杂，既属于国际法

的编纂，也属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在这方面，鉴于

国家继承在国际法中尚未形成清晰的规则，由于缺

乏充分确立的可作为此类准则依据的实践，任何相

关的系统化尝试都变得格外困难。例如，可以注意到，

各国，特别是法国在条约方面国家继承领域的实践

显示，1978年《维也纳公约》第34条所述在国家分离

时维持条约生效的原则，并不反映相关习惯法的现

状。相反，除非这些国家明文或暗示商定予以适用，

否则条约似乎在继承国和其他当事国之间不再适用。

虽然法律安全方面的担心和国际关系日常生活的要

求都建议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使与被继承国缔结的

条约继续有效，但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除了可予

反驳的简单推定继承之外，很难再有别的举措。

马来西亚

见上文就准则2.4.6提出的意见。

葡萄牙

葡萄牙对在《实践指南》中讨论在国家继承的情

况下的条约保留问题是否妥当持怀疑态度。1978年
《维也纳公约》只有22个当事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流于表面。葡萄牙完全承认在《实践指南》中处理这

个问题具有实际意义，但不应忘记的是，委员会没

有在制订这一《实践指南》的同时涉足国际法发展的

任务授权。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的观点是，这些准则意图按照当前情况

或凭空想象来阐述国际法，没有足够明确的实践作

为依据。评注中提到的案例很少，说明缺乏相关实践。

因此，联合王国不认为将《指南》扩展至国家继承有

任何好处，也不认为删除第5节会对其整体工作产生

任何损害。相反，联合王国认为应集中精力讨论之

前的各个章节，这些章节是本专题以及委员会过去

15年在该领域工作的核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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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将对各国和国际组织就委员会于2009
年第六十一届会议一读通过的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

草案做出的评论进行调查。1 在2009年12月16日第

64/114号决议第5段中，大会提醒各国政府注意在

2011年1月1日前就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关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 专题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和评注向委

员会提出评论和意见的重要性。在2010年12月6日
第65/26号决议第5段中，大会再次提醒各国政府注

意在2011年1月1日前向委员会提出评论和意见的重

要性。特别报告员十分感谢各国和国际组织在此期

限内或稍后不久做出的书面评论。由于这一及时性，

他得以按照要求在2011年3月4日前完成本报告的编

写工作，使报告能在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开幕时

以所有六种工作语文提供。报告将全面概述在2011
年2月1日前就一读条款及其评注提出的所有陈述和

书面评论，同时也将努力顾及在2月份收到的书面 
评论。

2. 本报告还述及条款草案一读完成后出现的一

些实践事例。此外，对于不断扩展的文献中就这个

专题发表的若干看法，也有所考虑。

3.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总体结构未受批评。而

且，只有一项提案涉及条款草案的编写顺序。这一

提案是由欧安组织提出的，得到了世卫组织以及其

他一些组织的附议，目的是更加重视“特殊性原则”

对国际组织的适用。根据这一提案，委员会应考虑

可否将第63条草案 (特别法 )归入条款草案第一部分

(导言 )，成为一个新的第3条草案。2 这一提案不涉

及条款草案的实质内容，因为挪动关于特殊性条款

1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相关评注现转载于《200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0和第51段。

2 A/CN.4/637和Add.1号文件，转载于本卷。该评论由世

卫组织同时代表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劳工组

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国际电联、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提出。

的位置，并不会影响其法律效力。将这一条款放在

条款草案末尾的“一般规定” 中，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即首先要阐明对国际组织普遍适用的规则，然后再提

及对某些组织可能存在的不同规则，特别是在这些

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方面。这些规则在实践中也许作

用很大，但不宜在条款草案中表述，后者可能只是

想规定一些备用规则。此外，关于特别法的条款位

置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条款草案 (以下简称“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 )中有关条款的位置相对应；3 特殊

性原则可能对国际组织更为重要，但这似乎并不需

要挪动条款位置。

4.  有些一般性主题在一些陈述和书面评论中

反复出现，其中之一涉及国际组织的多样性。例如，

联合国秘书处提到需要考虑“各类国际组织的特性”，
并从国际法院就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

法性案作出的咨询意见中引用了以下段落： 

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与国家不同，它们并不拥有一般性

权限。国际组织受“特殊性原则” 的制约，也就是说，创建这

些组织的国家赋予它们权力，该权力的限度取决于共同利益，

而创建国委托这些组织来增进这种利益。4

国际组织的多样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

点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条款草案对可能的问题

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一些条款草案对某些组织几无

意义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一个技术性组织几

乎不可能援引某些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形。此处的条

款草案只在满足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对一组织适用。

3 这些条款的案文及评注现转载于《2001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77段。第55条 (特别法 )位于第四部分 (一
般规定 )的开头。

4 A/CN.4/637和Add.1号文件，一般性评论，第1段。所引

用段落来自《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8页，第25段。该段

落现已转载于《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9
页，第2条草案的评注，第 (8)和第 (11)段。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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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条款草案过于紧跟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对于没有理由在国家和国际组织

之间作出区分的问题，这些条款草案当然彼此类似。

得出这个结论所基于的是具体分析，而绝非不加鉴

别的假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紧跟国家责任条款

草案的条款草案，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评论。另一方面，

有几条条款草案作了重大改动，以反映国际组织的

特殊情况。此外，还有几条条款草案考虑了在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中不曾述及的问题。

6. 第三个主题是某些条款草案所依据的实践有

限。这不能归因于委员会没有为获取和利用相关实

践作出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各国和国际组织只提

供了少量未曾公布的实践事例，以资委员会研究之

用。而近期的大量学术著作也未发现委员会未予考

虑的相关实践内容。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实践似乎

的确有限，特别是因为大部分组织不愿意将与国家

或其他组织的争端提交第三方解决。尽管有些条款

草案所依据的实践少得可怜，但这不是省略相关案

文的决定性理由。省略不仅会给条款草案带来空白，

还会影响所拟议规则的实质。例如，如果在有关解

除行为不法性情形的条款草案中省略关于危急情况

的条款草案，就可能会导致国际组织永远无法为此

目的援引危急情况必要性。

7. 以下六章与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六个部分相

对应。每一章都对相关部分的评论作了调查，并列

明向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其中既涉及条

款草案，也涉及对条款草案的评注，供委员会成员

发表看法。为便于讨论，每一章结尾都对针对相关

部分条款草案案文作出的提案作了简短摘要。大量

涉及评注的拟议修正意见，则未列入摘要。

第一章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条草案 

8. 在界定条款草案的范围时，第1条草案第1
款规定，条款草案“适用于一国际组织对国际法所指

不法行为负有的国际责任”。第2款接着补充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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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款草案反映了国家责任

条款第57条的内容，根据该条，国家责任条款“不影

响一国际组织依国际法承担的，或任何国家对一国

际组织的行为所负的责任的任何问题”。

9. 与第1条草案第2款一致，本草案第五部分

只论述国家对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与国家对国际组

织的责任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本套条款草案和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中至少都没有给予明确的考虑。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当国家责任与国际组织行为无关时，

例如，当国家违背依照与国际组织缔结的双边条约

所承担的义务时，国际组织对国家责任的援引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只考虑国家对

责任的援引问题，本套条款草案就应填补该项空白。

另一种观点认为，此事涉及国家责任，可通过类推

加以处理；如果觉得应予明确论述，就需要对国家责

任条款草案加以更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责任条

款第42条起首句“一国有权作为受害国援引另一国的

责任”，就应被更正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权作为

受害国或受害组织援引另一国的责任”。委员会内部

讨论此事时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第1条评注第 (10)
段对此作了表述。然而，征询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此

事的看法被认为是有必要的。因此，委员会在2009
年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中指出： 

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责任的若干问题，在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和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中都没有

被明确述及。

委员会举例说明了这些问题，并请各国政府和国

际组织就这些问题应被审议的场景提出评论和意见。5

10. 各国给出的答复不尽相同。在大会第六委

员会中，一些国家认为应在本案文中述及与国家对

国际组织的责任有关的问题，6 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

5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7和第28段。
6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6次

会议，下列国家的声明，瑞士 (A/C.6/64/SR.16)，第2段；墨西哥，

同上，第32段；西班牙，同上，第82段；以及马来西亚，第21
次会议 (A/C.6/64/SR.21)，第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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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属于本案文。7 在各国后来做出的书面评

论中也有同样的意见分歧。8

11. 对于第一种观点，世卫组织及一些其他组

织也在联合评论中作了辩护。这些组织以委员会在审

议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时前后不一致为理由，

认定“有几个条款确实明示或暗示针对这类问题”。9 
然而，此处提到的第57至第61条属于第1条草案第

2款界定的范围，而评论中还提到的第32条草案第2
款及第39和第49条草案，则全都是“不妨碍” 条款，

因此不涉及任何新增事项。

12. 委员会可着手研究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和

本条款草案中均未明确述及的若干问题，然后就其

倾向于将可能提出的任何新增条款放在什么位置进

行讨论。为此，既然这些新增条款不会影响本草案

所列各条款草案的内容，委员会就不必因为选择开

展进一步研究而推迟审议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13. 起草委员会不妨考虑加纳的建议，将第1
条草案第2款重新表述如下：“本条款草案也适用于国

家对国际组织的国际法所指不法行为所负的国际责

任”。10 这一案文复制了第1款的措辞。一读通过的

第1条草案中出现的“国际不法行为” 一词，已经在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1、第2和第3条中使用过。

第2条草案

14. 关于第2条草案 (用语 )，只有少数几个评

论针对 (a)项中“国际组织” 的定义作出。有两个国家

表示倾向于依照传统国际公约的定义，将国际组织

界定为“政府间组织”。11 委员会在第2条草案评注第

(3)段说明了为何要在本条款草案中作出更加详细的

7 这是下列国家的意见：白俄罗斯，同上，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35段；意大利，第16次会议 (A/C.6/64/
SR.16)，第17段；荷兰，同上，第55段；希腊，同上，第60和第

61段以及加纳，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9段。另见法

国的声明，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68段。
8 奥地利对由此导致的漏洞表示了关切 (A/CN.4/636和

Add.1–2号文件，转载于本卷，一般性评论 )。葡萄牙维护第一

种观点 (同上，一般性评论，第2段 )，而德国则表达了相反意见

(同上，对第1条的一般性评论 )。
9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条的评论。
10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7

次会议 (A/C.6/64/SR.17)，第9段。
11 中国，同上，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43段；以

及古巴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 )。

定义，尤其是将“越来越多国际组织除国家外还将国

家以外实体列为成员” 这一事实考虑在内。12

15. 一国家询问“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 这

一修饰语有无必要，因为“国际组织拥有国际法律人

格，是成为此类组织的一个后果”。13 在定义中提到

存在一种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因为相关国际组织产

生国际责任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此外，暂时

不就国际组织是否全都拥有法律人格的问题作出决

定似乎更好。

16. 在第2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中，更为可取

的做法是说明欧安组织的当前地位存在争议。欧安

组织本身也在书面评论中指出，“欧安组织参加国并

没有就欧安组织应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

取得共识：欧安组织是否拥有自己的法律人格，欧安

组织的组成文书 (首先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新

欧洲巴黎宪章》 )是否受国际法的管辖”。14

17. 在 (a)项中，“国家” 使用复数并不意味着根

据定义，国际组织只能由多个国家组建而成。正如

秘书处所提议的，评注中可说明“(单一 )国家和国际

组织可通过协定，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并举塞拉利

昂问题特别法庭和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为例。15

18. 针对第2条草案 (b)项中对“该组织的规则”

的定义，特别是定义中提到“组织的其他文件” 的部

分，有一个国家欢迎在作此引述时，“铭记构成此类

规则的文件多种多样”。16 另一个国家希望在评注中

“更加详细地说明此类 ‘其他文件’ 的实质、形式和性

质”，并对“组织规则可能包括该组织与第三方缔结

的协定和制约该组织的司法或仲裁裁决这一无限定

12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条草案评

注第 (3)段。劳工组织“支持关于不采用 ‘政府间组织’ 这一表

述方式的观点” ；另一方面，劳工组织认为，在该条草案中增

加“其他实体”，“并没有给定义第一部分已经述及的内容作出

重大增添，后者似已广泛至足以包含将国家以外实体列为成员

的各种可能性”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

第1段 )。
13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

论，第2段。
14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下列国

家也提出了两个同样的问题：俄罗斯联邦，《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
第7段；以及奥地利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条
的评论，第2段 )。

15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第1段。
16 匈牙利，《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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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述” 提出疑问。17 然而可以说，评注中的陈述已

通过使用“可能” 一词加以限定。要设想一个对众多

国际组织都合适的详细定义很难。同样，要想如世

卫组织及一些其他组织在联合评论中所希望的那样，

列出“组织规则的层次高低” 也很难。18 秘书处对“扩
大 ‘组织规则’ 的定义，使其包括了组织组成文书以

外的多种文书” 提出疑问。19 另一方面，北约在其评

论中指出，举北约为例，“指导该组织运作的基本内

部规则，即“协商一致决策规则”，既不见于建立北

约的各项条约，也不见于任何正式规则，而是组织

实践的结果”。20 欧盟提供了将组织缔结的协定和司

法裁决都列入组织规则的例子。

19. 联合国秘书处认为，对“该组织的规则” 的

定义还应明确，违反组织规则会带来责任，不是因

为违反“规则” 本身，而是因为违反其中所载的国际

法义务。21 条款草案已在稍后的第9条草案中对组织

规则作出这一区分，其位置看来是适当的，因为第9
条草案述及“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扩大组织

规则的定义，是因为组织规则在条款草案中的作用

不仅仅是确定何时会违反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例如，

组织规则可用于确定谁有权代表组织表示同意，谁

有权为组织提出权利主张。

20. 第2条草案 (c)项载有对“代理人” 的定义，

但条款草案中没有关于“机关” 的任何定义。经合组

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秘书处和比利时都在评论中提

议引入一个。22 这样做的好处是澄清机关和代理人在

条款草案中的关系。对“机关” 的定义适合放在一个

新的 (c)项中。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没有列入关

于用语的条款，但第4条第2款确实载有关于国家机

关含义的以下案文：“机关包括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

种地位的任何人或实体。” 本套条款草案也可提供类

似的定义。秘书处拟议的案文是“根据组织规则具有

此地位的实体”。23 结合这一处理办法，该项可表述为：

“(c) ‘国际组织机关’ 是指依该组织的规则

具有此地位的人或实体。”

17 俄罗斯联邦，同上，第6段。
1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脚注。
19 同上，对第2条的评论，第3段。
20 同上，对第63条的评论。
21 同上，对第2条的评论，第6段。
22 同上，经合组织对第63条的评论，第4段；世界银行对第

2条的评论；联合国对第5条的评论，第11段；以及A/CN.4/636
和Add.1–2号文件，比利时对第2条的评论，第2段。

23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条的评论，第12段。

这一提议考虑了世界银行关于将国家责任条款第4条
中的“包括” 改为“是指” 的建议。24 虽然在国际组织

组成文书及其他规则中有各种各样关于机关定义的

处理办法，但看来更为可取的办法是，不添加在有关

组织规则中找不到对应的机关概念。这也表明，机

关和代理人在条款草案中的区别并不大。

21.  如果接受在第2条草案中纳入对“机关” 的

定义的建议，那么“代理人” 的定义就要重新标记为

(d)项。根据第2条草案 (c)项，“代理人” 包括该组织

行事时所借助的官员和其他人或实体。有两个国家和

劳工组织希望对这一定义进行补充，明确规定是指

“受该组织机关委派，履行或帮助履行该组织某项职

能的人或实体”。25 这样就更加贴合国际法院在对执

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的

措辞。26 虽然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在审议特别报告员的

第七次报告中提出的一项类似建议时表示倾向于一

个较短的版本，27 但这个问题仍然可以重新考虑。一

个可能的折中办法是在拟议的案文中省略“机关” 一

词，因为不同组织的规则对“机关” 这一用语有各种

各样的处理方法。

22. 前段末尾的提议看来能够解决秘书处的部

分关切，即“条款草案有关 ‘代理人’ 的定义，最起码

应区分执行某一国际组织的职能的人和不执行这些

职能的人”。28 秘书处还提到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例

如人员或实体的地位以及在组织与任何此类人员或

实体之间存在的关系和控制程度等 (第12段 )。这些

要素可被视为已包含在国际组织代理人是指“该组织

行事时所借助的人或实体” 这一规定中。这一点很有

用，可在评注中加以阐述。

23. 世界银行和劳工组织认为在有关“代理人”

的定义中用“包括” 一词取代“是指” 是不恰当的，因

为这一定义还提到“其他人或实体”。29 如果在有关代

24 同上，对第2条的评论，(b)项。
25 葡萄牙，《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44段；以及A/CN.4/636
和Add.1–2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奥地利，同上，对第2条
的评论，第3段以及劳工组织 (A/CN.4/637和Add.1–2号文件，

对第2条评论，第2段。比利时就可能重新表述当前 (c)项提出

了一个不同的建议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条的

评论，第3段 )。
26 《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2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号

文件，第23段。
2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条的评论，第13段。
29 同上，对第2条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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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的定义中提到组织规则，就有理由使用“包括”

一词。对于这种情况，正如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 (8)

和第 (10)段所言，“包括” 一词意味着可在例外情况

下将人或实体视为代理人，即使依照组织规则并非

如此。由于对“代理人” 的定义与上文第20段所提对

“机关” 的定义不同，其中并未提到组织规则，用“是

指” 取代“包括” 的建议确实看起来更为恰当。

24. 如果同意列入对“机关” 的定义，最好避免

在机关和代理人这两个类别之间出现不必要的重叠。

为做到这一点，可以明确规定，只有除国际组织机关

外的人和实体，才可以被视为该组织的代理人。因此，

这一定义可重新表述如下： 

“(d) ‘代理人’ 是指除机关外，该组织行事

时所借助的，并且受该组织委托，履行或帮助

履行该组织某些职能的官员或者其他人或实体。”

建议

25. 作为本章的结论，拟就第一部分提出以下

建议：按照上文第20段的提议，在第2条草案中引入

一个新的 (c)项，阐述对“机关” 的定义，目前的 (c)项
则按照第24段拟议的措辞，变为 (d)项。

第二章

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4条草案

26. 有一个国家希望将损害作为第4条草案所

述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30 这个问题在涉及国家责任

时曾有讨论。当时认为是否需要损害要素“取决于首

要义务的内容，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普遍规则”。31 委
员会拟订的有关国际责任的文书需要保持一致，意

味着在国际组织的责任方面应采取相同的处理办法。

27. 另有一个国家要求对评注中关于“不将行为

归于一国际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引起该国际组

织的责任” 的陈述作出说明。32 该国表示，这种情况

不仅可能在“国际组织明确表示 (例如通过条约条款 )
承担此类责任” 时发生，33 而且根据第二部分第四章，

当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的行为承担责任

时，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

28. 有一个国家认为，第4条草案引述国际法

来确定何时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是含糊不清的，因

为国际法“在这方面并不明确”。34 第4条草案对国际

30 古巴，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4条的评论。
31见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条评注，

第 (9)段。
32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二部分第一

章的评论，第2段，其中提及第二章总评论第2段。
33 同上，第3段。
34 墨西哥，《大会正式纪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0段，其中还表示：“将

法的引述必须结合上下文进行评价。第5至第8条草

案已尝试阐明有关归属问题的国际法规则。

第5条草案

29. 第5条草案第2款规定，“为确定该组织的

机关和代理人的职能，应适用该组织的规则”。代理

人通常将“按照该组织指示或在该组织控制下行事”，
世界银行希望在案文中对此予以明确。35 然而，当国

际组织在不给指示也不行使控制的情况下向代理人

托付职能时，该组织仍将通过代理人行事，因此仍

应将代理人的行为归于该组织。同一结论也适用于

有一个国家提到的情况，即“创建组织托付重大权力，

但无法控制，或至少不能以 ‘有效’ 方式控制其行为

的半自治实体”。36

30. 另有一个国家希望将“个人行为” 列入第6
条草案。这一提议牵涉到“在一组织有效控制下行事

并行使该组织职能” 的个人的行为归属问题。37 这些

责任归于国际组织的关键标准，仍然是对有关行为的有效控制

标准，在该组织组成文书没有就这一问题作出明文规定的情况

下尤其如此”。
35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条的评论，第1段。
36 匈牙利，《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7段，主张采取另一种

解决办法。
37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条的评

论，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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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已包含在有关代理人的定义中。因此正如这一

条款草案的评注第 (10)段所言，根据第5条草案，他

们的行为将归于国际组织。相比之下，将有关个人

行为归属的规则放在第6条草案中不太合适，因为该

条草案涉及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

配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

31. 另一方面，北欧国家希望在评注中说明，

借调到国际组织的“文职或军事专家、顾问或其他人

员”，“适用第5条草案 [而非第6条草案 ]所载的一般

规则”。38 第6条草案的评注第 (1)段指出，当机关被

“整体借调” 到某一组织时，“该机关的行为将明确归

于该接收组织”。39 第5条草案的评注也可以明确这

一点。

第6条草案

32. 对于第6条草案，尤其是将对一国或一国

际组织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的机关的行为的“有效

控制” 作为将该行为归于后一国际组织的标准，各方

发表了不同看法。奥地利希望“在控制标准中增加行

使该组织职能的标准”。40 这一新增标准可能是不言

而喻的，但也可以在评注中予以明确表述。

33. 希腊认为，依照欧洲人权法院在贝赫拉米

案和萨尔马迪案中的判决，41 行为应归于行使最终控

制的国际组织，而不是行使行动控制的国家”。42 另

38 丹麦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26段。
39 这一段似乎对劳工组织就第6条草案提出的批评意见，

即需要考虑“国际公务员法中规定的国家官员归国际组织支配

的模式”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6条的评论 )，做出

了回应。
40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条的评论，第1段。
41 2007年5月2日大法庭关于第71412/01和第78166/01

号案可受理性的裁决，第29至第33段。第6条草案评注第 (9)
段对该项裁决进行了审查。关于批评欧洲人权法院采用有效

控制标准的文章，除评注中列出的 (脚注107)以外，还可以增

加：Bell, “Reassessing multiple attributi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nd the Behrami and Saramati decision”，第501页；

Laly-Chevalier, “L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et civiles des Nations 
Unies et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第

642至第644页；Messineo, “The House of Lords in Al-Jedda an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ttribution of conduct to UN-authorized 
forces and the pow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displace human 
rights”，第39至 第43页；以 及Sicilianos, “L’(ir)responsabilité 
des forces multilatérales?”，第98至第106页。

4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6
次会议 (A/C.6/64/SR.16)，第58段。

一方面，联合王国表示，由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中

“没有对有效控制这一检测标准提出司法评判”，“第6
条草案无需改动”。43 北欧国家“同意第6条草案的评

注所表达的观点，即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必须限定

在该组织有效行动控制范围之内，而不只是依照最

终权威和控制的标准”。44 德国赞同委员会在第二章

总评注第 (5)段中表述的观点，即“当安全理事会授权

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它们军事力量与联合国相联系的

指挥系统之外采取必要措施时，不可将这些军事力

量的行为归于联合国”。45 秘书处在审查联合国实践

的详细评论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46 

34. 为解决谁行使有效控制的问题，正如联合

王国在一发言中所强调的那样，需要考虑“国际组织

及其成员开展行动时的全部实情和特殊背景”。47 这
意味着，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而言，虽然原则上

部队行为应归于联合国，但对某一具体行为的有效

控制可能属于派遣国而不属于联合国。最近，布鲁

塞尔初审法院2010年12月8日的一项判决提供了在

实践中采用同一处理办法的例子。该法院认定，联

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 )比利时特遣队指挥

官1994年4月关于遗弃基加利一个事实上的难民营

的决定，是“在比利时而非联卢援助团的支持下作 
出的”。48

35. 秘书处提请注意，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

政治方面的原因，联合国在有关维持和平行动的实践

中一直采用联合国对第三方负责的原则。不过，秘

书处支持“纳入第6条草案，将其作为一般指导原则，

用于确定联合国与会员国之间对交由联合国支配的

机关或代理人的责任，包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与联

合国活动有关的责任”。49

43 同上，第23段。
44 丹麦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同上，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27段。比利时也表达

了类似观点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条的评论 )。
45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第二部分，第二章，总评

论，第1段。
46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条的评论，第2至第

10段。
47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6

次会议 (A/C.6/64/SR.16)，第23段。不清楚为何这部分陈述被

认为是对委员会所采用方法的批评。
48 未公布的判决，Mukeshimana-Ngulinzira等人诉比利时

国及其他人案，第38段。
49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6条的评论，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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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草案

36. 第7条草案规定，可按照类似于关于国家

责任的条款草案第7条中适用于国家的条件，将逾越

权限的行为归于国际组织。有一个国家对这一标准

表示了疑问。50 世卫组织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 51 也提

出了质疑，认为“适用于国际组织及其代理人的特权

和豁免权的规则和惯例，或许是对有关行为性质的

一种制约”。52 然而，这些规则针对的是另一个问题。

不将豁免扩至逾越权限的行为，而是将豁免限制在

某一组织获准在给予豁免的国家境内行使的职能范

围之内，这样做或许有其理由，但当援引该组织对

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时，同一理由不一定适用。

37.  秘书处称“实践似乎表明，身份被联合国

确认的机关或代理人，如果以其官方身份在联合国的

总体职能范围内行事，即使行为逾越了其得到的授

权，其行为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联合国的行为。” 53 遗憾

的是，并未提供这种实践的例子。联合国秘书处建议

“只有当机关或代理人 ‘以公务身份在联合国的总体职

能范围内行事’ 时，才可以” 将行为归责于联合国。54 
机关或代理人以公务身份行事这一点隐含在第7条草

案的案文之中，评注第 (4)段对此作了明确阐述。可

纳入一条对“该组织总体职能” 的引述。

38.  秘书处还指出，委员会在评注第 (9)段中

引述的1986年意见“并不反映该组织的一贯做法”。55 
然而，秘书处只举了一个例子，即1974年法律事务

厅的一份意见，其中建议，“休班部队成员实施了某

些行为，联合国认为应当为此承担责任的情况是可

能有的”。56 应在评注中纳入这一段。

第8条草案

39. 关于被国际组织承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行

为的第8条草案，有一个国家建议在评注中提及已被

停职或任命已终止的官员事实上的行为。57 这或许是

50 俄罗斯联邦，《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8段。
51 见上文脚注2。
52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7条的评论。
53 同上，对第7条的评论，第2段。
54 同上，第5段。
55 同上，对第7条的评论，第4段。
56 同上。
57 萨尔瓦多，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8条的

评论，第2段。

一个组织可能承认其责任的例子。不过，似乎最好

不要试图在评注中规定一些将承认责任视为适当的

案例类别。

40. 秘书处希望就“承认的形式，是否需要在充

分认识到行为的不法性质的情况下作出承认，以及

作出承认的法律和经济后果” 进行一些说明。58 这些

是一个组织应当采取的明智的防范措施，但不应被

视为有效承认行为归属的要求。承认的形式取决于

具体情况，无法精确界定。看来也不宜就“组织或任

何其代理人或机关是否有能力承认或接纳有关行为”

作出一些笼统说明。59 这些事项似乎是由有关组织的

规则所涵盖的。

41. 欧盟委员会认为第8条草案评注第 (3)段中

给出的案例“放错了地方”。这一案例涉及欧共体的

一项声明，大意是欧共体“准备对关税减让方面的所

有措施承担全部国际责任，不论遭到投诉的措施是在

欧共体一级还是在成员国一级采取”。欧盟委员会指

出，这一声明的依据是只有欧共体“有权处理所涉问

题，因此是唯一可以弥补可能的违反行为的实体”。60 
这一说法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实际上是否涉及对行为

归属的一种承认。对行为归属的承认，符合在第63
条草案的评注中提到的欧盟委员会经常采取的立场。

第9条草案

42. 有两个国家明确认可第9条草案第2款的措

辞，即国际组织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包括对依照组

织规则可能产生的国际义务的违反”。61 正如关于第9
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所言，“由于组织规则规定的义

务具有实际重要性，应该消除对本条款也适用于任何

违背这些义务行为的任何怀疑”。世界银行认为，“保
留第2款可能错误地导致做出 (委员会的评注明确予

以否认的 )没有确实根据的结论，即任何违反组织的

规则必然是违反国际义务的结论”。62 另一方面，秘

书处寻求在评注中作进一步说明的同时也正确地指

出：“只有违反规则所包含的国际法义务，而不是违

5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8条的评论，第1段。
59 同上。
60 同上，对第8条的评论。
61 匈牙利，《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8段；以及葡萄牙，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9条的评论。

62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9条的评论，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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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规则本身，才被视为第9条草案所指的违反国际义

务行为”。63 

43. 欧盟委员会从其关于欧盟法律“独立于国际

法” 64 的言论中得出结论，认为“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

的关系便不受国际法原则管辖，而是受作为不同法

律来源的欧洲法管辖”。65 这似乎有点过头。欧盟法

律在欧盟与其成员的关系中无疑舍弃了一些国际法

规则，但即使在欧盟法律涵盖的领域，国际法的适

用也并未完全排除。66

44. 欧盟委员会还对第9条草案评注第 (9)段末

尾数行对欧洲法院一项判决的引述是否有相关性提

出了质疑。67 如果增加几句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

在此处引述该段案文。不过，既然同一段文字也出

现在第47条草案的评注之中，而且在该处引述的理

由更加清晰，那么看来最好是在第9条草案的评注中

删去这一引述。

第13条草案

45. 关于国际组织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

为的第13条草案，其评注非常简短，显然需要予以

补充。可将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6条评注中

所列的多项内容挪用于此。例如，虽然从政策角度

看可能被认为不连贯，68 但最低限度标准将允许在国

际组织作用可忽略不计时抛弃责任。正如第16条的

评注所言，“并没有一种规定要求援助或协助应是实

施国际不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只要为此目的发挥

重要作用就已足够”。69 

63 同上，对第9条的评论，第3段。
64 同上，对第4条的评论，第1段。
65 同上，第4段。虽然这一言论是就第4条草案做出的，但

审议组织规则法律性质的第9条草案，似乎是其加以审查的更

佳之处。
66 例如，欧洲法院在范 · 杜因诉内政部案中指出，在成员

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民在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自由迁移仍然适用

某些国际法原则。1974年12月4日第41/74号案判决书，《欧

洲法院汇编》，1974年，第1337页，第22段。法院表示：“一国

不得剥夺其本国国民入境或居住的权利，这是一项《欧共体条

约》不得在成员国关系中予以漠视的国际法原则。”
67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9条的评论，第3段。
68 这一论点由Reinisch提出，“Aid or assistance and direc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第71至第72页。

69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5页，第16
条的评注第 (5)段。

46. 在第13条草案的评注中，还可以针对 (a)项
中“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 的规定作出另一项

说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6条在评注中指

出，通过“提供物资或财政方面的协助或援助”，一国

通常不承担其协助或援助可能被用于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风

险”；“如果协助国或援助国不知道受援国打算使用其援助或协

助的情况，它就不承担任何国际责任。70

可以说，向一国实施的项目提供资金的国际组

织，通常不对该项目的运作方式承担责任。不过，该

组织可以了解实施某一特定项目可能对受影响的个

人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人权产生的影响。例如，从遵

守世界银行业务政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已出现。71 

47. 在这一情况下，应提及2009年10月12日联

合国法律顾问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其中涉及联合

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 )给予刚

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 (国家武装部队 )的支助，以

及曾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提到的国家武装部队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的风险。法律顾

问写道：

如果联刚特派团有理由认为，参与行动的国家武装部队

单位正在违反上述某一项法律，而且，尽管联刚特派团已同

国家武装部队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 ]政府进行交涉，联刚特派

团仍有理由认为这种违反行为还在实施，那么，联刚特派团

就不能合法地继续支持该行动，而必须完全停止参与其中……

联刚特派团如果有理由认为涉案的国家武装部队单位正在违

反上述法律中的任何一项，就不能合法地向国家武装部队的

任何行动提供后勤或“服务” 支助。……根据本组织在习惯国

际法下承担的义务以及《宪章》，都可以直接作出必须维护、

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的推论。72

48. 秘书处要求委员会在第13条草案的评注中

说明“明知不法行为的情况是包括明知行为的不法

性”。73 由于 (b)款规定，提供协助的国际组织承担责

任的前提是“该行为若由该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

行为”，似无必要增加要求知道行为不法性的规定。

49. 虽然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6条案文

并未表示，只有在相关国家机关打算利用收到的援

助或协助为不法行为的发生提供便利的情况下才产

70 同上，评注第 (4)段。世界银行坚持认为必须在其对

第13条草案的评论中转录这一观点，A/CN.4/637和Add.1号
文件。

71 其中一个案例涉及西非天然气管道项目及其对非自愿

搬迁者的影响。
72 这些文件刊登于2009年12月9日的《纽约时报》。
73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3条的评论，第6段。



 国际组织的责任 89

生责任，但这一点出现在了相关的评注中。74 关于第

13条草案，欧盟委员会认为应按照关于国家责任的

条款草案之评注，在其评注中添加一些限制性用语

(意图 )”。75 秘书处建议在评注中说明“协助应当是为

不法行为而提供”。76 另一方面，古巴建议不提意图，

而是作为逐渐发展事项，建立对知情的推定。77 考虑

到这些评论相互冲突，而且难以将有关意图的要求

与该项条款案文进行调和，看来最好不在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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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条草案

50. 第14条草案的评注也应当发展。该条草案

涉及指挥和控制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可按照世界

银行的建议，78 如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第17条的评注

所言，纳入这样一种看法，即控制一词“指支配不法

行为的实施的情况，而不仅仅实行监督”。79

51. 第14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指出，该条草案

与第16条草案之间可能有部分重叠。这样一种重叠

可能是有限的，因为正如秘书处所言，“如果 ‘指挥和

控制’ 的形式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很难设想单

凭一项决议就能指挥或控制一个国家”。80 第15条草

案的评注第 (3)段也设想第16条和第15条草案之间可

能存在类似重叠。此外，也可以设想第13条和第16
条草案之间有部分重叠。有一个国家建议委员会“应
考虑消除此类重叠的办法”。81 办法可以是在第16条
草案起始部分纳入“根据第13至第15条的规定” 的表

述。然而，严格来说这并无必要，因为在有的情况下，

责任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条款草案项下，只要满足

各个条款草案所规定的要求即可。

74 见上文脚注69。
75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3条的评论。
76 同上，对第13条的评论，第7段。瑞士在其书面评论中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 )。
77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13条的评论，第1

段。考虑到逐渐发展，古巴提议删除 (b)款的规定，即该行为若

由提供援助或协助的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较之国

家在类似情况下的行为，这两项关于逐渐发展的提议将会扩大

国际组织的责任。
7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4条的评论，第2段。
79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条评注，

第 (7)段。
80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4条的评论，第3段。
81 俄罗斯联邦，《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9段。

第15条草案

52. 有一个国家建议在第15条草案评注第 (3)段
中说明，“只有在具有约束力的决定附有使用或威胁

使用武力等非法行动时，第15条草案才变得适用”。82 
不过，也可设想出一种本身并不违法的胁迫行为。

第16条草案

53. 第16条草案述及国际组织在向成员国和为

其成员的国际组织作出决定、授权和建议以实施一种

如由该组织自身实施即为非法的行为时的责任。如

果这一条草案自始至终笼统提及“成员” 而不是“成员

国或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因

为国际组织有可能利用一个既非国家、亦非国际组

织的成员的行为。83 如果在第16条草案中对成员因

遵守决定、授权或建议的行为规定一些法律后果，对

作为成员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引述将符合本条款草

案的范围。既然第16条草案未曾预见这类后果，那

么最好省略这一引述。

54. 经合组织询问第16条草案的理由，因为接

到决定或建议的成员国“应对其执行或不执行该决定

或建议的方式负责”。84 虽然有关成员国的责任在第

18条草案的“不妨碍” 条款中得到了审议，但第16条
草案却是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利用其独立法律人格去

规避某些义务。联合王国虽然认为“ ‘规避’ 一词不够

明确”，但仍“支持第16条草案的理由”。85

55. 也许值得考虑的是，是否有必要在第16条
草案案文中提及“规避”。86 第1款末尾的措辞 ( “使该

组织避免承担国际义务” )更多的是一种解释，而不

是增加一项条件。评注第 (4)段对此作了说明，表示

82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15条的评论，

第2段。
83 提出这一修正案的是Blokker, “Abuse of the members: 

Questions concerning draft article 16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第40至第41页。

84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6条的评论。
8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6

次会议 (A/C.6/64/SR.16)，第24段。联合王国还就第16条草案

第1和第2款所述两个类别的区别发表了看法。新加坡要求就
“规避要素” 作出说明，同上，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
76段。

86 提出这一点的是Blokker (上文脚注83)，第42至第43页。

比利时也提议删除第1款末尾的表述 (A/CN.4/636和Add.1–2
号文件，对第16条的评论，第1和第2段 )，但理由是这些措辞

引入了过于严格的主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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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一定要有规避义务的具体意图”。不过，有

一个国家认为，应当存在“故意滥用组织权力以逃避

责任” 的情况。87 由于这样一种意图在实践中难以证

明，该国建议的这一要求将给第16条草案规定的责

任造成问题。

56. 第16条草案第1款考虑了国际组织对一个

或多个成员采取具有约束力的行为的情况。第2款
涉及不具约束力的行为，不同国际组织对这种行为

有不同的称谓。为方便起见，这里不妨使用“建议”

作为通用术语。当国际组织向成员建议某种行动时，

可能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推定，

即从制度上说成员无法不理会这种建议。至少有些

成员可能会因此去执行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国

际组织提出的建议数量庞大，第2款将大幅扩大它们

的责任。

57. 虽然有一个国家认为第2款 (b)项“在需要

保持有效的实际标准与需要采取更为严格的处理办

法之间” 达致平衡，88 但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第2款
持更为批判的态度。货币基金组织强调，这是“一次

逐渐发展的尝试”。89 秘书处表示，“至少在提议扩大

国际组织责任以包括某些涉及国际组织可能向国家

或其他国际组织作出的建议的情况方面，责任的概念

似乎被扩大，远远超越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往实践的

范围”。90 欧盟委员会认为，“一国际组织单纯因为向

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提出 ‘建议’ 就要承担责任的提

法似乎有些过了头”。91 劳工组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认为就建议而言，“需要有一个中间行为，即国家或

另一国际组织作出实施该行为的决定。因此，因果

关系是中断的”。92 北欧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建议可能

会引起有关组织的国际责任” 的提法表示关切。93 若

87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16条的评论：
“德国理解和支持将规避行为解读为滥用组织权力以逃避责

任”。
88 匈牙利，《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8段。
89 A/CN.4/637和Add.1号文件，一般性评论，第4段。
90 同上，对第16条的评论，第8段。
91 同上，对第16条的评论。
92 同上。
93 丹麦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28段。虽然这一关切是针对评注作出，但

显然也适用于第16条草案的案文。

干国家强调，必须在第2款中规定，建议与成员的行

为之间要有更强的关联。94

58. 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委员会似宜重新考

虑是否应在第16条草案中列入当前第2款。95 如果删

除这一款，第3款也必须修改。可表述如下：

“无论有关行为对于一个或多个接到决定的

成员是否属于国际不法行为，第1款均适用。”

第19条草案

59. 有一个国家指出，在将“同意” 视为解除行

为不法性的一种情况的第19条草案中，“用 ‘有效’ 一
词对同意加以限定并没有解决” 国际组织的建议是否

“就已构成同意” 的问题。96 这要视情况而定。在任何

情况下，第19条草案或有关评注都不试图确定在具

体情形中何时存在同意。不过，评注中可按照该国

似曾提议的那样，97 说明国际组织给予的同意并不会

影响其成员可能拥有的对实施这个如无同意即构成

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组织的权利。

60. 秘书处表示，在第19条草案的评注给出的

例子中，“东道国的同意并不一定是解除行为不法性

的一种情况，而是实施该种行为的一个条件”。98 就
国家而言，同意通常为行为提供理由，但在特殊条

件下也可能是解除行为不法性的一种情况。秘书处

还表示，在后一种情况中，“有关行为本身必须非法

的，或者已经违反一项国际义务，国际组织的责任

94 奥地利建议规定“这种授权或建议与该成员国相关行

为之间就必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 (A/CN.4/636和Add.1–2
号文件，对第16条的评论，第1段 )。俄罗斯联邦 ( 《大会

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10段 )和 瑞 士 (A/CN.4/636和Add.1–2号
文件 )也表达了相同意见。新加坡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

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77
段 )指出评注“未就是否仅仅需要事实上的联系，还是要有

如首要目标之类的进一步要素作出决定”。南非 (同上，第

72段 )认为“该条款草案会使一个组织的成员国担负沉重义务，

去反抗甚至是它们中间的强者”。不过，第16条草案并未增加

成员的责任。德国的提议 (上文脚注87)也涉及第2款。
95 对第2款提出批评的还有Blokker (上文脚注83)，第43

至第46页。
96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19条的评

论，第2段。
97 同上，第1段。
9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19条的评论，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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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通过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的同意解除”。99 这
种情况很少发生，并不使第19条草案变得多余。

第20条草案

61.  对关于自卫的第20条草案褒贬不一。有两

个国家建议删去第20条草案，其中一个国家的理由

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只适用于国家而不是

国际组织。100 另一国家指出“应当对条款草案最后非

常笼统地提到国际法的情况进行澄清，以避免任何

可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情况”。101 正如第20条草

案评注第 (5)段所言，由于国际组织不是联合国成员，

此处已用对国际法的引述取代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第21条中对《宪章》的引述。这并非是试图扩大

国际组织诉诸自卫的可能性。第20条草案对国际法

的引述仅仅是为了根据国际法可能载有的相关规则

调整本条草案的案文。102

62.  很难详细分析这一法律的状况，包括正如

有一个国家所言，国际组织自卫与东道国主权的关

系问题。103 不管怎样，与《联合国宪章》的一致性已

通过第66条草案得到保证。正如有一个国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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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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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类比作出推断……，都是存在风险的。不过第20条草案

的措辞并不具体，这个问题仍有讨论余地。另有一个国家认为，

“第20条草案是一个适当的折衷解决办法”。104

99 同上，第4段。
10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

议，第六委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50段 )建
议这一条款草案“应予删除”，而白俄罗斯 (同上，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37段 )则表示“可予省略”。

101 巴西，同上，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3段。加

纳也表达了类似关切 (同上，第13段 )。
102 日本的意见 (同上，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71

段 )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即“国际法中还没有妥为确立国际组织

自卫权的 ‘实质’，行使自卫权的范围和条件也远不如有关国家

自卫权的条款清楚”。
103 这是奥地利希望得到澄清的一个问题 (A/CN.4/636和

Add.1–2号文件，对第20条的评论 )。最近，格鲁吉亚冲突问

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讨论了一国当其维持和平部队在东道

国成为攻击目标时，援引自卫权的问题 (见调查团的报告，第

二卷，第263至第283页；可查阅http://www.mpil.de/files/pdf4/
IIFFMCG_Volume_II1.pdf)。

104 法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66段。

另有一个国家认为，“第20条草案是一个适当的

折衷解决办法”。105 秘书处也认为应将自卫包括在该

条草案案文中，作为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之一。106 

63. 关于自卫是否应被纳入解除行为不法性的

情况之一这一问题，已在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中作了讨论，其中提议删除该条草案。107 这一提议

未获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接受。似无充分理由在此重

申这一提议。

第21条草案

64. 第21条草案审议了一国际组织可对另一国

际组织和国家采取的反措施。这是因为国际组织可

以援引这种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作为违反对国

家的义务的理由。108

65. 第1款规定了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一般

规则，第2款述及一组织针对其某成员采取反措施的

特殊情况。有些国家认为需要采取“谨慎做法” 109 甚
至“万分谨慎”，110 但并未提议删去第21条草案或列入

一些附加条件。另有一国强调“关于国际组织采取的

反措施还需要作进一步说明，因为严重缺乏实践，相

关法律制度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有滥用的危险”。111 其
他一些国家则表示赞同该案文。112 虽然欧安组织表

示同意“国际组织可以采取或可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

施”，113 但秘书处建议“不将关于反措施的一章纳入”

105 匈牙利，同上，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9段。
106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0条的评论，第4段。
10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

号文件，第58至第59段。
108 “国际组织针对国家的反措施问题应被排除在现行条款

草案范围之外” 的观点由德国提出 (A/CN.4/636和Add.1–2号
文件，对第21条的评论，第1段 )。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一
般而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并无反措施存在的空间”。不

过，可以想见存在涉及非成员的国家不履行义务的例子。
109 中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44段；以及印度，同上，第16
次会议 (A/C.6/64/SR.16)，第73段。

1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16次会议(A/C.6/64/SR.16)，
第50段。

111 马来西亚，同上，第21次会议 (A/C.6/64/SR.21)，第31段。
112 见意大利 (同上，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16

段 )和匈牙利 (同上，第39段 )的发言。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于

反措施，国际组织应等同于国家。表达这一观点的是Dopagne, 
Les contre-mesure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113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0条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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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114 这一建议料想也适

用于第21条草案。

66. 国际组织对违规成员采取的措施不一定就

是反措施。应当对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一方面是

国家未履行其作为该组织成员的义务，另一方面是

该成员国未履行其以其他方式承担的义务，例如通

过一项总部协定或一项有关该组织及其代理机构豁

免权和特权的双边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虽然在后一

种情况中可以设想采取反措施，但在前一种情况中，

该国际组织的规则可能规定了制裁措施，而这些措

施不能视同反措施，正如第21条草案评注第 (3)段所

指出并由一个国家所强调的那样。115

67. 第2款审议了一国际组织可能对其成员采

取的反措施，无论该成员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成
员国或成员国际组织” 这一表述就是为了涵盖作为成

员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116 有一个国家“支持第21
条草案第2款提出的关于反措施的限制办法”。117 另
一个国家建议在一国际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中

完全排除反措施，或至少要“清晰阐明，反措施必须

被认为与该组织的规则不一致，除非清晰指明该组

织的内部规则 (可能也包括制裁 )并非制约该组织与

其成员间关系的唯一规则”。118 虽然有些国际组织的

规则可能必须这样理解，但当前讨论的目的并不是

要为解读所有组织的一般规则或某个特定组织的规

则提出标准。

第24条草案

68. 第24条草案述及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中

的危急情况。秘书处支持“在拟议的条款草案中纳入

114 同上，对第21条的评论，第10段。秘书处审议的实践

内容 (第2和第3段 )并不涉及联合国因国家不履行义务而被视

为“受害” (第42和第50条草案所指 )的案例。
115 葡萄牙，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1条的评

论，第2段。
116 奥地利在其书面评论中建议“说明 ‘成员’ 这一限定词也

关系到属于上述组织成员的国际组织” (同上，对第21条的评

论，第2段 )。起草委员会不妨关注这一事项。
117 巴西，《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3段。瑞士表达的观点与之

有些相似，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其中认为只有在一

组织的宗旨或任务授权预见了此种可能性或至少不反对这种

做法的情况下，才能对成员国采取反措施。
118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1条的评论，

第2段。

关于 ‘危急情况’ 的规则”。119 有一个国家批评列入该

条草案，并特别强调难以理解“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

利益” 和“严重损害一国的根本利益” 等用语。120 不
过，这些用语已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25条
中出现过。另一个国家虽然同意第24条草案的内容，

却认为需要界定“根本利益” 一词的含义，并建议提

及对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紧急状态下对国家及其居民

的生存本身的维护。121 就一项更为具体的定义进行

审议似乎是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做出更好，

不过，其评注却认为“某一特定利益是否为 ‘基本利益’

取决于所有情况，不能事先作出判断”。122 

69. 有一个国家赞成在第24条草案的评注第 (4)
段末尾提及一些委员会委员的看法，即据此“允许一

国际组织援引危急情况，条件是这是该组织保障其成

员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手段，而该组织拥有在严重和

急迫的危险时进行保护的职责”。123 虽然这一看法不

无可取之处，但会导致危急情况的范围大幅度拓宽。

70. 关于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另

有一个国家表示倾向于认为“只有当有关行为是该组

织完成其任务的唯一手段时，才可援引危急情况原

则”。124 在条款草案中，与成员关系中危急情况的范

围反映特定原则的可能性由作为特别规则的该组织

规则决定。

71. 该国指出：“北约、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

等的国际实践表明，国际组织将行动 /军事危急情况

原则视为一项首先以习惯法为基础的规则”。125 这种

实践，虽然似乎更多地涉及关于武装冲突行为的主

要规则的内容，而不是目前审议中的解除行为不法

性的情况，但可在评注中加以引述。

建议

72. 关于本节所述条款草案案文的修正建议涉

及第16条草案，已在上文第51、55和第58段中概述。

根据这些建议，第16条草案可表述如下：

119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4条的评论，第4段。
120 白俄罗斯，《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38段。
121 古巴，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4条的评论。
122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5页，第25

条 (危急情况 )的评注，第 (15)段。
123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24条的评论
124 奥地利，同上，对第24条的评论，第3段。
125 同上，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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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条草案

73. 秘书处提出的问题是，“鉴于国际组织作出

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的实践完全缺乏”，是否应纳入

关于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的第29条草案 (b)项。126 该
项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30条 (b)项相同。难

以理解的是，如果 (b)项规定“在必要情况下” 作出不

重复的承诺和保证，为什么国际组织应该在这方面

得到豁免。

第30条草案

74. 世卫组织在与其他一些组织共同提交的评

论意见中，批评了第30条草案中阐述的原则，即责

任国际组织必须“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

充分赔偿”。其理由是，“考虑到国际组织一般自己不

产生财政资源，这可能导致其承担过大的责任”。127 
劳工组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28 不仅是国际组织难

以乃至无法应对提供充分赔偿的义务。评注第 (1)和
第 (2)段回顾，该原则“寻求保护受害方，使其免受

国际不法行为的不利影响”，但“该原则在实践中常

常以灵活方式适用”。应该指出，对赔偿作出评论的

唯一国家“支持第三部分第二章所载关于损害赔偿的

条款草案，尤其是第35条草案”，其内容涉及赔偿 
问题。129

75. 秘书处要求注意因维和行动对联合国提出

索赔的财政限制，但承认“为确保这些限制可施用于

第三方，联合国与维和特派团部署所在地会员国签

订协议”。130

126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29条的评论，第2段。
127 同上，对第30条的评论。
128 同上。
12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53段。
130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30条的评论，第6段。

第31条草案

76. 根据第31条草案第1款，“责任国际组织不

得以其规则作为不能遵守其义务的理由”。该款提及

第三部分规定的义务，但由于第31草案直接涉及国

际法规定的义务和组织规则之间的关系，因此成为

了若干国际组织批评的重点。

77. 欧洲委员会指出，“似乎很难让国际组织为

其组织条约中按国际法规定为不法的条款负责任”。131 
显然，国际组织不是其组成条约的起草者，不能对

此承担责任。然而，国际组织可能对其根据组成条

约采取的行为负责。货币基金组织以不同方式表达

了其长期观点，即除非一国际组织违反其“组成文

书 (比如宪章 )—组成文书与据其通过的条例和决

定，构成了特别法，或以其他方式违反了国际法的

强制性规范或其主动接受的另一项义务”，否则不

能要求该组织承担责任。132 经合组织表达了类似看

法，但没有把主动接受的义务作为例外。133 或许没

有许多适用于国际组织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可以想

象，只要这些规则以及与其他国际法主体缔结的协

定适用，那么只能在该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方

面通过组织规则对其加以修改。因此，对于非成员，

包括可能受益于一般国际法所规定义务的个人和实

体，国际组织不能因其规则而免予遵守其义务。在与

非成员的关系方面，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不能豁免

该组织根据在其他方面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 
责任。134

78.  欧盟委员会认为，“条款草案一方面说一个

负责任的国际组织不得以其内部法 ( ‘其规则’ )作为

131 同上，对第31条的评论。
132 同上，一般性评论，第2段。
133 同上，对第63条的评论，第1段。
134 劳工组织 (同上，对第31条的评论 )认为，如不对一国

际组织与成员和非成员可能存在的关系加以区分，则组成文书

居于“优先地位”。

第三章

第三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1. 根据第13至第15条，如果国际组织通

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使某一成员实施若

由该组织自己实施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

则该国际组织负有国际责任。

“2. 无论有关行为对于一个或多个接到上

述决定的成员是否属于国际不法行为，第1款均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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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义务的理由 (第31条草案第1款 )，另一方面

又说违反组织的内部法可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第9条草案第1款 )，这样前后不一致”。135 在国际

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上，国际法一般规则如经该组

织的规则修改后则不再适用，这在事实上确保了前

后一致。这也涉及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规则，其第

31条草案第2款在谈到第三部分所载规定时明确提到

了这一点。在这方面，秘书处提醒说，由于联合国

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根据第31条第1款草案的

规定，可以援引《宪章》作为不予遵行的理由”。136 第
66条草案让《宪章》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第32条草案

79. 第32条草案第1款规定，根据第三部分承

担的义务“可能是对一个或若干其他国际组织、一个

或若干国家、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评注

第 (5)段补充说，“尽管如第1款所述，草案没有涵盖

针对个人的违反行为的后果，但在这些方面发生的

某些国际责任问题可以说是类似于草案中所审查的

问题”。秘书处建议删除评注第 (5)段，因为“因为它

可能造成误解，以为条款草案所载的规则，除国家

和国际组织以外，还适用于实体和个人”。137 造成这

种误解的原因是，忽略了其中关于不涵盖针对个人

的违反行为的说法。然而，如果认为更加合适，可

以省略引文的最后部分。

第36条草案

80. 关于抵偿的第36条草案，劳工组织建议“第
36条草案第2款最后部分应加入一个限定语，如 ‘依
照有关组织规则所定的’，或提及 ‘主管机关’。” 138 所
假设的是在确定有资格作出抵偿的国际组织机关时

将适用该组织的规则。这些规则还与许多其他条款

有关。正如第63条草案评注第 (7)条所指出的，“该
组织的规则可能明示或暗示地制约第二部分至第五

部分中审议的问题的各方面”。似无充分理由在第36
条草案中明确提到该组织的规则。

135 同上。
136 同上，对第31条的评论，第1段。
137 同上，对第32条的评论，第2段。
138 同上，对第36条的评论。

第37条草案

81. 秘书处认为，关于利息的第37条草案“同
这一部分其他条款草案一样，应受 ‘该组织的规则’

以及本套条款草案第63条所指的特别法原则的限

制”。139 尽管可能存在适用于特定国际组织的特别利

息规则，而且可能因为联合国将“不支付利息” “作为

一项政策” 而适用于联合国，140 但是，这似乎不是在

第37条草案中具体提及特别规则的充分理由。这些

规则只要修改关于利息的一般规则，就将根据第63
条适用。

第39条草案

82. 世卫组织以及与其提出联合评论的组织建

议将修改第39条草案作为“逐渐发展工作”，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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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劳工组织希望第39条草案“得到进一步加

强”。142

83. 第39条草案的案文及其评注明确暗示会员

国除组织规则可能规定的义务之外，不承担向该组织

提供有效赔偿手段的国际法义务。一些国家赞同这一

做法，其中一些国家希望更加明确地阐述这一理念。143 
考虑到关于成员国责任的第61条草案的规定，可能

没有必要这样做；然而，第39条草案中“根据该组织

的规则” 的说法可能是造成含混不清的根源，可予以

删除。有一个国家建议修改评注，表示“组织规则中

通常隐含” 缴纳会费要求，这也有一定的道理。144 在
审议组织规则时，应根据评注中通常主张的克制做

法提出措辞更加微妙的评注。

139 同上，对第37条的评论，第3段。
140 同上，第2段。
141 同上，对第39条的评论。
142 同上。
143 见下列国家的陈述：白俄罗斯，《大会正式记录，第

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
第36段；匈牙利，同上，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40段；

葡萄牙，同上，第46段；以及希腊，同上，第62段；以及下列国

家的书面评论：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第3段；

和大韩民国，同上。奥地利也采取了类似立场，同上，第4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53段 )虽然持有同样

观点，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组织中起决策或统筹作用并

导致损害行为的成员国应承担主要责任”。
144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39条的评论，

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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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条草案

87. 有一个国家建议，特别是为了明确保护人

权不受索赔国籍要求的限制，应修改第1款关于对国

际组织索赔可受理性的措辞。147 第1款规定“如果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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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有关人权的义务是普遍

适用的义务，除国籍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有资格作

为非受害国援引责任。从第48条草案第5款已可推

出事实上这种求偿要求与国籍无关，依据该款，第

44条草案第1款不适用于受害国之外、有资格援引责

任的国家提出的求偿要求。

88. 目前的条款草案没有明确处理有关行使职

能保护的问题。欧安组织建议委员会专门审议职能

147 萨尔瓦多，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44条的

评论，第4段。提出修改措辞的目的是消除第1款中要求在任

何情况下适用国籍规则时可能导致的模棱两可。虽然英文文

本似乎并无歧义，但条款草案的西班牙文本可加以改进，以解

决这一关切。

保护。148 另有一个国家指出“当前的案文未解决国际

组织能否以其遭受另一组织伤害官员的名义行使职

能保护的问题”。149 此外，鉴于一国际组织对另一国

际组织行使职能保护的情况极其罕见，似无必要对

这些问题进行专门审议。

89. 第44条草案第2款涉及受害国或国际组织

对另一国际组织提出的求偿要求已用尽当地救济方

法的情况。秘书处强调，“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澄清，

‘用尽当地救济’ 的提法，不应被理解为规定国际组织

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任何义务允许本组织接受国内法

院或行政机构的管辖”。150 由于第2款规定是用尽该

“组织提供的” 救济，这一点似乎已经足够清楚。此

外，第44条的评注第 (7)段解释道，“当地救济” 已作

为“专门术语” 使用，而且第 (9)段指出只有在“国际

14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44条的评论。
149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44条的评

论，第4段。
150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44条的评论，第2段。

秘书处补充说，“在这方面提到 ‘用尽当地救济’ 很可能造成混

乱”(同上 )。

第四章

第四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履行

84. 第39条草案评注第 (4)段中包含了若干委员

会委员提出的一段案文。根据这一案文，“责任国际

组织应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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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手段”。评

注指出，该组织承担的这一义务可以被视为“已经包

含在作出赔偿的义务中”。有两个国家建议在条款草

案中纳入这一拟议案文。145 可尝试将该条草案与少

数人拟议的案文结合起来。也为了设法解决上文第

83段提到的关切，可提出初步案文如下：

“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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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印度，《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74段；以及奥地利，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39条的评论，第4段。

第41条草案

85. 关于涉及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所定义务后

果的第41条草案，有一个国家提出了唯一一条评论

意见，即“与国家义务类似，国际组织也有义务在其

组成文书框架内，配合结束另一国际组织实施的严

重违反行为”。146 这实质上是对第41条草案第1款的

认可。

建议

86. 作为本节的结论，涉及第三部分所列各条

草案案文的唯一修正涉及第39条草案。这一修正已

在上文第84段中提出。

146 古巴，《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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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接受它们审理索偿的权限情况下”，才要求在国

内法院之前用尽救济。

第47条草案

90. 第47条草案评注第 (3)段最后一句涉及数个

责任国或国际组织的情况，对次要责任作出规定如

下：“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面必须按

照时间顺序进行”。有一个国家认为这句话与第47条
草案第2款不一致，根据第2款，“只有在援引主要责

任尚未得到赔偿的情况下，方可援引” 次要责任。151 
但是，评注中纳入这句话并非意味着仅承担次要责

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在第2款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

之前提供赔偿。该句话的目的只是为提出求偿要求

提供灵活性。这一点可在评注中进一步予以解释。

第48条草案

91. 有一个国家认为，第48条草案中“对整个

国际社会负有的义务” 和“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这两

个概念“很有问题”。152 但是，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第48条已经使用这些概念，其意义似乎与适用

于国际组织时的意义相同。

92. 关于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负有的义务的问

题，有两个国家表示支持第48条草案第3款采用的

解决方案。153 这限制了向那些具有保障“被违反的义

务所基于的国际社会利益” 职能的国际组织提出求偿

要求的资格。其中一个国家认为“让所有国际组织均

享有一种权利，而无论其成员赋予其的职能是什么，

似乎有些过分”。154

第50条草案

93. 第50条草案是关于反措施的章节的第一

条。上文在讨论第21条草案时已介绍各国和国际组

织关于国际组织是否有权采取反措施、是否可被作

为反措施对象的意见分歧。

151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47条的评论。
152 白俄罗斯，《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39段。
153 捷克共和国，同上，第58段；以及德国，A/CN.4/636和

Add.1–2号文件，对第48条的评论。
154 德国，同上。

94. 只有在针对一个负有责任的国际组织时，

不履行国际义务才可以被视为正当的反措施。正如

欧安组织所建议，评注中可列出关于“反措施对非对

象实体的影响问题” 的一些进展。155

95. 有一个国家认为“一国际组织只有在反措施

符合其成立文书的情况下，才可采取反措施”。156 虽
然可以预期国际组织在采取反措施时会遵守其规则，

但遵守组织规则不能作为与非成员有关的反措施合

法性的一般条件。该国还建议，为了采取反措施，国

际组织“必须具备依照规则采取此类措施的能力”。157 
组织规则中是否存在特别要求，似乎取决于有关组

织的特定规则。

96. 欧盟委员会指出，考虑到世贸组织系统中

的特定反措施制度，“就这些反措施是经过条约批准

而言，可以说它们并不是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反措施

的真实例子”。这是对第50条草案评注第 (4)段引述

世贸组织专家小组所作决定的批评。但是，评注中

引述该决定的一个段落，是因为其中载有关于一般

国际法规定的反措施制度的说明。158

第51条草案

97. 在审议一国际组织成员采取的反措施时，

第51条草案规定了两个条件，其中之一是“反措施并

非不符合该组织的规则”。正如有一个国家所言，对

于许多国际组织，规定反措施不应不符合该组织的

规则很可能意味着要求“明确指出，这些规则不是为

了全面规范其主题事项，即成员国与组织之间的法

律关系”。159 另有一个国家认为，“对于国际组织没

有 [争端解决 ]机制并且 /或者成立协议或规则禁止反

措施或对其实施未置一词的情况，委员会不妨作进一

步审议”。160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就国际组织规则

的内容作出一般推定或解释任何特定国际组织规则，

均不是委员会的任务。

155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0条的评论。
156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0条的评

论，第2段。
157 同上。
158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0条的评论。
159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1条的评论，

第2段。
160 爱尔兰，《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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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条草案

98.  第52条草案述及对国际组织负有的、不得

作为反措施目标的国际义务。第52条草案评注第 (1)
段将反措施概念解释为暗示“存在一项对目标实体的

义务”；评注中为此给出了禁止使用武力的例子。与

秘书处的意见 161 相反，委员会从未暗示过作为反措

施可以合法地对国际组织使用武力。不仅如此，第

1款 (a)项明确规定，反措施不得影响“《联合国宪章》

中规定的不得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不

过，为避免更多误解，最好是在评注中举出一个关

于“对目标实体的义务” 的不同例子。

99. 有一个国家建议删除第52条草案第1款 (b)
项中“人权” 一词的修饰语“基本”。162 提出这个建议

是要考虑到人权保护方面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

并非国际组织独有。而且，国际组织将一般国际法

规范适用于保护人权的程度仍不明确。因此，最好

保留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50条第1款 (b)项
中使用过的关于“基本人权” 的措辞。

100. 秘书处表示，第52条草案第2款 (b)项
“应重新起草，以准确反映国际组织享有的特权和豁

免”。163 正如第52条草案评注第 (2)段所述，第2款 (b)

161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2条的评论，第1段。
162 萨尔瓦多，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2条的

评论，第11段。
163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52条的评论，第2段。

项的目的不是覆盖国际组织的所有特权和豁免，而

是规定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50条第2款 (b)
项平行的对反措施的限制，即“外交或领事代表、馆

舍、档案和文件不可侵犯”。

第56条草案

101. 第56条草案是一个保障条款，与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54条类似。因此，第56条草案

的意图不是为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之外的实体采

取措施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有一

个国家赞同第56条草案，但指称法文文本存在一个

语法错误。164 另一个国家建议删除当前的措辞并代

之以一个提及《联合国宪章》所述集体安全的文本。165 
可在评注中增加一个解释，使第56条草案中所设想

的措施不容置疑地受到前述条款草案中所规定的反

措施的限制，其中包括根据第52条草案第1款 (a)项
遵守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规定。

建议

102. 对条款草案第四部分的评论意见相对较

少。对本章的条款草案案文未曾提出任何修正建议。

164 比利时的书面评论，现存于法律事务办公室编纂司，可

查阅。
165 古巴，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6条的评论。

第五章

第五部分 一国对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第57条草案

103. 第57条草案述及一国援助或协助国际组

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据劳工组织称，该条

及其下两条草案“似乎否认国际组织的独立法律人

格”。166 同样，有一个国家也对“国家行为与国际组

织行为之间的区分” 可能被混淆以及“国际组织的独

立法律人格” 可能产生疑问表示关切。167 第57和第

58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指出，有必要区分一方面是

“成员国根据有关规则参与该组织决策的情况”，另

166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五部分的评论，第

2段。
167 南非，《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71段。

一方面是会引起适用第57和第58条草案的援助或协

助，或者指挥和控制的情况。168 有两个国家要求就

此作出说明。169 另有一个国家表示，“国际组织的性

质、职能、权力和内部决策规则，在说明国家与组

织之间对不法行为所负国际责任的 ‘分配’ 方面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170 评注可以这样解释，虽然成员

国在国际组织内行事不能免除其自身义务，但对其

根据该组织规则认缴会费的该组织的行为不负责任。

168 关于胁迫的第59条草案评注第 (2)段提出了类似观点。
169 中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45段；以及比利时，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7条的评论。

170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8条的评

论，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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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的行为只有在超出该组织规则规定的范围时，

才可能构成援助或协助，或者指挥和控制该国际组

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58条草案

104. 有一个国家认为第58条草案中的措辞“指
挥和控制” “含糊不清”。171 这些措辞出现在关于国家

责任的条款草案关于一国对指挥和控制另一国实施

国际不法行为所负责任的第17条中。尽管方式可能

有所不同，但在国家指挥和控制国际组织时，使用

同样的措辞似乎也合情合理。

第59条草案

105. 有一个国家认为，“应就国家被视为胁迫

国际组织的情况作出说明”。172 另有一个国家表示，

应进一步限定胁迫一词，大意是“国家胁迫行为与国

际组织的活动之间必须有直接的联系”。173 同样，此

处的胁迫概念不能有别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第18条所使用的一国胁迫另一国从事一项行为—

该行为，若非被胁迫，即成为被胁迫国的国际不法行

为—的概念。第59条草案 (a)项也出现了同样措辞

的规定，即“该行为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构成” 该

被胁迫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这一规定似乎

意指胁迫国的行为与被胁迫国际组织的行为之间存

在“直接的联系”。评注可以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第60条草案

106. 许多国家赞同委员会在通过关于寻求避免

遵守义务的成员国的责任的第60条草案时采取的办

法，尽管有些国家要求作出某些澄清或修正。174 另
一方面，欧盟委员会重申看不到“这一条款的必要

171 南非，《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71段。
172 同上。
173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59条的

评论。
174 可提及下列国家采取的立场：德国，A/CN.4/636

和Add.1–2号文件，对第60条的评论，第1段；法国，《大

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65段；新加坡，同上，第75至第78段 (新
加坡作为逐渐发展事项，核准了第60条草案并提出就“寻求

避免遵守” 这一措辞做出详细说明，同上，第76段 )；匈牙利，

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39段；以及爱尔兰，同上，第

66段。

性”。175 有两个国家建议修改第60条草案的评注第 (7)
段，以列入有关规避的具体意图的规定。176 另有一

个国家认为，责任应以滥用权利、滥用该组织的独

立法律人格或背信为条件。177 还有一个国家表示，“规
定规避义务要有具体意图并加以证明，在实践中可

能难以确立责任”。178 虽然后一观点可予采纳，但第

60条草案的措辞，即认为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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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存在一个主观因素，而这一

点在当前评注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107. 有一个国家就成员国对有关国际组织内投

票方式的作用提出了多个问题。179 上文第103段所提

的意见似乎也与第60条草案相关。因此，如果国家

作为国际组织成员按照该组织的规则行事，则不必

为其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如该国所暗示，第60条
草案与第57至第59条草案之间可能有重叠之处。180 
如上文第51段所言，关于第16条草案，该重叠可通

过在第60条草案的起始部分增加“除第57至第59条
的规定外” 的措辞，予以避免。

108. 第60条草案评注第 (3)和第 (4)段审议了欧

洲人权法院就《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在向其为成员

的组织移交职能时所承担的义务作出的两项裁决。有

一个国家建议委员会同时考虑该法院更为近期的裁

决。181 可在评注中引述2009年5月12日加斯帕里尼

诉意大利和比利时案的裁决。对这两个国家提出了

一项申诉，原因是与北约雇佣争端的解决程序被指

不当。法院表示，各国在向其为成员的组织移交部

175 欧盟委员会的评论，现存于法律事务办公室编纂司，可

查阅。
176 见法国的陈述，《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

六委员会》，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65段；以及德国

的书面评论，A/CN.4/636和Add.1–2号文件，第2段。同样，

欧盟委员会认为“需要了解成员国的一些基本或总体意图”，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22段。第60条草案评注第 (7)段中纳入了

下列词句：“无需评估该成员国规避国际义务的具体意图”。
177 这是比利时的立场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

第60条的评论，第2段 )，尽管该国也批评该条草案，认为有些

主观因素不应包括在内 (第1段 )。
178 爱尔兰，《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

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66段。
179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0条的评

论，第4段。
180 同上。
181 比利时的书面评论 (同上，第3段 )，其中对欧洲人权法

院的裁决提出了一些批评。该国表示，第60条草案不是为了

编纂该法院的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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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权权力时，有义务确保《公约》保障的权利在该

组织内得到公约机制确保的“同等保护”。如同先前

的裁决，法院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违反这项义务，

因为北约内部程序并非“明显不足”。182

第61条草案

109. 第61条草案涉及一国际组织成员国对该组

织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1款 (a)项审议了一成员

国接受责任的情况，可正确理解为是指针对援引国家

责任的一方作出的接受。183 欧盟委员会建议在第1款
(a)项中加入接受是“按照该组织规则” 作出的规定。184 
然而，当一国接受责任时，为确立接受的有效性，可

能相关的是该国的国内法，而不是该组织的规则。

110. 欧盟委员会对认定成员国在“它已导致受

害方认定它将承担责任” 时负有责任的第1款 (b)项提

出批评，认为其未得到实践的充分支持。185 有一个国

家询问，评注中对涉及“国内法律体系下的责任或义

务” 的司法裁决的某些引述是否有意义。186 然而，在

182 欧洲人权法院，诉请书编号：10750/03，2009年5月12
日的裁决，未公布。

183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1条的评论，

第2段。
184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61条的评论，第1段。
185 同上，第2段。
186 奥地利，A/CN.4/636和Add.1–2号文件，一般性评论，

第6段。

这些引述涉及的段落中，国内法院要么是就成员国是

否依照国际法承担责任的问题作出了说明，要么是发

表了一些从国际法角度看似乎也适用的一般观点。187 

111. 另有一个国家建议在第61条草案评注第

(10)段中删除对成员规模的引述，还建议在第1款
(b)项中的认定之前增加一个诸如“合理” 一类的限定

词。188 该项的理由是在第三方受某些国家推动而与

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交涉—其基于的理解是这些

国家将确保该组织履行义务—时，为该第三方提

供保护。可以说，第三方因此就可合理依赖这种隐含

的保证，但增加这一副词似乎对案文没有多大改变。

112. 有一个国家认为，第61条草案第2款主张

将成员国的责任推定为次要责任是“不寻常” 的。189 
鉴于此处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是国际组织，似乎只

有在该组织未能履行其义务的情况下，成员国才可

能承担作出赔偿的义务。

建议

113. 正如上文第107段所言，在本章中，对条款

草案案文的唯一修正建议只涉及第60条草案起始语。

187 对第61条草案的评论，第4、7和第9段。
188 德国，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1条的评论，

第3段。
189 奥地利，同上，对第61条的评论。

第六章

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第63条草案

114. 上文尤其是第3段已述及特别法在条款草

案中某些方面的作用。国际组织在评论中强调了第

63条草案的重要性。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都称之为

条款草案中的“关键条款”。190 劳工组织建议“宽泛理

解第63条草案的范围，它不止涉及对一国际组织责

任的确定，而且也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

在两种法律同时存在时，还优先于任何关于责任的

一般国际法规则”。191 另一方面，有一个国家认为第

190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63条的评论，第1和
第2段。

191 同上，第2段。

63条草案的范围极为广泛；192 另一个国家则告诫国际

组织不要援引内部规则为违反国际义务辩护；193 还有

一个国家认为“任何特别法都不能离开有关国际组织

的内部法来考虑”。194 最后，也有一个国家认为第63
条草案“令人满意”。195

192 比利时，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3条的

评论。
193 加纳，《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14段。
194 白俄罗斯，同上，第15次会议 (A/C.6/64/SR.15)，第41段。
195 法国，同上，第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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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优先于一般规则的特别规则可能大多载

于该组织的规则中。如第63条草案所规定的，该组

织的规则将“适用于该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

系”。例如，规则可规定国家有权援引其为成员的国

际组织的责任。196 此外，也可能由适用于一组国际

组织或某个特定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关系的特别规则。

第63条草案评注第 (2)至第 (5)段给出了一个可能的

例子。

116. 这个例子涉及将成员国在实施欧盟具有

约束力文书时的行为归于欧盟的情况。197 第 (5)段提

到欧洲人权法院的两项裁决。评注中可进一步引述

2009年1月20日关于荷兰贝类渔业合作生产者组织

诉荷兰案的裁决。198 这项裁决涉及针对荷兰一家法

院的先行裁决，“欧洲共同体，尤其是欧洲法院在履

行自身管辖任务时所提供的保证”。欧洲人权法院在

其中重申了成员国的一机构的行为不管怎样都归于

该国的立场。法院表示：

缔约方依照《公约》第1条对其机构的所有行为和不行为负责，

不论所涉行为或不行为是由国内法造成，还是遵守国际法律

义务所必需。199

117. 正如前面两段所言，第63条草案承认特

别规则可能制约某一国际组织与非成员之间的关

系。有一个国家建议更进一步，列入一条“要求在

适用条款草案时考虑某一组织具体特点的规定”。200 
另一方面，另有一个国家支持“委员会不增加涉及

国际组织具体特点和种类的新条款，因为这类条

款会给组织留下回避余地，从而损害条款草案的 
整体性”。201

第65条草案

118. 第65条草案是一个保障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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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国家建议“在第65条草案中明确

196 见联合王国，同上，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

26段。
197 Hoffmeister最近再次提出了将行为归于欧盟的观点，

“Litigating agains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who responds under the ILC’s draft articles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8 诉请书编号：13645/05，《判决和裁决汇编》，2009-I。
199 同上，第153段。
200 联合王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

员会》，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28段。
201 匈牙利，同上，第40段。

规定个人责任包括民事和刑事责任”。202 关于国家责

任的条款草案第58条作为第65条草案的对应条款，

只在评注中提及了刑事责任。203 虽然个人在国际法

项下可能只会产生刑事责任，但刑事责任也会带来

对犯罪受害人的民事责任。评注中可增加这一点。

第66条草案

119. 有四个国家询问是否有必要制订第66条
草案这样的条款。204 但其表达的理由各不相同。例如，

有一个国家认为该条款是多余的，205 而另一国家则对

国际组织一般都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观点表示怀

疑。206 还有国家发表意见，为保留第66条草案进行

辩护。有一个国家认为，“在第66条草案中特别提到

《宪章》也是迈出的正确一步”。207 秘书处建议，与关

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对应条款的评注一样，208也

应纳入关于“条款在各方面之解释均应与《宪章》一

致” 的陈述。209

120. 由于第66条草案是一个保障条款，委员

会也许没有必要详述《宪章》对国际组织责任的效

力。评注第 (2)段中关于 “实践表明《宪章》也对国际

组织起到一种普遍影响” 的观点毋庸赘言。有一个

国家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210 引述了欧洲法院在卡迪

案中的判决。211 然而，该判决在考虑《联合国宪章》

与《建立欧共体条约》的关系时没有站在国际法的

角度。

20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51段。
203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3页。
204 见下列国家的陈述：加纳，《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

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12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16次会议 (A/C.6/64/SR.16)，第51段；以

及葡萄牙，同上，第47段；以及下列国家的书面评论：葡萄牙，

A/CN.4/636和Add.1–2号文件，对第66条的评注；以及瑞士，

同上。
205 这似乎是加纳的立场，《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

议，第六委员会》，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12段。
206 见瑞士的评论，A/CN.4/636 和Add.1–2号文件。
207 巴西，《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第17次会议 (A/C.6/64/SR.17)，第5段。
208 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2001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163页。
209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66条的评论，第4段。
210 瑞士，A/CN.4/636和Add.1–2号文件。
211 第C-402/05 P和C-415/05 P号联合案，亚辛 · 阿卜杜

拉 · 卡迪和阿尔 · 巴拉卡特国际基金会诉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

洲共同体委员会案，《欧洲法院汇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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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第66条草案的评注第 (3)段指出“本条不

是为了影响上述条款中对联合国国际责任所定原则

和规则的适用性”。秘书处认为该段“没有说明是否意

图将联合国排除在第66条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212 
这显然不是评注中该段的含义。正如秘书处所言，“联
合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

只要其反映了一项国际法义务—为本应被视为不

212 A/CN.4/637和Add.1号文件，对第66条的评论，第2段。

遵守的行为进行辩解”。213 这一点可在评注中加以

解释。

建议

122. 未对本章条款草案的案文提出任何修正

建议。

213 同上，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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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法委员会在2009年第六十一届会议上

一读通过了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1 决定根据其

《章程》第16至第21条，请秘书长将条款草案转交各

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2征求评论和意见，并要求在2011

1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载于《2009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50段。条款草案的案文及其评注载于同上，

第51段。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及评注 (以
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则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77段。
2 关于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请见本卷，

A/CN.4/637和Add.1号文件。

年1月1日前将此类评论和意见提交秘书长。3 大会

在2009年12月16日第64/114号决议第5段中提醒各

国政府注意向委员会提供对条款草案的评论和意见

的重要性。秘书长于2010年1月22日向各国政府发

出照会，转递了条款草案。

2. 截至2011年8月8日，已收到奥地利 (2010
年12月14日 )、比利时 (2011年2月22日 )、智利 (2011
年5月9日 )、古巴 (2010年11月5日 )、捷克共和国

3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8段。

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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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性评论

奥地利

1. 奥地利一贯强调这一专题的复杂性，认为需

要深入分析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国际组

织与第三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国际组织的

多样性，包括权限范围。国际组织之间在这些领域

差别很大，只有予以重视，才能解决国际组织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一种统一的

规范制度来制约的问题。迄今为止的法理文献和实

践在这些问题上存有分歧。

2. 造成这些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创建国际

组织出于不同目的，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也因此有所不同。纯粹出于会议目的，作为讨论场

所成立的国际组织，与旨在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等活

动的国际组织有着很大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中，主

要责任仍在于成员国，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国际组

织本身就是可能引起责任问题的行为的作出者。

3. 由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在法律和政治性质

以及程序上有所不同，拟订责任制度时需倍加小心。

原则上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独立的行为体，而国

际组织的行为则由成员国控制。而且，国际组织的

行为通常要对成员国负责。成员国还可以代表国际

组织行事。因此，责任 (也含赔偿责任 )问题同国际

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特定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忽视

或解除这些特定关系，都有可能留下概念上的空白。

4. 此外，还可以在成员国、已与国际组织建立

联系的第三国以及已明确拒绝建立这一联系的第三

国的法律地位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与有关国家责任

的法律相比，这一区分对有关国际组织的法律至关

重要，因为国际组织的任务授权和能力有限，而且

还存在承认国际组织后产生的法律效力的问题。

5. 另外，还需要区分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责任

和国际组织对第三国的责任。这牵涉到国际组织的

主观或客观人格问题。在对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

伤害的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从本组织的

普世使命出发，推定联合国有权向非会员国提出索

偿要求。1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推定是否适用于不具

普世特征的组织。本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并没有透露，

委员会是否认为所有国际组织都享有客观法律人格，

都可以援引任何国家或其他组织的责任。

6. 此外，对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和任何其他法

律制度规定的责任，似乎并没有一直作出清晰区分。

评注中引述的案例有时牵涉到国内法律制度规定的

责任或义务，例如国际锡业理事会案的裁决。2 从这

些案件得出的论据能否适用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必

须作透彻研究，才能在本专题中作为参考。

7. 抛开这些需要特别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将解

读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所载原则作

为出发点似乎是合适的。通过这一办法可以逐一测

试，对拥有完全法律人格的国家适用的规则，是否

及如何适用于具有有限国际法律人格、而且功能或

多或少直接出自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意愿的组织。但

随着这一专题的工作逐步推进，越来越多有关条款

的建议对有关国家责任的原则是否无需做进一步作

重大定性便适用于组织提出了怀疑。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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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20年后仍未生效，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该《公约》涵盖的国际组织范围不明。

1 《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
2 联合王国，英格兰 (上诉法庭 )，麦克莱恩 · 沃森有限公司

诉贸易和工业部案；J. H. 雷纳 (Mincing Lane)有限公司诉贸易

和工业部等案，1988年4月27日的判决，《国际法律汇编》，第

80卷，第109页。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2011年4月1日 )、萨尔瓦多 (2010年11月3日 )、德

国 (2010年12月23日 )、墨西哥 (2011年3月2日 )、荷

兰 (2011年3月15日 )、葡萄牙 (2010年1月28日和12
月20日 )、大韩民国 (2011年2月23日 )和瑞士 (2011

年2月24日 )的书面答复。从这些国家政府收到的评

论和意见将按照主题，先是一般评论，后是针对具

体条款草案的评论的顺序，转载于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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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1. 国际组织是现行国际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这体现在他们积极帮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在开展活动的不同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出于这个

原因，制定一套规范来适当、连贯一致地调节其国

际责任，看起来既必要，也不可避免。

2. 条款草案在结构和内容方面依据有关国家责

任的条款草案是妥当的。智利赞同委员会的决定，即

根据国际组织的特殊性质，有必要起草一套具体针

对它们的单独规范。

古巴

1. 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首次提供了为逐渐

发展确立理论性建议的成文规章，解释时将不可避免

产生冲突。这些建议包括有关反措施概念及相关条

件和限制的条款、严重违反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以

及适用不同形式损害赔偿的条款等。

2. 条款草案的案文本身体现了为统一规范这一

事项所作的重大努力。古巴还认为，考虑到这个问

题的复杂性和革新性以及对有关法律制度的种种不

同意见，条款草案已经相当详尽。

3. 关于解决争端，古巴建议沿用1996年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一读案文中采用的

解决程序。建立关于责任解释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

确保和平解决争端，对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情况下最

终成为受害方的欠发达国家至为必要。

捷克共和国

1. 条款草案的法律问题之一是国际组织的责

任与 (成员 )国责任的分界线。换言之，国际组织可

以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负起责任？反过来又

如何？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试图解答这一

问题。

2. 毫无争议的一点是，一国际组织必须具备不

同于其成员国的国际法律人格。否则，该组织将无法

负担责任。然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的性质却是另

外一个问题。在这方面，不妨回顾国际法院关于国

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在意见中指出： 

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与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具备一

般权限。国际组织受特定性原则制约。1

1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8页，第25段。

德国

德国认为一读通过的本条款草案基本令人满意。

参照委员会在有关国家责任领域已经采取的办法，本

草案将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各种重要法律条款汇编

成文。德国同意，考虑到国际组织相对于国家的独

特性，采取与委员会处理国家责任专题时完全相同的

办法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拟订一些全新的条款，

而其他条款也需要重新起草，才能适用于国际组织。

由于国际组织提供的“一般” 实践较少，权能受限而

且千差万别，精准确定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法律似

乎比确定有关国家责任的法律要难得多，本专题就

变得更为复杂。加之又决定也同时处理国家对国际

组织行为的责任，委员会条款草案的主题更增添了

一层复杂性。

墨西哥

1. 有理论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适用于国际组

织的主要规则，因此本条款草案所载的次要规则用

处不大。虽然国家的国际义务范围比国际组织的国

际义务范围大得多，但是国际法的发展却不容忽视。

例如，所作决定对人权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正国际

组织不能不遵守某些国际人权准则。

2. 鉴于国际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大，国际组织的活动对全球一系列问题所产生的影

响不断加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国家内部的个人或

实体的法律状态产生影响，因此国际组织的国际责

任问题的实际意义也在加大。因此，墨西哥认为国

际组织的责任法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法，

是加强国际法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的草案是这

一方面的重要一步，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工

作理应得到墨西哥的认可和感谢。

3. 显而易见，当前的草案同关于国家对国际责

任的条款草案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墨西

哥欢迎委员会所采取的参照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

案的作法。上述文书互为补充，而且关于国际组织的

责任和行为归属问题的实践很少，这意味着关于国家

责任的条款草案及评注自然是当前草案的一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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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如此，由于国际组织种类繁多，国际组

织的活动多种多样，这对国际法，特别是关于责任的

议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挑战。总体来讲，墨西哥认为

委员会较好地回应了这些关于国际组织的具体挑战。

但是，在一些条款草案中，对于国际组织的特性和

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区别之处似乎应在各自的评注中

更加予以重视，或者更加予以明确。

荷兰

1. 一些国家政府以及学者对是否有必要制订一

套国际组织责任条款提出了质疑。实践很有限，特别

报告员的各份报告以及各国际组织提出的评论意见

也证实了这一点。国际组织有数百个，但发来评论

意见的只有20个左右，而且这些意见有时极为简短。

因此，有人不禁要问，是否真的有必要就国际组织

的责任拟订规则。

2. 荷兰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些规则有助于进一

步促进国际法律秩序。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小组委

员会主席罗伯托 · 阿戈在1960年代指出，“此类组织

是否有能力作出国际不法行为”，这一点“值得怀疑”，
而且，“国际组织是一个刚刚出现的现象，因这类组

织据称犯下不法行为而可能引起国际责任的问题不

适合编成法典。” 1 然而，二十一世纪的情况却不是这

样。国际组织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它们的活动大

幅增加，既影响国际关系，也影响着个人的日常生活。

虽然国际组织当然并不是每天乃至每年都会犯下国

际不法行为，但目前据称国际组织犯下此类行为的

情况越来越多。一般认为，国际组织在其职权范围

内，有能力在国际一级采取行动。但不能排除它们

做出不法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即便没有广泛的实践，

也有必要制订一个制度，一套适用的通则。

3. 另外，如果没有这类规则，收到针对国际组

织及其成员的申诉的国家和国际法庭很可能会从国

家责任条款草案中寻找灵感，并会以这些条款类推。

这些法庭将不得不采取临时和特例的方式，由每个法

庭自行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比照适用国家责

任条款。而假如国际组织的责任通则业已存在，而

且是在一个开诚布公的多边进程中草拟的，则这些

法庭能于此中得益，效果会更为理想。正因为如此，

荷兰支持委员会就这一课题开展的工作，不同意那些

认为没必要制订这些条款的批评意见。此外，没有这

些条款，可能会阻碍国际组织将来行使职权，也会阻

碍在必要时设立新国际组织的可能性。制订关于国际

组织责任的规则，是发展国际法律秩序的必要步骤，

在这一秩序下，越来越多的活动是由国际组织开展

的。不能排除这些活动中有一些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国际组织的责任不受追究这一点再也不被接受。

4. 荷兰认为，那种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太过频繁

地简单复制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批评意见是站不住

脚的。委员会以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为起点的决定值得

受到全力支持，原因有三点。首先，国家责任条款

草案的通用概括性足以使其也适用于其它国际法人。

此外，委员会花了数十年时间，动用了五位特别报

告员，才达成一套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因此，

委员会决定，在编写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

时不再另起炉灶，并且要避免毫无必要地重启关于

复杂责任问题的讨论，这是正确的。第三个原因是，

有必要制订一套关于国际责任的单一、连贯的规章

体系。委员会在以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为起点的同时，

以开放的态度讨论了国际组织责任的问题。各国际

组织应邀发表了评论意见，并就其实践向委员会提

供了资料。特别报告员仔细收集并分析了所有现有

的实践情况，以及在实地工作中应用的原则。这些

工作常常并未导致与国家责任条款不同的条款草案。

但这一情况绝没有未经广泛的事前分析和讨论就发

生。此外，在不同的问题上，委员会认为国家责任

条款草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国际组织的具体情况，

或者引入新的条款。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业已证

明，他们并未将国家责任条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5. 荷兰同意，国际组织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有

些组织是普世的，而另一些仅有少数几个成员。有

些组织执行一般性或政治性的职能，有些则非常具

体，或技术性很强。有些组织内的合作纯粹是政府

间性质，而欧盟则是超国家的。然而，尽管不可否

认这些差异，但荷兰认为，这些差异不应妨碍拟订

一些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通则。不应忘记，虽然有

一套单一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但各国之间还是存

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的。在人口规模和领土、政治权力、

经济力量以及文化上，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同安

道尔和图瓦卢这样的国家完全不同。此外，国际组

织责任条款草案的通用概括性足以涵盖现有国际组

织之间的千差万别。认为国际组织之间现有的广泛

差异需要同样广泛不同的责任规章，这种看法是错

1 《1963年……年鉴》 [英 ]，第二卷，附件一，A/CN.4/152
号文件，附录一，第229页，第2次会议，以及第234页，第

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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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正如第2条草案关于国际组织的定义所指出的

那样，这些条款草案适用于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组

织。作为国际法人，这些组织有能力承担权利和义务。

国际法为它们规定了义务，同样，不能排除它们有违

反这些义务的可能。假如这一情况发生，必须有追究

其责任的可能性。对于任何具备国际法律人格的国

际组织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国家责任条款和国际

组织责任条款草案均承认，国际责任规则可以有特

殊制度 (特别法 )。在感到通用条款束缚太多因而应

当适用特殊责任规则时，这些规定可以作为安全阀。

葡萄牙

1. 毫无疑问，国家责任原则在援引责任方面总

体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但是，本条款草案仍然过

于紧跟国家责任条款，可能会因此造成委员会的工

作偏离主要目标，即解决国际组织责任所产生的具

体问题。继续这么做，甚至会造成解决方案的不连贯。

因此，葡萄牙认为这种处理办法是没有必要和重复

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2. 相对于国家责任，葡萄牙仍然主张对国际组

织责任所产生的具体问题采取更加突出重点的处理

办法。分析应反映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的差别，

以及如下事实，即国际组织与国家不同，其权限和

权力及其相互间以及与成员国的关系，在组织与组

织之间有着很大差别。

大韩民国

1. 大韩民国支持委员会为国际责任法建立一个

全面框架的意图。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的通过将

提高这方面的法律稳定性。

2. 鉴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差异，需要制订

一套单独的条款草案，而不是全盘适用关于国家责

任的条款。这一文书应当反映国际组织的特性。

3. 然而，某些条款草案很难理解，因为它们依

据的是国际组织为数不多的实践。假如委员会能在

其评注中纳入更多有关实践的讯息，则会更容易理

解。例如，第20条是关于解除行为不法性的一种情况，

即自卫权。根据国家责任条款第21条，国家行为如

系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则其不

法性即可解除。然而，抽象地将国际组织的自卫称

为按国际法采取的自卫，有可遭到滥用的可能。

瑞士

条款草案多次使用“国际组织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 这一表述。但第二部分第四章、以及第五部分

的标题所提到的却是一国际组织或一国对该行为的

责任。瑞士希望在整个案文中能采用统一的说法。

B. 对条款草案的具体评论

第一部分

导 言

第1条 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智利

智利同意评注第 (5)段表达的总体概念，即责任

同违反一项国际责任挂钩。

德国

根据第10条草案评注第 (10)段中的说明，本套

条款不处理与国家对国际组织可能负有的国际责任

有关的问题，德国对此表示欢迎。这个问题的确属

于国家责任范畴，所以并不属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

款草案的适用范围—即使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

案未曾处理该问题，因为它们针对的仅仅是国家间

的关系。虽然如评注中所设想的那样，在国家对国

际组织负有责任的情形中，利用国家责任的条款进

行类推来弥补两套条款留下的空白是有可能的，但

这个问题并不属于本草案的范围。

第2条 用语 

奥地利

1. 奥地利支持委员会只针对政府间组织的处理

办法，不论这些组织是正式基于条约，还是基于共

同意志的另一表述。试图超越这一点并将非政府组

织包括在内，显然是不现实的。

2. 虽然第2条草案避免明确“界定” 国际组织，

但其中的“用语” 仍会带来一些问题： 

(a) 首先，了解一下根据国际条约创建但本质

上仍属于萌芽阶段的实体，例如在人权和环境等领域

为监测条约施行而设立的条约机构或者秘书处，是



 国际组织的责任 111

否也应属于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会很有意思。如果此

类实体缔结总部协定但未予以遵行，谁应承担责任？

在大量相关实例中，可举在因斯布鲁克 (奥地利 )设
立的《阿尔卑斯公约》常设秘书处为例。现在的普遍

趋势是从实践的角度将它们视为国际组织；

(b) 其次，“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 的单独

补充规定似乎有一些问题。“拥有国际法律人格” 与

其说是被视为国际组织的前提条件，更像是成为国际

组织的一个法律后果。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

法。但评注本身，特别是第2条草案评注第 (8)、第 (9)
和第 (11)段所引述的国际法院案例，似乎都支持国际

组织拥有国际法律人格是成为此类组织的后果的观

点。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能将拥有国际法律人格

这一修饰语用来限定属于这些条款草案适用范围的

国际组织数目。这一点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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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部分得

到确认，其中提到“国际组织具有为执行其职务和实

现其宗旨所必需的缔约能力”。基于这些原因，这一

修饰语是多余的；

(c) 第三，奥地利作为多个国际组织的东道国，

一直密切审视实践中的例子。欧安组织的例子最为

相关。委员会似乎承认欧安组织具有国际组织性质，

因此是一个国际法律实体，但欧安组织内部就赋予

其法律人格进行的谈判显示，该组织暂时还不是属

于第2条草案适用范围内的国际组织。不存在组织条

约，不一定就意味着有另一项设立国际组织的“受国

际法制约的文书”。欧安组织成员的反对意见甚至认

为不存在任何组成文书。此外，欧安组织的决议也

不受国际法制约。奥地利认为，一个更加相关的例

子是1996年11月19日决议设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其国际法律人格没有争议。1

3. 第2条草案 (c)项将“代理人” 一词界定为“该
组织行事时所借助的” 人，但这一措辞会让人怀疑在

法律上是否可行。如果代理人的行为可归属国际组

织，后者就是“借助此人” 行事。换言之，“该组织行

事时所借助的” 这一表述确定了行为归属的法律后果

或结果，但没有界定“代理人” 一词。

基于这个原因，(c)项应一字不漏地将国际法院

在对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的咨询意

见中给出的相关定义作为依据。2 因此，本条草案不

如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5条而非第4
条作为依据。如此一来，该定义就可以表述如下：

“国际组织的 ‘代理人’ 或 ‘机关’ 是指受该组

织委托，履行或帮助履行该组织某项职能的人

或实体，但以该代理人或机关在特定情况中以

此种资格行事为条件。”

2 《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

比利时

1. 比利时首先注意到，“代理人” 一词的定义不

够精确，可能最终会导致国际组织因为例如分包商

的行为而承担责任的情况被过分扩大。

2. 比利时还注意到，“机关” 的概念未作定义。

3. 比利时冒昧建议委员会，要么按照国家的责

任条款，特别是其第5和第8条，重新起草这项规定，

要么在本条草案评注中阐明并限定代理人的概念，要

么将 (c)项修正如下：

“ ‘代理人’ 一词包括该组织依照内部运行规

则直接行事时所借助的官员和其他人或实体。”

古巴

1. “国际组织” 的定义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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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符合国际法规则间保持一致的需要。该《维也纳公

约》规定了国际组织的政府间性质，而本套条款草

案却通过列入本不应作为该定义组成部分的“其他实

体” 一词，扩大了此类组织的范围。

2. 古巴认为应维持《维也纳公约》对国际组织

的定义，以便在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书之间

保持更大的连贯和一致。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认为，“该组织的规则” 是国际法的

一部分。然而，组织规则在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

款草案中并不总是发挥同样的作用。虽然在有些情

况下，其国际性显而易见 (例如在第4和第9条草案

中 )，但在其他地方，它们的作用与国家责任规则中

国内法的作用类似 (第5和第31条草案 )。

1 见奥地利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关于

委员会席位的协定 (1997年3月18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1998卷，第34224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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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1. 墨西哥认为委员会效仿国际法院在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对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中

的作法，正确地适用了“客观” 的法律人格标准。1 此
外，墨西哥完全赞同联合国的法律人格必须是属于自

身的，也就是说具备不同于其成员的法律人格，其

必然结果是其 

并不排除可以将某一行为既归于该组织又归于其一个或多个

甚至所有成员。2

在组织和有时候组织成员国的行为和责任的归

属问题上，客观的法律人格和对组织自身人格的强

调是当前条款发挥作用和成效的重要前提。

2. 国际组织可以将国家和“其他实体” 接纳为

会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组织的现状，将当

前草案的属人范围扩大到了传统的政府间组织的范

围之外。墨西哥认为这一作法是正确的。但是，似

乎草案在这一方面的步伐还不够大，各评注所反映

的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按评注所述，将由国家、其

他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所组成的混合型组织列入其

中， 3 那么排除国内法律文书所设立的组织，将把一

系列跨国界开展活动且行为对国际法具有明确影响

的混合型组织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这些问题明确地

反映了现有国际组织的类型繁杂多样所带来的困难。

3. 虽说如此，非常明显的是，对于按照国内私

法设立、跨国界开展工作的混合型实体的责任规则加

以编纂和发展超出了本套草案的宗旨和范围。因此，

不妨考虑是否可能将在评注中，特别是第2条评注第

(2)段中明确提及这些混合型实体，该段提到：

一个国际组织由于不具备第2条 (a)项中所述的一个或一个以

上的特征，因此没有被包括在为本条款的目的所列的定义中，

这并不意味着以下条款中载明的某些原则和规则也不适用于

该组织。

4. 关于可以根据条约“或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

文书” 设立国际组织的说法，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

照协议或决定设立的国际组织或实体，包括有关实

体认为有关的决议和决定不属于正式协定，有关文

书不受国际法制约，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这方

面，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根

据其自身的定义，该工作组是一家政府间机构，成

员包括32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以及若干观察员

组织。该工作组在经合组织 (工作组并非该组织的成

员 )内设有秘书处，采取主席轮换制度。它还有一个

“覆盖170多个司法管辖区” 的监督机制，规定在工作

组成员不能遵守工作组提出的建议时暂停该成员的

资格，甚至就工作组成员对成员以外的“不合作国家

或领土” 采取“反措施” 制订了一套适用标准。但是，

与某些和工作组类似的区域机构—如根据10个南

美国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于2000年设立的南美洲反

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南美洲金融行动工作组 )4 
—不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不是按照受国际法

制约的官方文书设立的，而是按照1988年七国集团

的宣言设立的。

5. 因此，虽然具备上述所有特征，但类似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机构并不属于本套条款草案的范

畴。鉴于此类准官方非政府机构及网络的数量与重要

性日益提高，委员会最好考虑在评注中提及这些机构

及网络。具体作法可以仿照第2条评注第 (2)段中就

按照国内私法文书设立的混合型实体所采取的作法。

4 南美洲金融行动工作组成立备忘录，2000年12月8日，

签署于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

葡萄牙

关于“代理人” 的定义，与通过的措辞相比，葡

萄牙更喜欢特别报告员所拟议的措辞，因为后者更加

精确，而且还符合1949年国际法院在对执行联合国

公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确定的判例。

根据该判例：

法院对“代理人” 一词作最广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是指受该

组织机关委托，履行或帮助履行该组织某项职能的任何人，

不论其是否带薪官员，也不论其是否长期受雇。1

1 《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瑞士

瑞士认为，第2条草案 (b)项对“组织规则” 这一

用语的定义不够准确，不能明确表明其含义。鉴于

这一概念对草案的重要性，瑞士认为需要对含义作

出清楚的说明。

1 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
2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条的评注第

(10)段。

3 同上，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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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1. 德国想要提醒委员会注意关于第二部分第一

章的总评注第 (1)段中的一句，即

一般原则的陈述并不影响一国际组织的责任可由于一国或另

一组织的行为而确立的情况。

2. 关于第二章总评注的第 (2)段通过引述上面

这句，强调：

正如第一章总评注中所说明的，在某些情况下，不把行

为归于一国际组织，也会引起该国际组织的责任。在这些情

况下，行为会归于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后一种情况中，把

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的规则也是相关的。

3. 在这方面，说明一下委员会已想到哪类情况

或许会有帮助。委员会是否 (只 )想到国际组织明确

表示 (例如通过条约条款 )承担此类责任的情况，还

是有其他可以想象的情形，例如国际组织因为无法

通过本条款草案归于它的行为而承担责任的情况？

抛开国际组织同意并明确表达相反的规范性规则即

特别法的情况不谈，德国认为，很难想象国际组织

会因为不能归于它的行为而承担责任。

第3条 一国际组织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古巴

“损害” 概念应作为界定国际组织国际不法行为

时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是这个要素决定了赔偿义

务、停止违约、以及向受害方保证不再重犯。此外，

第33条草案将“造成的损害” 作为赔偿义务概念中的

一个基本要素，这与国际组织国际不法行为的概念

中没有“损害” 要素不一致。

第4条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智利 

智利认为国际组织在一处由某国管辖的领土内

的行动，可能在该领土的法律下是合法的。因此，列

入一条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3条类似的条款

依然是有用的。

古巴

见上文对第3条草案的评论。

第二章

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

德国 

1. 德国想要强调委员会在关于第二章总评注第

(5)段中列出的重要调研结果，根据这一结果，本套

条款草案虽未明确述及这一事项，但

暗示当安全理事会授权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它们军事力量与联

合国相联系的指挥系统之外采取必要措施时，不能把国家或

国际组织的军事力量的行为归于联合国。

2. 虽然这否定性的调研结果严格来说并非解释

本条草案所必需，但德国欢迎委员会清晰说明，对

于在依照安全理事会授权采取军事措施而且军事力

量是在它们与联合国相联系的指挥系统之外开展行

动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责任归属这个重要问题，如何

在解读其拟订的条款草案时加以考虑。

墨西哥

墨西哥欢迎委员会在这一标题下所采取的作法。

总评注的第 (4)段明确指出，不能排除双重甚至多重

行为归属的情况，这一段尤为重要。尽管如委员会

所述，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并不经常出现，但是双重

或多重行为归属对于确保行为的归属程度不会被各

个组织成员所稀释，同时确保不会逃避国际责任问

题而言，非常重要。鉴于可能出现侵犯人权的行为，

避免此类逃避责任的现象非常重要。双重或多重归

属是应对这类逃避行为的正确手段。

第6条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的

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

奥地利

1. 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6条相比，本第6条
草案有一个不同的行为归属标准。在有关国家责任的

第6条草案中，决定性标准是支配该机关的国家政府

当局行使要素的情况。而在本第6条草案中，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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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标准是对行为的有效控制。虽然控制要素是引

起责任的基本原因，但还可以在控制标准中增加该组

织行使职能的标准，以排除虽然行为归于国家但由组

织行使某种事实控制的情况。增加这一标准的另一个

理由是，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做法不同，导致对控

制也有不同的表述。在这方面，似可尝试将第6条与

国家责任条款第8条合并。但即使在国家责任条款关

于可将个人行为归于国家的第8条中，控制也不是唯

一的标准，而是还有指示和指令等其他标准相伴随，

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控制” 一词的来历。

2. 此外，第6条草案仅针对一国机关或者另一

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并未将个人包括在内。然

而，难道在一个组织有效控制下行事并行使该组织

职能的个人的行为，不会给该组织带来责任吗？将

以此方式行事的个人的情况排除在外的原因会是什

么？举个例子，如果在维持和平行动过程中，为非

政府组织服务的某个人在联合国有效控制下行事而

且所做行为属于联合国职能范围，那么，此类行为

当然可以归于联合国。在这类情况与国家机关以此

方式行事的情况之间，很难看到有什么区别。委员

会可考虑是否可将个人行为列入本条草案的范围。

比利时

比利时注意到，委员会在本条草案评注第 (9)段
中表示，欧洲人权法院在贝赫拉米案 1 中裁定适用

“最终权力与控制” 标准而非委员会推崇的“有效控

制” 标准来确定一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交由该

组织支配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的责任，委员会希

望与这一裁决保持距离。比利时对该立场表示欢迎，

但也冒昧地建议委员会在评注中更加明确地指明不

打算采用欧洲人权法院关于这个问题的推理。

1 2007年5月2日大法庭关于第71412/01和78166/01号案

可受理性的裁决，第29至第33页。

捷克共和国

在确定哪一方拥有“有效控制” 时，宜要求考虑

案件的所有实际情况。

德国

关于第6条草案评注第 (9)段，其中提到欧洲人

权法院大审判庭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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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的裁决，德国注

意到，委员会在解释其为何将“有效控制” 理解为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的机关或

代理人的行为确定归属的决定性标准时，认为

在适用关于有效控制的标准时，“行动” 的控制似乎比“最终

的” 控制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在有关行动中几乎不发挥作用。

1 2007年5月2日大法庭关于第71412/01和78166/01号案

可受理性的裁决，第29至第33页。

墨西哥

1. 墨西哥最初就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交由另一

国际组织支配的机关的行为的归属标准应该是有效

的行为控制表示了明显的倾向性。

2. 如委员会关于第6条的评注，特别是关于最

近的判例的评注所清楚表明的，应将有效的行为控

制理解为一项事实标准，也就是对有关具体行为的

实际控制。在评注中提及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第6条，特别是“唯一的指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尤为重要。

3. 当前的草案反映了与国际组织有关的新的现

实情况和发展趋势，这是重要的，也是值得称道的。

同时，令人吃惊的是，第6条草案没有设想受国际组

织支配的私人行为体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将来是完

全可行的，可能会更为频繁地出现。委员会不妨将

个人和实体两方面的私人行为体的情况列入第6条草

案项下。

瑞士

第6条提到“有效控制” 的概念。尽管委员会提

供了相当长并且含有大量例证的评注，但似乎有一个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效控制” 的实际定义。由于这

一概念是国际法院 (1986年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

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

国 )1和200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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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和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塔迪奇案 3)之间有争论

的一个问题，瑞士希望得到一些澄清。认定国际组织

可以有效控制其所管理的机关或代理人的标准是什

么？其推理依据是否与国际法院所辩护的推理相同？

1 案情实质，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4页。
2 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3页。

3 检察官诉杜什科 · 塔迪奇案，案件编号：IT-94-1-A, 1999
年7月15日的判决，《国际法律汇编》，第38卷，第1540至第

1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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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捷克共和国

第7条草案未明确指出一组织本身 (就其法律人

格特性而言 )逾越权限和个别机关或代理人逾越权限

之间的质的差别。尽管该条是目前的这种措辞方式，

但委员会的评注试图将此种归属规则扩大到以上两

种情况。这一点很有争议且评注在某些情况下自相矛

盾。关键的问题是对“以此种资格” 这一用语的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对任何以善意行事的实体 (一国或一

国际组织 )来讲，显然某种行为明显逾越了有关国际

组织的特殊和职能法律人格的范畴，则该机关的越

权行为不应归属于该组织。

瑞士

就一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一个机关或代理人犯

下的超出前者或后者权限的行为而言，瑞士认为，

诚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瑞士认为比较有效的

做法是给第38条 ( “促使造成伤害” )增添一则说明，

以便当一国际组织的行为明显不当，也就是说，当

成员国或国际组织有能力了解其行为之不当时，后

者应当采取行动限制所受到的伤害，并不得就此种

行为造成的伤害寻求赔偿。增添这一项，在国际组

织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建议时特别有用。

第8条 被一国际组织承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行为

智利

评注第 (5)段指出，组织的规则决定哪个机关拥

有承认或将行为当作自身行为的权限。不过，该组织

的规则很可能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帮助。该组织的

规则可能将确定每个机关的职能以及哪些机关有权

在国际文书中使本组织承担法律义务，但该组织的组

成文书很可能不会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将对第三方的

行为承担责任。关于不同机关缔结协定或者以其它

方式使本组织承担法律义务的权力的规则，不能通

过类比适用于涉及对第三方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形。

承认此类行为的机关在该组织的结构中可能属于中

层，因此需要做出决定，表明此类机关的声明是否

能够使本组织承担法律义务，或者是否只有其管理

机关才能够这样做。

萨尔瓦多

1. 第8条草案与国家责任条款第11条的措辞相

同，规定可以将最初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归于一

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归于该国际组织。行为无法

归于一组织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既有已被该组织解

雇的代理人实施的行为，也有完全不属于该组织管

辖范围的不法行为。在这类草案中不可能作出涵盖

每一种可能情形的详细规定。萨尔瓦多因此支持委

员会的做法，即纳入一项通则，涵盖一组织可能会

将行为归于自身的各种情况，但以这一行为不能通

过普通渠道确定归属为条件。

2. 虽然确立一项通则是适当的，但萨尔瓦多还

认为，评注具有高度说明性，非常有助于理解法律规

范，而且在解释这些规范发生冲突时特别有用，在

其中纳入一种特别相关的情况，即事实行动，将是

非常重要的。对于事实行动，萨尔瓦多指的是未获

准以该组织名义行事的人，特别是由于已被停职或

任命已终止而非法任职的人所完成的行动。

3. 萨尔瓦多注意到，本套条款草案中唯一提到

的此类情形是在引述世贸组织专家小组最近在欧洲

共同体—保护农产品和食品的商标和地理标志争

端案中所采取的立场，其中专家小组接受

欧洲共同体对其内部独特宪法性安排如何产生作出的解释，

即共同体法律一般不通过共同体一级的当局执行，而是通过

其成员国当局执行，成员国当局在这类情况中“事实上是作为

共同体的机关行事，而且依照世贸组织法律和一般国际法由

共同体对此负责”。1

然而，这个例子不足以处理不是在本条款草案一

般背景下出现，而是在特别法下出现的情况。萨尔

瓦多认为，委员会应当审议这一可能性，因为本套

条款草案对这类情形没有作出清晰规定，而考虑到

许多国际组织的复杂结构，这一情形又不能被遗漏。

1 世贸组织，WT/DS174/R号文件，2005年3月15日，第

7.725段。另见《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3
条的评注，第 (4)段。

墨西哥

1. 墨西哥赞同委员会的意见，即指导委员会起

草和通过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11条的标准可以

比照适用于国际组织。鉴于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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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并不涉及它们自身行为

的情形，因此这一条款草案的潜在实际价值非常大。

2. 墨西哥认为，评注应更明确地阐述与时间有

关的问题。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1条在评注

中明确指出，经一国确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行为是可

归属的。在本条款中也应明确这一问题，在国际组

织事后确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

这种情况下这具有很大价值。

3. 对于将一组织确认并当作为自身行为的作法

与仅仅支持该行为的做法进行区别的标准，似宜提

供更为深入的评注。

第三章

违反国际义务

第9条 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葡萄牙 

关于第2款，目前通过的措辞比前稿更加清晰。

葡萄牙的理解是，一些“该组织的规则”，例如仅具

程序或行政性质的内部规则，或者可能对该组织与

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制约的私法规则，不构

成国际法。换言之，关于“该组织的规则原则上是国

际法组成部分” 1 的陈述过于模糊，与法律文本应有

的准确性不符。

1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7段。

第四章

一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古巴

1. 关于第13至第15条草案中规定的国际组织

因援助、协助或胁迫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而产生的

责任范围，古巴注意到，这种责任受到有关逐渐发

展的三项理论要求的制约：首先，该组织必须知晓受

援国际组织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其次，援助或协助必须以便利该行为的实施为目的，

并且必须实际上便利了该行为的实施；第三，所实施

的行为若由提供援助的国际组织自己实施，必须也

构成不法行为。按照这样的要求，就很难追究国际

组织在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提供援助或者进行指

挥或控制时的责任，而这种做法无疑会助长违反国

际法行为的滋生。

2. 古巴认为，应提出一个逐渐发展的新规定，

确定国家或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归属。

这一新规定应含有这样一种推定，即认定任何国家

或国际组织在协助另一国家或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

为时，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的。

第13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古巴 

1. 关于该行为若由提供援助或协助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实施会构成不法行为的要求应当删除。古巴

提议逐渐发展一项规则，确定各国和国际组织都有

义务不为实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供便利。

2. 古巴提议删除关于提供援助或协助的目的必

须是便利实施不法行为而且该行为必须已实际实施

的要求，或作为一种变通，以这样一种推定反转举

证责任，即认定协助另一实体实施不法行为的实体

知晓这种行为的目的，为了使该不法行为得以实施

才如此行事。

瑞士

尽管第13条的评注提到了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第16条，但很明显，这两条的案文均未提及意

图的条件，该条件仅在第16条的评注中出现过。鉴

于这一条件极为重要，因此瑞士认为应当在第13条
的评注中明确说明，关于国家责任的第16条草案的

评注也适用。

第14条 指挥和控制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比利时

比利时支持委员会拟订的条款草案，包括其中

关于“指挥和控制” 条件累积性的明确规定，这忠实

地反映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第8条。同时，比利时

也想提醒委员会注意，其对该条评注的第 (2)段措辞

似乎存在模糊之处，委员会引述了使用武力的合法

性案 (南斯拉夫诉法国 )中法国政府诉状中的一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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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会让人以为指挥和控制可由两个不同的国际组织 
行使。1

1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 (南斯拉夫诉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

的初步反对意见 (2000年7月5日 )，第33页，第46段。可查

阅网站：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107/10873.pdf。

古巴

古巴建议反转在以指挥或控制方式参与的情况

中的举证责任，推定由行使全面控制、而非实地控

制的实体承担责任和负责证明自己未曾参与。

第15条 胁迫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

德国 

1. 德国欢迎委员会在第15条草案评注第 (2)段
中的调研结果，即

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或成员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际组织

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引起胁迫。

德国认为，该段之后的部分恰当地认定，胁迫

必须相当于将意志强加给被胁迫国的行为。因此，

就本条而言，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本身并不构成胁迫。

德国的理解是，这正是委员会在此处提到“例外情况”

时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过，如果是这样，评注第 (3)
段就可能会引起误解，因此也许需要对其作进一步

说明。

2. 第16条草案明确述及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

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

条与第15条草案之间存在另一个重大差异。正如关

于“指挥和控制” 的第14条草案如其评注第 (3)和第

(4)段所言在此情况下可能也适用，第16条草案也列

有一项要求，规定国家实施的行为必须对于国际组织

也构成不法行为，而第15条草案中却未列有这一要

求。第15条草案的侧重点只是被胁迫国 (由于受胁迫 )
是否违反义务。如果第14和第16条草案因此准确地

确立了国际组织在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时只需关

注自身义务而无需顾及所有成员义务的原则，那么

其结果必然是，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本身不一定能根

据第15条草案归类为“胁迫”。只有在具有约束力的

决定附有威胁或使用武力等非法行动时，第15条草

案才变得适用。虽然已可从委员会评注和现行条款

草案结构中解读出这一理解，但仍需作进一步说明，

以求在该条草案的适用领域中彻底排除任何误解。

第16条 向成员国和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作出的决

定、授权和建议

奥地利

1. 第16条草案第2款 (b)项的概念应重新审议。

该项以其当前形式是否有助于说明成员国在组织授

权或建议下实施不法行为的责任与该组织的责任之

间的关系，令人存疑。这是因为，成员国是否依赖

组织授权或建议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要使成员国

的国际不法行为对授权或建议这种行为的国际组织

产生责任，这种授权或建议与该成员国相关行为之

间就必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例如，可以通过使用“依
照” 或“按照” 这样的表述方式确立这种关联。根据这

一措辞，一个组织只有在成员国实施的不法行为是其

授权或建议的直接后果时，才对上述不具约束力的

行为负责。因此，任何不法行为如果本身不是执行

有关授权或建议所必需，就不会引起该组织的责任。

2. 不过，问题是，国际组织是否以及在何种程

度上仅仅因为建议和授权就要被追究责任，特别是

相对于该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言。关于授

权，仅仅是授权能不能就产生该国际组织的责任？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际组织要对并非由其实施的

行为承担责任。国家责任条款没有规定煽动的责任，

因此似可询问，为何国际组织要为就效果而言与煽

动相同的建议承担责任。虽然奥地利并不排除这样一

种责任，但认为最好就这种责任的理由和限制提供

更多的信息。在这方面，评注可作进一步阐述。例如，

如果国际组织建议成员国实施有悖于该组织所承担

义务、而非该国所承担义务的行为，就可能会出现

问题。第16条草案第2款 (b)项的措辞会在违反国际

法规则的行为并未发生的情况下引起该组织的责任，

因为仅凭建议本身并不能够实施这种违反。在这个问

题上看来还要回答相当多的问题，才能作出最后决

定。上述关于国家行为与组织建议之间关系的限定，

在这方面必然有所助益。

比利时

1. 比利时认为，该条第1款末尾所述关于国际

组织如果自己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将可避免承担国际

义务的要求是一项过于严格的主观要求，而且会使

相关规定非常难以适用。

2. 比利时因此提议删除“并使该组织避免承担

国际义务” 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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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认为，第16条草案的目的是确保在

一成员国按照一国际组织行为所载要求行事但同时

又违反了一项国际义务的情况下，该国际组织不逃

避责任。欧洲人权法院 (特别是在博斯普鲁斯案 1)和
欧洲法院 (特别是在卡迪案 2)的判例法很明确，这一

点反映在委员会的评注中。

1 博斯普鲁斯航空公司诉爱尔兰案 (大法庭 )，2005年6月
30日的判决，第45036/98号，《判决和裁决汇编》，2005-VI。

2 第C-402/05 P和C-415/05 P号联合案，亚辛·阿卜杜拉·卡
迪和阿尔 · 巴拉卡特国际基金会诉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洲共

同体委员会案，2008年。

德国 

德国总体欢迎订立一项如同第16条草案这样旨

在阻止国际组织逃避责任的规定，但对该条措辞是否

足够准确，存有相当大的疑虑。第16条草案第 l款和

第2款 (a)项将国际组织“规避” 一国际责任的情形视

为已引发该组织的责任。然而，“规避” 一词的定义

不明，其确切含义仍难以把握。虽然德国理解和支

持将规避行为解读为故意滥用组织权力以逃避责任，

但第16条草案评注第 (4)段规定：

国际组织不一定要有逃避义务的具体意图。因此，当一国际

组织要求其成员采取某一行为时，就可以从这种情况中推断

出该组织规避其某一项国际责任的事实。

将“规避” 解读为需要有故意规避的“滥用”，绝

不会使评注的第二句变得过时。即使认为要有“具体

的规避意图”，也仍然完全可以允许、实际上也有必

要以一个理性观察者的眼光，在充分考虑案情后对组

织的行为作出判断，从而推断出这一意图。不过在

这种情况下，对“规避” 一词就要有更加明确的定义。

墨西哥

1. 这一规定涉及两个方面：国际组织具有约束

力的决定 (第16条第1款 )和国际组织的授权和建议

(第16条第2款 )。第一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第二

种情况涉及到近乎于煽动的情况。墨西哥认为，必

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防止和避免国际组织成

员或国际组织本身逃避责任的现象，这应该成为本

条款的目标和宗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第16条第2
款所列的规则。

2. 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关于煽动行为的明确规

则可作为责任归属的标准，除非在条约中规定了具体

情况，例如煽动进行种族灭绝。1 墨西哥认为，一组

织成员根据该组织的建议或授权所实施的行为所引

起的责任在进行归属时应该依据的是：所述行为是按

照授权或建议，而不仅仅适用于授权和建议实施的。

后一项标准似乎十分模糊，可以将煽动行为列入一

般性规定。

1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4页，关于

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四章的评注第 (9)段。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墨西哥

1.  在以前的讨论中，墨西哥等国宣称解除行

为不法性的情况是本草案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因为

这些情况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相对应的规

则过于类似，但实际上又非常不同。例如，墨西哥

代表团在2004年第六委员会进行的讨论过程中提到，

委员会应考虑到不能将一组织的基本利益在定义上

等同于一国的基本利益。1 墨西哥高兴地注意到，第

24条重新建立了这一关键性的区分，特别是将“基
本利益” 定义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第1 (b)段 )。
但是，在具体的案例中可能难以对此加以确定。

2. 总的来讲，墨西哥仍然认为在提及针对国际

组织解除不法性的情形时面临实际困难，在“危急情

况” (第24条 )、反措施 (第21条 )和“自卫” (第20条 )
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23
次会议 (A/C.6/59/SR.23)，第27段。

第19条 同意

奥地利

1. 有一个问题必须要问，国际组织同意另一组

织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在什么时候会构成解除该组

织行为不法性的情形。虽然根据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国家给予有效同意是解除行为不法性的一种情形，但

在涉及国际组织时，这个问题绝对没有这么明晰。首

先，国际组织给予同意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跟国家给

予同意具有可比性，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组织与国家

相比权力有限，而且如果组织的权利受到侵犯，则

其成员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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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同大会

决议这样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所给予的一般性质的同

意或授权，是否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所指的同意

相当？用“有效” 一词对同意加以限定并没有解决这

个问题，因为仅凭建议是否就已构成同意这一点并

不清楚。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同意是否就真的优

先于条约义务？一方面，可以作为理由的是，根据

有关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不能

构成具有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法律效力的同意。另一

方面，如果一项表达同意的决议具有法律约束性质，

一国际组织给予的这种同意就不仅可以构成解除行

为不法性的一种情形，而且还可以构成国际法准则

相互抵触的规范。因此，该条需要就同意的性质和

后果做进一步说明。

第20条 自卫

奥地利

第20条草案当前的措辞似乎不包括在相关国际

任务授权中有法律依据的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保卫。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尚未回答：首先，如果国际组织

控制和 (或 )管理下的领土受到攻击，是否允许该组

织 (像国家那样 )进行自卫？评注给出的似乎是一个

肯定答案。其次，国际组织是否有正当理由保卫自

己在东道国领土上的房地免遭东道国或另一个袭击

东道国的国家的攻击？在这里，《联合国宪章》中体

现的国际法原则是否使这样一种行动成为合理似乎

还不清楚。由于国际组织通常都在东道国境内运作，

这些问题需要某种说明，至少是在评注里。

捷克共和国 

针对国家所制定的，但亦应用于国际组织的自卫

概念似乎尤其复杂，尽管这一概念可能只与少数国

际组织的行为相关，例如那些正在管理某一领土或

部署武装力量的国际组织。就这两个例子而言，人

们必然会同意前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国际组

织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履行类似于国家职能的职能 (例
如，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和联合国科索沃临

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至于后一事例，委员会自行给

予了一定的相对性，指出联合国部队有权诉诸武力的

程度的问题取决于关于任务范围的主要规则。但是，

如果有权使用武力的限度仅取决于关于特派团任务

的主要规则，那么将自卫纳入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

条款草案中并没有太大意义。

大韩民国

见上文一般性评论中的评论。

第21条 反措施

奥地利

1. 委员会已经表示：

尽管这些条款考虑了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问题，但

并不涉及援引国家责任的问题。1

因此很清楚，与国际组织针对国家的反措施有

关的问题不在现行条款范围之内。不过，第21条草

案第1款提到解除“国际组织违反对国家的国际义务

的行为的不法性”，以此确认国际组织针对国家的反

措施是可以成立的。此外，由于特别报告员认为“反
措施更可能由某个国际组织针对某个责任国实施”，2 
国际组织是否以及一般在何种程度上有资格对国家

采取反措施的问题应在现行条款中做进一步探讨。这

无疑是关于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普通法的组成部分，

而奥地利关切的是，如果对这一点置之不理，委员

会就国际法中的责任问题开展的工作就仍将留有一

大片空白。

2. 第21条草案第2款似乎提到针对国际组织成

员的反措施，无论这些成员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奥

地利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对国际组织成员的处理

不同于对第三方的处理，在涉及反措施时尤其如此。

奥地利建议说明，“成员” 这一限定词也关系到属于

上述组织成员的国际组织。

1 第四部分的评注第 (2)段。
2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七次报告，《2009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0号文件，第62段。

智利

见下文第51条下的评论。

德国

1. 德国认为，国际组织针对国家的反措施问题

应被排除在现行条款草案范围之外。这一看法是基

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欧盟虽有大量实践，但在国际

组织与非成员国的关系方面仍有许多未决问题。另

一方面，德国认为，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

系，就定义而言是受该组织内部规则制约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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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并无反措施存在

的空间。德国认为，这一点不仅在成员国针对国际

组织采取反措施的问题上是如此，就国际组织针对

其成员的反措施而言更是如此。在这方面德国认为，

一国际组织根据内部规则针对其成员采取的措施应

与反措施明确区分。更妥当的办法是将这些措施视

为受一套具体规则制约的制裁。后者也适用于安全

理事会施加的制裁。德国因此不赞同委员会目前采

取的将反措施纳入条款草案的做法。

2. 如果无论如何都要纳入，根据前文所述，德

国认为有必要在该条草案及其评注中明确规定，必须

将国际组织针对其成员采取的反措施限制于极其特

殊的情况。正如上文所强调，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这类

措施存在的空间。因此，该条草案值得称赞的一点是

在第2款中正确地说明国际组织不得对一责任成员采

取反措施。不过，该条草案允许在同时满足两个条

件的情况下出现例外，即反措施并非不符合该组织

的规则，而且别无其他适当手段促使责任成员国 (或
责任国际组织 )遵守义务。关于这一例外的第一个条

件，德国认为必须在评注中清晰阐明，反措施必须

被认为与该组织的规则不一致，除非清晰指明该组

织的内部规则 (可能也包括制裁 )并非制约该组织与

其成员间关系的唯一规则。

3.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受国际法一般规则

的制约，只有专门商定或另行拟订的特别法可以优

先适用。而与此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

的关系是由后者的意愿行为所创建的。因此，要由

一组织的成员来规定和精确界定它们与新建国际法

律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一国际组织在某一成

员违反对该组织的现行义务时可以诉诸的法律权力。

在适用特别法的这一领域，德国认为，除非有相反的

具体指明，否则根本就没有诉诸一般国际法的余地。

这一点应在草案本身或相关评注中予以清晰阐明。

葡萄牙 

1. 如果说反措施问题在涉及国家时存有争议，

那么在涉及国际组织时就更成问题。对国际组织而

言，反措施这一议题提出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可

能导致某些悖论。此外，特别报告员一再使用基于

欧洲共同体和世贸组织经验的例证，似乎是最不适合

于验证现行条款草案的。这只能说明此事缺乏实践，

在制订适当、一般和抽象的法律解决方案方面存在

困难。

2. 在区分反措施和相似措施时也应当小心。在

对它们进行区分时，措施的来源、其法律依据、性质

和目的都必须考虑在内。例如，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就

不能被视为反措施。此外，国际组织根据内部规则针

对某一成员采取的措施，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反措施。

第24条 危急情况

奥地利

1. 国际组织的实践清晰表明，危急情况原则至

少在两个具体领域具有高度的实际意义：行动危急情

况原则被用于维持和平的特派任务中，而军事危急

情况原则被用于执行和平的特派任务 (或维持和平特

派任务之内的军事行动 )中。国家和国际组织都适用

这些原则。

2. 奥地利同意，国际组织不应当可以像国家那

样广泛援引危急行动原则。可以想象，提及“整个国

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的目的是提高解除一国际组织行

为不法性的门槛。但在没有进一步限定的情况下，这

种根本利益的概念却缺乏必要的明确性。而如果把

危急行动原则与组织的任务规定联系起来，就可以

减轻这一问题。

3. 因此，奥地利倾向于认为，只有当有关行为

是该组织完成其任务的唯一手段时，才可援引危急情

况原则。在此情况下，该组织只可对那些同意了该组

织的任务规定或受到这种任务规定约束的 (成员 )国
家援引危急情况原则。显然可以论证说，在这两种

情况下，行动合法性的法律基础都是任务规定本身。

如果一国际组织面对第三国时可以依赖行动危机情

况原则，那么在该国际组织的任务是追求整个国际

社会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这的确可以接受。无论如何，

必须进一步考虑组成文书自身对那些不承认采取行

动国际组织的第三国所产生的法律效力。

4. 北约、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等的国际实践

表明，国际组织将行动 /军事危急情况原则视为是一

项首先以习惯法为基础的规则。

古巴

古巴认为，该条草案应保持否定式措辞。第2款
的现行措辞也应保留。不过，古巴认为需要解释“根
本利益” 的含义是什么。虽然其中不应包括轻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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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或所谓的“保护责任”，但应包括对环境的保护和

在公共紧急状态下对国家及其人口生存本身的维护。

德国

仅允许国际组织在考虑到其相对于国家的特殊

性质的情形下才援引危急情况是有合理的理由的。在

此背景中，第24条草案第1款 (a)项中的限制是可以

理解的，该段规定国际组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

援引必要性，即这样做是“为了保障整个国际社会的

根本利益免遭严重迫切危险，按照国际法，它有责

任保护该根本利益而采取的唯一办法”。但是，这一

条说过头了，因为国际组织的职能和权限各不相同。

不是所有国际组织都对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有

所关切，它们通常是要保护它们成员的正当和甚至

可能是根本的利益。因此，最好是遵循第24条评注

第 (4)段所提的思路作出一条规定，允许一国际组织

援引危急情况，条件是这是该组织保障其成员国根

本利益的唯一手段，而该组织拥有在严重和急迫的

危险时进行保护的职责。

第三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31条 组织规则的无关性

墨西哥

墨西哥认为，将该组织的规则的无关性作为无法

遵守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的理由是没有道理的—

这类似于关于国家的规则，即将国内法的无关性作

为无法遵守义务的理由—是有问题的。许多人已

经指出，组织的规则可能是内部规则，也可能是国

际法的规则。这一规范上的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在适

用本条款时产生严重的问题。

大韩民国

第31条草案源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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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条以及关于

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32条，规定国家不得援引其

国内法作为不遵守义务的理由。但是，国际组织与国

家不同，它们根据其组成文书和内部规则行事，拥

有的职能权力有限。应重新制定该条款草案，以便

强调国际组织不能援引内部规则作为其未能遵守国

际义务的理由。

第二章

损害赔偿

第39条 确保有效履行赔偿义务

奥地利

1. 奥地利原则上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拟订一

项规定，确保成员国为其所属组织提供足够资源，使

之有能力依照现行条款草案第三部分第二章的规定

向受害方作出赔偿。第39条草案显然是为此目的而

设计，并试图弥合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

要创设一项义务，由成员国集体为它们的组织提供

手段，以有效赔偿因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受到伤害

的各方；另一方面是要追求避免使成员国承担附属责

任的利益。

2. 但是，国际实践似乎并不支持由成员国对它

们所属组织的非法或逾越权限行为承担财政后果的

义务。1 这样一种暗示成员应根据国际法承担责任以

及因此“刺穿公司面纱” 的义务令人难以接受。奥地

利认为，像第39条草案这样一种规定，将冲淡编纂

所意图取得的法律效力。此外，这一规定也不符合条

款草案体系，因为它只限于一责任国际组织的成员。

如果条款草案最终将以国际公约的形式通过，第39
条草案将引起另一个体制性问题：为了有效确立各成

员向其组织提供足够财政手段以履行本章所规定义

务的实际责任，就要求一种准普遍接受，或至少是

该组织所有成员的接受。此外，第39条草案的当前

措辞被置于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总体概

念之外。根据其措辞 ( “必须…… 采取” )，第39条草

案并未明晰确立成员国的法律义务，即向责任国际

组织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以履行第30条草案中为其界

定的义务，也就是说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作

出充分赔偿。

3. 另一方面，使一国际组织有能力在国际层面

活动的成员国要接受该组织可能违反国际法的风险。

1 联合国某些经费案 ( 《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 )，1962
年7月20日的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1页起，

详见第162页及其后各页，以及第167页：“法院同意，为并非

联合国宗旨的用途做出的支出，不能视为 ‘本组织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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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险不能留给受害方。因此，合理的做法是这

种风险必须由成员集体承担，而赔偿责任仍全部由

该组织承担。

4. 有鉴于此，奥地利倾向于支持第39条草案

评注第 (4)段中的提案，明确指出责任国际组织有义

务按照其规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其成员向其提

供根据第39条草案有效进行充分赔偿的手段。支持

这一提议的理由如下：

(a) 这一提案避免了第39条草案当前措辞中的

上述不一致和缺点；

(b) 这一提案的存在理由是要责任组织承诺以

确保受害方满意的方式组织其预算。换言之，该组

织将有义务在其经常预算 (或与特别行动有关的特别

账户 )中作出妥善安排；

(c) 这一解决办法同时还使一组织的所有成员

都承担义务，通过该组织的机构并依照其内部规则为

它们国际组织非法活动或逾越权限行为的财政后果

提供弥补手段。因此，一国际组织逾越其法律框架

的风险由使该国际组织有能力如此行事的各方承担，

即由责任组织成员集体承担。这一提案支持对“本组

织之经费” 这一短语的全方位解释。1

5. 如果责任组织在作出赔偿支付之前被解散，

根据这一提案就能用预算妥善清偿未结债务。

1 《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第二项。

德国 

1. 关于第39条草案及其评注，德国非常赞同

委员会在该条评注第 (2)段中表达的见解，即当责任

组织没有能力赔偿时，不应认为由此产生了其成员

国对受害方的任何附属义务。德国绝不否认它总体

希望国际组织有履行其义务，包括次级义务，例如

与伤害赔偿有关的义务之能力。但是，关于一般国

际法中是否有一条规则规定国际组织成员有法律责

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向该组织提供有效履行其赔偿

义务的手段这个问题，德国的明确看法是，并不存

在这样一条规则。诚如第39条草案评注第 (7)段所述，

德国显然与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看法相同。因此，应

当赞扬国际法委员会在当前条款草案内包括了对组

织规则的明确提及，该草案评注第 (6)段正确地指出，

这是有关要求的 (唯一 )依据。

2. 不过，德国对于这一条的措辞有所担忧。目

前的措辞—尽管评注的说法与此相反—可被误

认为规定各国有确保一国际组织的有效运作的总体

责任。毕竟，这一条款草案认为成员都被“要求” 这

样做。而这一“要求” 必须符合“组织的规则” 的说法

可能被误解为是规定了一项一般要求，只有当国际

组织的规则与之相反时，才可予以更改或废除。德

国对此的看法和对评注的解读是，这将明显是一个

错误的结论。德国因此将欢迎就该条款草案的措辞

作出澄清，重点说明一个事实，即如果且只有国际组

织的规则对其有所规定时，才存在这种“要求”。在

此情况下，德国还要提醒委员会不要简单地假设国

际组织的规则里一般都含有此类规定，因为评注第 (6)
段似乎就在规则未就此事项作出规定时作出了此种

假设。德国在此情况下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实际协

议和创始国 (或其他国际行为体 )所表达的意志方面。

例如，除非一国际组织的规则里明确规定了供资责

任，否则就不能简单地把文件解读为给每一个成员

规定了一项具体义务。

3. 德国还希望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并将欢迎在

委员会的评注中对此作出说明，那就是这里讨论的

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仅仅是一国际组织及其成员之

间内部关系的一种要求。就算这样一种要求被发现

是存在的，第三方也不能因此受益。

葡萄牙 

1. 国际法中没有任何依据要求在责任组织无力

充分赔偿时由其成员共同承担对受害方的债务。另一

方面，各成员也有义务根据国际组织的组成条约为

其预算缴款，以承担该组织履行职责时发生的费用。

执行一项赔偿令所产生的费用就是一例。

2. 第39条草案不能被解读为对各成员施加了

看起来是一项直接的义务，要求它们额外缴款以支

付其所属国际组织一项国际不法行为随后可能产生

的费用。这不符合国际组织自主和独立的特点。国

际组织的预算应当预见到这类费用，而其成员有责

任确保该组织的预算做到这一点。重点应当是国际

组织本身而非其成员。

3. 因此，如果将第39条草案解读为对一国际组

织的成员施加了一项一般义务，要求它们提供手段，

使该组织能够有效履行其义务，包括赔偿，那这一

条草案就体现了一种均衡的解决办法。此外，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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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为了澄清目前的措辞，葡萄牙也支持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认为应在第39条草案中纳入一个新的

第2款。

大韩民国

第39条草案给成员国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主

要是经济负担。为减少给成员造成的无谓负担，确保

有效履行一国际组织的责任，可以保留当前的表述，

在评注中增加一条说明，即成员的责任仅限于对相

应的国际组织的责任，而不对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

织负有任何责任。

第三章

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义务 

第40条 本章的适用

捷克共和国

或许，最困难也是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在于一国际

组织是否可以违反强行法，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产

生该组织和 (或 )其成员国的责任。委员会在第40和
第41条草案中采纳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关于国家责任

的条款草案第40和第41条的规定。然而，委员会的

评注没有提供任何国际组织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

制性规范义务的事例。相反，唯一相关的实例是关

于国际组织不承认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情况为合法

的义务以及进行合作结束违反义务行为的义务。这些

实例当然很重要，但是，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其与编纂

国际组织责任之间的相关性，因为这些实例所涉及

的都是国际组织对国家违反强制性规范作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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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奥地利

奥地利明白，委员会的意图是现行草案条款只

涉及国际组织的责任本身，而不涉及国际组织可援

引另一国际法主体的责任的条件。然而，有必要指

出，如果国际组织援引国家责任的条件没有得到解

决，责任制度就将继续存在漏洞。特别是，由于这

种情况出现得相当频繁，例如国际法院在对执行联

合国公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 1的咨询意见中所处理

的情况，国际组织援引国家责任的问题很有可能不

受任何规章制约，因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草案中也未对此加以考虑。

1 《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

第44条 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

奥地利

当前的案文未解决国际组织能否以其遭受另一

组织伤害官员的名义行使职能保护的问题。在此背景

下出现的问题是，如果非法行为针对的是国际组织的

一名官员，那么在哪种先决条件下该国际组织可以

对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提出求偿要求并采取反措施。

萨尔瓦多 

1. 该条措辞与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4条
相同，旨在为允许受理就国际不法行为提出的求偿要

求确立条件或一般要求。考虑到条款草案的一般性

质，似可为国际求偿要求确立若干受理标准，以避免

提出本可在不同领域较早解决的不必要的求偿要求。

2. 萨尔瓦多注意到，委员会在该条规定中选择

了两个具体的受理标准：(a)符合求偿要求应适用的

国籍规则；(b)用尽当地救济措施。可以看出，第一

个标准是指国籍规则，这将作为援引国际责任的一般

条件。委员会本身已在关于国家责任的相应条款草案

的评注中明确了这一点，表示“求偿要求的国籍规则

不仅关系到管辖问题或司法机关是否受理索赔问题，

而且还是在该规则可适用的情形中援引责任的一般

条件”。1

3. 如前所述，虽然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44条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所对应条款的措辞方式相

同，但其措辞和对应评注却没有提到国籍规则可能出

现的例外。这一点令人担忧，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受

到一些法学理论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给条款草

案造成了明显的内部矛盾，因为在适用国籍联系后，

任何通过援引责任保护在国外受伤害个人权利的努

力都将失效，即使其他场合已经承认，对违背强制

性规范的援引必须优先于外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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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换言之，萨尔瓦多在此处担心的是人权保护

观念，将符合国籍要求作为保护人权的条件似有不

妥，更何况强行法规则，即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产

生于某些最基本的人类普遍价值，遵守和适用这些

规范乃是生命和社会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

5. 同样，列入用限制性词汇表述的符合国籍规

则的要求，显然与条款草案第三章所载第40和第41
条草案发生矛盾，后者对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

性规范项下的义务进行了规范。

6. 鉴于上述考虑，萨尔瓦多建议修改第44条
草案第1款的措辞，规定与国籍问题相关的要求并不

适用于所有情况。与第44条草案第2款类似，可纳

入“适当” 一词，或是加入“当任何有关国籍的规则适

用于求偿要求时” 一句。这样就可以与其他条款，特

别是有关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条款保持必要的内部 
一致。

7. 萨尔瓦多完全支持第44条草案第2款，因

为即使将确定用尽当地救济措施作为一般受理要求，

仍可以从其措辞和对应评注中推断，这个要求可有

例外，而且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执行。这意味着

如果没有可用的救济措施，或可用办法不产生效果，

受害方将不必符合这一受理要求。

8. 这正是国际性法院所遵循的趋势。在区域一

级，《美洲人权公约》第46条规定，由美洲人权委员

会受理的请愿书或来文，应以依照国际法公认原则已

经争取并用尽国内法规定的救济措施为条件。不过，

该条还确立了三种重要的例外情况，即：当国内立法

没有为保护据称已遭侵犯的权利提供正当法律程序

时；当受害方根据国内法被拒绝给予救济措施或被阻

止用尽救济措施时；以及当按照上述救济措施作出最

后判决时曾出现无正当理由延误时。此外，美洲人

权法院也裁定，出于贫穷原因或者法律界普遍害怕

担任投诉人代表而导致的无法用尽救济措施，2 也属

于受理要求的其它例外情况。

1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38页，第

77段，第44条评注第 (2)段。
2 美洲人权法院，用尽国内救济措施的例外情况案，第

OC-11/90号咨询意见，1990年8月10日，A辑，第11号，第

42段。

第47条 数个责任国或国际组织

德国

德国对第47条草案第2款所述评估的有效性存

有疑问。该条草案的评注第 (3)段认定

无论是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均未被要

求实行克制，在另一被援引责任的实体未能提供赔偿之前不

向责任实体提出索赔。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

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德国无法理解最后一句。这一句如何才能与

第47条草案第2款“只有在援引主要责任尚未得到*

赔偿的情况下，方可援引……次要责任” 的措辞相 

匹配？

第48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援引责任

捷克共和国

虽然多数有关履行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规则

都未构成重大问题，但第48条草案却是一个例外：

只有当被违反的义务所基于的国际社会利益是属于

一国际组织的职责范围时，该组织才可以援引责任。

在实践中，某组织的职责可否为其带来某种资格可

能会引起争议。

德国

德国赞赏委员会在第48条草案第3款中采取的

解决办法，即被违反的义务是向整个国际社会承担

的义务时，只有在保护该义务所基于的国际社会利

益是一国际组织所担负的职责时，并非受害方的该

国际组织才有权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一观点

得到了某些国家的认可，而其它国家则明显倾向于

更普遍的权利。德国认为，委员会选择的办法要优

于其他办法，因为尽管普遍义务对整个国际社会具

有影响，但让所有国际组织均享有一种权利，而无

论其成员赋予其的职能是什么，似乎有些过分。毕

竟，国际组织与国家不同，不具有普遍的法律能力，

拥有的只是仅限于履行各自任务授权和目的的职能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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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措施

智利

智利赞成纳入一个关于反措施的章节，因为没

有理由证明违反一项国际义务的国际组织应该免受

受害国或受害的国际组织为促使其履行义务而对该

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施。

第50条 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奥地利

1. 正如已就第21条草案发表的看法一样，奥

地利认为，国际组织有权对国家采取反措施的条件

应作进一步探讨。第21条草案涉及国际组织对国家

采取的反措施，而第50条草案不涉及国际组织对国

家的反措施，两者之间似有不一致之处。

2. 就反措施而言，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区

别以及组织人格的范围是根本所在。奥地利认为，首

先要对这些方面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奥地利还认为，一国际组织只有在反措施符合其组

成文书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反措施。换言之，国

际组织不能仅仅因为享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人格，就

可以采取反措施。相反，国际组织必须具备依照规

则采取此类措施的能力。

智利

需要对反措施加以限制，以便不影响国际组织

行使其职能权力。第50条草案第4款似乎已解决这

一问题。不过，根据这类宽泛、不精确的措辞界定

对反措施的限制可能会非常困难，导致反措施在实

践中无法实行。

德国

尽管德国对将反措施问题纳入草案存有疑问 (见
关于第21条草案的评论 )，但委员会能商定第50条草

案第4款所载原则应予赞扬，根据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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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定义上看，反措施牵涉到受害国或国际组织

无法履行其对国际组织的某项义务，但有必要 (另外

也考虑到国际组织享有的只是有限权限 )限制反措施

的可允许性，以防止其影响导致组织无法履行其整

体任务。第54条草案第4款有效地解决了这些关切。

第51条 国际组织成员采取的反措施

智利

1. 关于一责任国际组织的受害成员可否对该组

织采取反措施的问题，智利认为，这在不妨碍该组

织的规则作为特别法适用的情况下，在原则上应该

是可能的。因此，智利同意这一条款以及第51条草

案确立的规定。

2. 如果该组织的规则没有对本组织同其成员关

系中的反措施问题做出明示或默示规定，那么一般

规则应该是允许实施此类措施。因此，应该明确起

草第51条草案，以便更清楚地说明在组织规则没有

就反措施的实行做出明确决定的情况下可适用的一

般规则。同样的评论适用于第21条。

德国

1. 与就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第21条草案发

表的意见类似，德国对第51条草案也表示关切。德

国认为，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正如成员 (国 )
与其组织的关系一样，完全由该组织内部规则制约。

因此，一般情况下，成员国与国际组织之间没有采

取反措施的余地。

2. 德国因此怀疑，委员会通过的该条草案是否

可以说已经充分反映成员国与其组织在反措施方面

的法律关系。确切而言，该条草案的措辞值得称赞，

其中强调受害成员“不可对该组织采取反措施”。德

国还认为，如同第51条草案 (a)项的处理办法，作为

规则的例外情况，参照组织内部法律结构来确定是

否存在可采取反措施的余地是可以接受的。德国与

委员会看法可能不一致的地方是，如何处理组织规

则对是否允许采取反措施未作规定的情况 (可能占绝

大多数 )。对于这些情况，评注第 (3)段表示：

当组织规则没有明确或隐含地对国际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关系

中的反措施问题加以规定时，人们不能假定反措施是在这些

关系中被完全排除的*。

因此，委员会倾向于允许 (至少有限地允许 )在
组织规则保持沉默情况下采取反措施。对此德国认

为，委员会不妨更加小心。成员与其组织之间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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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关系必须首先受该组织的规则制约，毕竟组织规

则经过仔细推敲，也恰恰是为了这一任务而商定。如

果是这种情况，就非常有理由认为，规则就是为了专

门制约新成立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德国

认为，评注因此要作修改，至少应明示将 (a)项所述

反措施并非不符合组织规则的例外情况解读为要求

明确指出，这些规则不是为了全面规范该主题事项，

即成员国与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规则 (或至少

在其准备资料 )中未作此明示，那么，一切都有利于

得出如下假定，即反措施必须被视为与按其规则设

立并反映在规则中的该组织内部结构不一致。

第52条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萨尔瓦多 

1. 反措施的目的是促使对国际不法行为负责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遵守义务。一般而言，法学理论和

国际判例法都确认反措施的有效性，主要判例法是

1928年瑙里拉案 1 和1930年吕斯纳案 2 的仲裁，而到

最近，国际法院在1997年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

目案 (匈牙利诉斯洛伐克 )的判决中也对反措施作了

确认。3 因此，虽然针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实践

很少，但萨尔瓦多认为，委员会决定将反措施纳入

条款草案是正确的。

2. 虽然反措施一直受到强烈批评，但从客观角

度看，必须承认反措施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就积极方面而言，必须注意到，“反措施或 ‘自救’ 是
任何类似国际制度这样缺乏强有力 ‘纵向’ 执行力的

法律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国家和其他行为

体有赖于反措施等其他机制的组合，来赢取尊重和

履行这些义务。” 4 这种措施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因

为必须作出反应的是受影响的国家。

3. 不过，如前所述，使用反措施可能也有消极

方面和缺陷，例如，滥用其性质或时长会严重影响

一国居民，还很有可能引来报复，导致现有冲突加剧。

单方面评估行为不法性的做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这

样做很容易导致为采取反措施确定主观标准。

4. 对这些积极和消极方面的评价表明，在国际

领域排除使用反措施是不可能的，但为确保其监督和

有效，必须设立明确的限制，以纠正缺点，避免滥用。

5. 为回应这一需要，第50条草案设想了不允

许使用反措施的若干例外情况，其基本原因是，适

用反措施会影响不可中止的义务，且反措施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得采取，即使作为强迫遵守这一义务的

方式也不行。

6.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萨尔瓦多承认必须将第

52条草案整体纳入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中，

以此给采取反措施的做法设定明确的限制，目前，这

种做法远非一致，许多时候有些过度。

7. 尽管已有上述评论，萨尔瓦多仍认为要详尽

分析第52条第1款 (b)项的范围—该项将“保护基

本人权的义务” 作为一关于反措施的限制性因素—

以使其更加有效地得到适用。

8. 有些学者与国际法委员会一样，5 将其范围

解读为牵涉到人权领域的一类权利，这类权利在任何

情况下，即使在战争或公共紧急状态时，都不得减损。

如前所述，存在公共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各国就

可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法律

义务，因为这类义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

约束力。

9. 在这方面可以注意到，许多普世和区域性人

权条约都列举了不得减损的基本权利。例如，《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2款规定，不得减损

第六条 (生命权 )、第七条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第八条 (第1和第2
款 ) (禁止奴隶制或奴役 )、第十一条 (因无力履行约

定义务而被监禁 )、第十五条 (法无明文者不为罪 )、
第十六条 (承认法律面前的人格 )和第十八条 (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 )。同样，《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条第2款
规定 

5 见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2001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0至第151页，第50条评注，

第 (6)段。

1 德国对在南部非洲葡属殖民地所造成伤害的责任案 (瑙
里拉案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 (出售品编号：1949.
V.1)，第1011页。

2 德国对1914年7月31日之后葡萄牙参战之前所犯行为的

责任案，同上，第1052页。

3 加布奇科沃 -大毛罗斯项目案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判决，

《199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页。

4 David J. Bederman, “Counterintuiting Countermeasures”, 
AJIL，第96卷 (2002年 )，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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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殊情况，不论为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

荡或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 
理由。

《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同样规定：

不得减损第2条 [生命权，除非因合法战争行为造成死亡 ]、
第3条 [禁止酷刑 ]、第4条 (第1款 ) [禁止奴隶制或奴役 ]和第

7条 [法无明文者不为罪 ]。

美洲系统建立了更长的清单，《美洲人权公约》第27
条规定不得减损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儿童权利、保

护家庭的权利以及获得姓名和国籍的权利等。

10. 因此可以归结为，在所有情形中都必须尊

重的最低权利并非千篇一律。这使得“基本人权” 类

别相当不精确，而这种不精确可能会给采取反措施

带来自由酌处的空间。这一缺乏精确的情况表明“基
本人权” 一词被错用，再加上一般人权显然可以被排

除，这不符合人权领域的最新进展，即人人都必须

能够行使其尊严中固有的某些普遍和不可剥夺的权

利或权力。用现任国际法院法官奥古斯托·坎萨多·特
林达德的话说，承认人权的中心地位是“我们时代的

新风气”，其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护人身不受任何

专断权力的侵害，以及对生活条件符合我们时代新精

神的关注，根据这种新精神，在国际法人性化过程中，

要更加直接地努力实现更高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在

这些价值中，不宜列入允许采取反措施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的私体利益。

11. 鉴于以上所述，萨尔瓦多提议将“基本人权”

改为“人权”。这不仅有助于确认其基本特征以及迄

今为止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还有助于采用一个范

围肯定带来较少问题的术语，因为这一术语涵盖各

种区域性和普世人权文书中表达的更为广泛和单一

的权利类别。

第56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采取措施

古巴 

现行表述应予删除，代之以提及《联合国宪章》

所设想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措辞。

捷克共和国

本章最有问题的条款是第56条草案。

第五部分

一国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

第57条 一国援助或协助一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

行为

比利时

比利时支持委员会拟订的该条草案，但认为委员

会在评注中只列举了极端情况，对于允许国家明确决

定从何时起能够引发责任的原则，并未作充分说明。

比利时尤其建议委员会尽早在有关第57条草案的评

注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一成员国参加关于实施国际

不法行为的决策为何不属于第57条草案的范围。

捷克共和国

第57至第59条草案反映了第13至第15条草案。

既然评注几乎未提供任何事例，通过这些条款大概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第58条 一国指挥和控制一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

行为

奥地利

就一国指挥和控制一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

为而言，两国之间的关系同国家与其所属国际组织之

间的关系有着很大差别。这是否意味着，有权阻止一

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例如通过事实上或法

律上的否决权来阻止相关决定的一国如果没有阻止

这一行为，就要为这一行为承担责任？同样，此处

国际组织的性质、职能、权力和内部决策规则，在

说明国家与组织之间对不法行为所负国际责任的“分
配” 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59条 一国胁迫一国际组织

奥地利

在适用国家责任法之前，应当考虑到国际组织的

具体性质。在几乎每个活动领域，国际组织都高度依

赖其成员国的合作意愿。一成员国有可能拒绝缴纳

预算摊款，还有可能撤回国家特遣队或否决任务授权

的必要延期。这些都可以是广义上的胁迫。但是否

所有这些情况都引发该成员国的责任？国际实践并

不支持这一观点。无论如何，由于国际组织与其成

员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相互关系，这些限定词和“胁迫”

一词需要在法律文本中加以澄清。(b)项中的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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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似乎不足以确立必要的联系，使国家对国际

组织的行为负责。国家胁迫行为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之间必须有直接的联系。

第60条 寻求避免遵守义务的成员国的责任

奥地利

由于成员国对国际组织行为施加影响的法律效

力已经在第57至第59条草案中述及，本条草案提出

了国家如何对其未施加影响的行为负责的问题。此

外，在这方面可以处理一个基本问题，即以多数通过

的表决，但却无法分辨国家是投票赞成还是反对 (以
举手方式 )的情况。以举手方式投出反对票但遭多数

否决的一国 (如果有可能形成多数决定 )，是否也要

根据这些条款草案承担责任？还是说，这些条款只

适用于单个成员国的表决模式清晰可辨的情况？ 

比利时

1. 比利时认为该条所述基本原则值得遵循，但

以当前方式措辞的案文草案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是：

– 案文未能恰当反映其声称要反映的欧洲人权

法院判例；

– 案文含有不宜列入并且可能会使该条草案非

常难以适用的主观因素。

比利时因此提议，委员会要么重新起草该条规定，要

么在评注中就其对该条的理解作出更好的解释。尤

其是，委员会如果打算纳入一项成员国不得通过所

属国际组织逃避其国际义务的 (首要 )义务，就应当

在条款或评注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2. 比利时还觉得，委员会是否应当进一步明确，

第60条草案只适用于已经滥用权利、滥用独立于国

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或存有恶意的情况。

3. 最后，比利时支持委员会引述 1 的欧洲人权

法院关于博斯普鲁斯案 2的判例，但对该条草案是否

恰当反映这一判例表示怀疑。比利时还提醒委员会注

意在博斯普鲁斯案之后作出的若干裁决，其中确立

了国家因国际组织内部程序存在空白而承担的责任。

比利时认为，这些裁决远远超出了博斯普鲁斯案裁决

的范围，破坏了成员国有限责任的原则。欧洲人权

法院似乎已经承认，仅以国家的组织成员身份或国

家参与国际组织行为的决策或实施为由，就将一国

际组织的行为归于一国，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同时，比利时认为，委员会如能就这些问题表明立场，

将会大有助益。

捷克共和国

一国不能通过设立一国际组织并赋予其管辖权

和豁免权来免除自己因违反自身义务而需承担的

责任。

德国 

1. 委员会将“滥用” 因素纳入当前第60条草案

值得赞扬，该条规定一国际组织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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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该组织实施若由该国实施

即构成违反该义务的一项行为，即产生国际责任。

德国认为阻止国家通过回避义务逃脱责任是一

个正当目标，因此支持第60条草案所隐含的目的。

不过，由于成员国与国际组织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

体，拥有自己的国际人格并可能因此承担各自不同的

义务，本身就必须加以区分，而第60条草案“无论该

行为是否构成该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都可以适用，

必须确保一国不会只因为该组织从事该国自己可能

不被允许从事的任务，就必须承担责任。例如，国

家可能不会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但在和平遭到

威胁时，可以通过安全理事会支持作出对另一国使

用武力的决定。因此，必须将第60条草案的适用范

围限制在国家“滥用” 组织 (作为盾牌 )逃避自身责任

的情况。当前草案在该条措辞中承认这一关切，对

利用组织寻求避免遵守自身义务的国家作出了规定。

2. 尽管如此，德国仍对该条款草案的评注感到

忧虑，因为其中未就国家何时可被视为避免遵守国

际义务提供恰当的指导。评注第 (2)段的解释与该条

草案的措辞不一致，明确排除了关于国家要有具体

规避意图的要求：

如同第16条评注所说明的，不要求存在具体的规避意图。

提到国家“寻求避免遵守自身的某项国际义务”，是为了在国

际组织的行为—如由国家实施则构成违反国际义务—必

须被视为促使一当权国际组织从事一项行为的不经意后果时，

排除国际责任的产生。另一方面，本条款草案并不仅指成员

国可被视为滥用权利的情况。

1 第60条的评注，第 (4)段。
2 博斯普鲁斯航空公司诉爱尔兰案 (大法庭 )，2005年6月

30日的判决，第45036/98号，《判决和裁决汇编》，2005-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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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认为，当前条款之措辞所表达的对一国错用 (或
滥用 )权力的情形所施加的限制，已因此通过评注予

以解除。不过，很难理解一国如何可能“寻求避免遵

守义务” 而又无“具体的规避意图”。这一意图固然要

通过提及具体情况才能得到证明，但这一点牵涉的是

一个不同的问题。评注排除了国家要有逃脱责任的

具体意图的要求，但同时又依然无法对如何区分国

家逃脱责任的情形与只是在组织内部恰当利用权力

的情形提供任何指导。评注中列出的三个条件，即

组织对一国的一项国际责任主题拥有职权，行为若

由国家实施将违反义务，以及国家通过一种“明显联

系” (评注第 (7)段 )促使组织行事，并未解决上述问

题。德国认为，必须将第60条草案限定为只适用于

滥用的情形，即一国在组织内采取的行动正是为了

逃避一项现有法律义务的情形。这种解释符合本条

草案的措辞，因此德国认为有问题的是当前的评注。

墨西哥

墨西哥欢迎这一条款草案，认为这一条极为重

要，是本套草案目标和宗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61条 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该组织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

奥地利

很难理解仅因接受或导致依赖的行为如何会产

生“次要责任”，特别是因为第2款所述的“次要责任”

在国际法中是一个不寻常的概念，需要明确阐述这

一责任与原始责任的关系。

捷克共和国

国家实践和判例法表明，成员国通常不为国际组

织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第一种例外情况 (第1款 (a)
项 )，即国家已接受该责任的情况整体来讲是可以接

受的。引起争议的是第二种例外情况 (第1款 (b)项 )，
主要是因为它极不明确。这种情况下，承担责任的

条件不是默认同意，而是存在某种情况，导致受害

方认定国家将承担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委员会

的评注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说明。

德国 

1. 第61条草案仍然符合委员会的系统做法，即

积极查明国家可能招致国际责任的情况，而不是就

根据草案不产生国家责任的情况，陈述一条否定形

式的备用规则。德国继续支持这种做法，但也非常

欢迎委员会在评注第 (2)段中所表达的清晰立场，即

然而很明显的是这结论已暗含其中，因此单是成员资格本身

并不在该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时引发成员国的国际责任*。

德国希望明确强调这一结论，因为它确实非常

重要。

2. 关于第61条草案第1款 (a)项，其中述及成

员国应在“它已接受该行为的责任” 的情况下对国际

组织的行为产生责任，德国希望强调委员会评注中

的一个重要段落。评注第 (7)段提到拉尔夫 · 吉布林

勋爵对国际锡业理事会案的意见，他认为，对责任

的接受可能列入组织的“组成文书” 之中。1 德国非常

同意委员会所作的强调，即

只有成员国的接受在其与第三方的关系上产生法律效果时，

成员国才对第三方负有国际责任。也可能是成员国仅对组织

承担负责，或者作为内部事项*而同意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

第61条草案第1款 (a)项所指的任何接受，都必

须是针对援引国家责任的一方所表达清楚的。对此

德国认为，必须特别小心地确定，国际组织的组成

条约是否能真正被解读为向第三国授予《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第36条所指权利的条约。根据德国的经验，

确实可以说，通常情况并非如此；一组织的创始国 (或
其他国际法主体 )通常不愿意也让第三方援引该组织

的组成文书。

3. 根据第1款 (b)项的规定，在国家“已导致受

害方认定它将承担责任” 的情况下，成员国要对国际

组织的行为负责，对此，德国提议为该项中至少增

加一个限定词。毕竟，仅凭一国只是导致另一国认

定它将承担责任，即有因果关系，并不足以让该国

依照国际法承担责任。当然，除非这一依赖是根据

实情在“合理” 的基础上存在，否则并不会产生责任。

因此，德国倾向于至少让这一款措辞读作：“它导致

受害方合理地认定它将承担责任。”

4. 虽然该条草案可能被认为处理的是一个敏感

问题，但这种赔偿义务的法律依据，即使是在有合

理依赖的情况下，对德国而言也不十分清楚。委员

1 联合王国，英格兰 (上诉法庭 )，麦克莱恩·沃森有限公司 
诉贸易和工业部案；J. H. 雷纳 (Mincing Lane)有限公司诉贸易

和工业部等案，1988年4月27日的判决，《国际法律汇编》，

第80卷，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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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在这方面援引不容反悔原则么？那么，该项本

该提及有害依赖。因此，如果委员会能够更加详细地

解释第61条草案第1款 (b)项所依据的教条构架，德

国将表示欢迎。

5. 在为评估国家是否导致受害方认定它将承担

责任而提出的相关“因素” 中，第61条草案评注第 (10)
段提到“成员较少”。但德国认为，这一“因素” 很成

问题，因为它可能并不具备指示含义，更不可能引发

合理依赖。在这方面，评注承认重要的是提及必须“从
整体上考虑” 的“所有相关因素”，并正确地强调“显
然不能事先推断，认为第三方应当能够依赖于成员

国的责任” (第 (10)段 )。德国认为，关于成员资格本

身不会带来责任的结论，以及国际组织拥有自己的

国际法律人格这一事实，意味着评注的阐述还远远

不够：不仅没有赔偿责任的推定，甚至还有反对这类

赔偿责任的推定。因此，第三方通常将不能依赖成

员国的责任。德国认为最好是对评注作出相应修改，

或者采用最容易避免混乱的处理办法，简简单单地

在第61条草案评注中删除有关成员规模的陈述。

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第63条 特别法

比利时

比利时对本条规定的范围之广感到吃惊，该规定

可能会使整套条款草案全部失去意义。比利时认为，

对于组织采取的特定“内部”，只应给予相对的效果。

特别是第63条草案所载原则只应当适用于与该组织

外部责任有关的规则，并排除与组织对其成员的责任

有关的那些规则。比利时因此冒昧建议委员会，要

么删除该条规定，要么在该条案文及其评注中都明

确限制其范围，例如，可将该条中“须服从国际法特

别规则” 一句改为“须服从适用于国际组织与其成员

之间关系的该组织特别规则”。

捷克共和国

第63条草案用特别规则 (包括该组织的规则 )来
补充一般性规则，这对于捷克共和国来讲是完全可以

接受的，特别是如果这些特别规则制约责任的履行。

这些特别规则还可以规约一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

责任关系。但是，这些特别规则决不应排除一国际

组织的责任，除非该责任应归于一成员国。捷克共

和国也不希望允许设定双重标准—为不同组织设

定不同的衡量标准，甚至是根据争端解决机构 (例如，

世贸组织、欧洲人权法院或欧洲法院 )，对同一组织

适用不同的衡量标准。

德国

第63条草案评注第 (1)段提到，有关国际责任的

特别规则不仅可以补充，还可以全面取代当前草案

所载的更具一般性的规则。如在反措施方面已经提

到的 (见对第21条草案的评论 )，德国相信，国际组

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只受该组织内部规则

制约。虽然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未能充分反映这一

立场，但德国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为逐案解释留

出了余地，允许一国际组织的规则 (作为特别法的一

个可能来源被正确第列入第63条 )全面取代草案中的

一般性规则。

墨西哥

1. 鉴于国际组织的类型和功能多种多样，特别

法规则在当前草案中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在这一方

面委员会应邀审议了是否可能将其他实例纳入评注，

以便更广泛地概括第63条力求规约的具体情形。

2. 在这一方面，可以提及的是国际海底管理局

与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三第22条建立了关

于在行使权利和职能的过程中的不法行为所致损害

的责任制度。该《公约》第139条阐述了由一国际组

织造成的损害问题，可供借鉴。

第66条 《联合国宪章》

葡萄牙

葡萄牙对是否应纳入第66条草案表示怀疑。根

据《联合国宪章》第四条，国际组织不能成为《宪章》

的当事方。因此，国际组织相对于《宪章》的地位很

难像国家的情况那样进行评估。尽管如此，纳入一

条款以反映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9条的内容，仍然

值得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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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9年 )上
一读通过了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草案。1 委员

会决定根据其《章程》第16至第21条，请秘书长将条

款草案转交给各国政府 2和国际组织征求评论和意见，

并要求在2011年1月1日前将此类评论和意见提交给

秘书长。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于2010
年1月13日致函51个国际组织和实体，提请它们注

意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的一读案文，并请

他们按照委员会的要求发表评论。

1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转载于《2009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0段。条款草案的案文及评注转载于

同上，第51段。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以
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案文及评注则转载于《2001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5页，第77段。
2 关于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转载于本卷，A/CN.4/636

和Add.1–2号文件。

2. 截至2011年2月17日，已收到下列22个实

体发来的书面意见 (括号内为提交日期 )：统法协会

(2010年12月19日 )；北约、欧安会议 (2010年12月
20日 )；欧盟委员会 (2010年12月22日 )；经合组织

(2010年12月23日 )；世界银行 (2010年12月29日 )；
货币基金组织 (2011年1月5日 )；禁核试组织、民航

组织、农发基金、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

电信联盟、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知

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2011年1月11日
联署材料 )；劳工组织 (2011年1月20日独署材料 )；欧
洲委员会 (2011年1月24日 )；以及联合国 (2011年2
月17日 )。这些评论将按照主题，先是一般性评论，

后是针对具体条款草案的评论的顺序，转载于下文。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1年1月12日提交的材料中表示

它支持世界银行2010年12月29日的评论。

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A. 一般性评论

欧洲委员会 1

1. 在涉及本组织责任的国际法不法行为方面，

欧洲委员会迄今尚无具体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所发

表的评论基于的不是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相关经验，

而是理论性的。此外，欧洲委员会尚未在管理权方

面遇到过问题。

2. 欧洲委员会对本套条款草案从关于国家责任

的条款草案处汲取灵感这一情况表示欢迎，认为这

样做是一个明智的着手点。

3. 欧洲委员会期待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款草案

的今后讨论能够进一步探讨条款草案对不同国际组

织的适用性，同时考虑到这些组织各自的特性和不

同国际组织的相关法律体系的特点：组建条约、总

部协议和一般国际法。

1 欧洲委员会随附了一份欧洲人权法院相关判例法摘要，

现存于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可查阅。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电信联盟、 

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1. 这些机构的主要关注是：条款草案过于依赖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条款草案的范围不确定，

特别是在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责任方面；特别法原则

与“该组织的规则” 的作用间的相互影响不明确；似

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有的国际组织类别不同，有非

常不一样的结构、职能和任务；对国际组织赔偿义

务的特殊情况的注意不够的情况；就国际组织的代

理人或机构的逾越权限行为拟议的解决办法。

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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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委员会采用的方法感到关注主要是因为有

两种看法：首先，条款草案所依循的实践非常有限，

主要来自很少的几个国际组织的活动；其次，在根据

国际法承担责任、特别是在补偿问题上，与国家相比，

对国际组织的特殊情况的考虑有限。这些问题源于

国际法委员会采用的方法，该办法将关于国家责任

的条款草案作为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的出发点，

即便两者的情况极为不同，基本上产生的是不同的

法律问题。国际组织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委

员会的做法有可能引发实际问题，因为国际组织的

特性只得到了有限的考虑。特别是，国际组织必须

在国家领土内行事，通过特殊性原则执行任务这一

点委员会应予以更多考虑。

3. 委员会本应采取更加实用的做法，只重点关

注那些可以为所有国际组织制订通用规则的领域，已

有实践可供制订规则的领域，以及有根据国际组织

的活动和实践编撰和逐步发展国际法之实际需要的

领域。

4. 如果最终要以国际公约的形式通过条款草

案，至少还可以考虑提供一个与《专门机构特权和豁

免公约》规定的机制相似的机制，首先把标准条款和

附件提交给有关国际组织批准，然后再开放供会员

国接受。此外，该《公约》还采用了交存保留要得到

有关机构的同意的做法。一个更为明确的维护国际

组织利益的方案是，国际组织可以成为阐述国际组

织的责任并为其规定义务的国际公约的当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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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做的。

欧盟委员会

1. 在早前评论中一直得到强调的一个主要一般

性评论是条款草案要为欧盟的特殊性留出足够的空

间。当今的多边公约大都允许欧盟同各国一起，成为

缔约方。欧盟之所以对国际条约惯例和条约法产生重

大影响是由于它作为一个区域 (经济 )一体化组织所

拥有的特性。欧盟成员国已经把一系列事项上的权限

和决策权移交给欧盟，1 欧盟由此以自己的名义自行

参与国际事务。欧盟缔结的大量国际条约是欧盟法

律的一部分。这些协定不仅对欧盟的机构有约束力，

而且对其成员国也有约束力。此外，与传统的国际组

织不同，欧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其成员国和成员国

当局采取行动和履行它的国际义务，而不一定通过

自己的“机关” 或“代理人”。因此，传统国际组织与

欧盟等组织两者间有很大差异，欧盟是一个区域 (经
济 )一体化组织，有着以法律为依据的重要的对外关

系权力，而这种权力往往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演变。

2. 由于它经常被允许同各国一起加入多边条

约，因此欧盟作为一个区域 (经济 )一体化组织，对

条约法和相关实践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现有的有

关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对上述情况作出的体现

非常有限。这一问题值得关注，因为欧盟是受到有关

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潜在影响最大的机构。没有

其他国际组织是这种情况。目前，欧盟仍然不认为条

款草案和对草案发表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国际组织的

多样性。若干条款草案似乎不妥，甚至不适用于像欧

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即便考虑到评注中提及的某

些细微差异。此外，一些评注表明，用来支持所拟条

款的相关实践极其稀少，几近于无。因此现在的问题

是，国际法委员会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拟议有关的 
条款。

3. 考虑到这些评论，欧盟委员会认为委员会应

进一步考虑现有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是否适宜委员

会二读予以通过，又或者需要就其开展进一步讨论

和工作。

劳工组织

1. 条款草案过度依赖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

案。由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有很大的

差异，因此没有理由在责任问题上遵循同样的做法。

国家行使一般管辖权，而国际组织则按其组成文书

所明确或暗中赋予它们的职责，行使特定的管辖权。

2. 与国家不同，国际组织必然是在几个国家的

领土上行动。因此，许多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中都

有一条关于国际组织在成员国内的法人资格和法律

能力的规定。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三十九

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2节第9条；《国

际移民组织章程》第9章第27条；《国际橄榄油和食

用橄榄协定》第5条；《欧洲专利公约》第5条等等。

3. 必须对国际组织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国际不

法行为和被各国法律视为不法的行为进行区分。虽

1 随着《修订〈欧洲联盟条约〉和〈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

的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12月1日生效，欧盟一体化政策的

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大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除外 )；见《欧洲联

盟运作条约》第2至第6条开列的欧洲联盟权限类别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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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委员会明确表明条款草案不涵盖后一种行为，1 文
件中引用的若干例子仍然模棱两可。特别报告员赞

成国际组织承担国际责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际法

院在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

的争议案的咨询意见中指出，联合国可能要对“此种

行为” 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2 不应忘记，“此种行为”

是指被两家商业公司认为是有损声誉的讲话，因为这

类讲话通常违反国家法律。由于这些讲话是联合国

或其代理人以公务身份发表的，因此享受诉讼豁免，

但国际组织可能要为其承担责任的“行为” 仍然是违

反各国法律的行为，而不是国际不法行为。

4. 当国际组织在国家法律体系内行事时，包括

当它们不遵守商业合同，或维和人员开车违规，即有

违法行为时，这些违法行为不是国际不法行为。它们

只是法律诉讼豁免所涵盖的违反国家法律行为。如果

解除这一豁免，国际组织就要接受国家法院的管辖。

因此，这些例子不能直接作为委员会正在讨论的议

题的依据，而只能用于支持以下一般原则，即国际

组织可能要为根据国家法律认定的不法行为造成的

损害承担责任。因此，劳工组织促请国际法委员会

审查评注中援引的例子，例如第二部分第二章的总

评注第 (5)段中所引用的索马里车祸的例子，或第35
条草案评注中所引用的导致联合国进行赔偿的例子。

1 第1条草案评注第 (3)段。
2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8至第89页，第66段。

货币基金组织

1. 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关切是方法问题和委员

会在起草条款草案时对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依

赖。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一方法有误，原因有二。

2. 首先，国家和国际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与

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拥有一般性权限。1 相反，一

组织的法律权限受其组成文书的束缚，而组成文书

与据其通过的条例和决定，构成了特别法。要确定

一国际组织对针对其成员采取的行动的责任，应当

评估该组织是否根据这一法律框架行事，是否以其

他方式违反了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或其主动接受的

另一项义务。条款草案当前的措辞错误地暗示一国

际组织可对其成员承担责任，即便该组织遵守了它

的组成文书、强制性规范和它具体接受的其他义务。

这种方法不符合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

3. 第二，条款草案的许多条款本身无法普遍适

用。不同国际组织的法律框架有着重大差异，很难

制定适用于所有这些组织的原则。尽管国家拥有相

同的属性，国际组织却有着不同的宗旨、任务和权力。

条款草案未能顾及这些差异，因此有一些至少对一

些国际组织 (例如国际金融机构 )来说似乎相关性不

大的条款。货币基金组织质疑在草案中纳入这些条

款是否妥当。

4. 条款草案的许多特性似乎超出了在国际组织

责任问题上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的范围。货币基金

组织承认，委员会的《章程》第1条第1款规定，“国
际法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撰为宗旨。”

虽然委员会没有在条款草案在何种程度上是编撰或

逐步发展国际法的问题上提供说明，但大多数条款

显然是一次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尝试。2 评注应明确表

明这一点。

2 以条款草案第16条第2款为例，该款规定，国际组织可

因批准或建议一成员国采取如由国际组织采取即为国际不法

行为的行为，而产生责任。

北约

1. 北约希望表示关注的是，条款草案和相关评

注有时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组织的特别情况，这

些组织由于其从事的活动或其他因素，由成员国实

际上拥有所有决策权，参与组织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2. 以下评论涉及本组织的结构、其决策程序和

关于求偿要求的做法。北约是条款草案第2条 (a)项
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此是一个国际法的主体。它

拥有国际法律人格和缔结条约的权力。

3. 北大西洋理事会是北约的主要政策和决策机

构。理事会由北约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全年举

行会议。理事会最通常举行的是派驻在北约总部的

常驻代表级别的会议，但正常情况下每年也举行两

次外交或国防部长级会议，有时也举行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级会议。理事会同样拥有决策权限和权力，

无论是哪个级别的会议，其决定具有同等的地位和

效力。

1 国际法院在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

咨询意见中指出：“国际组织与……国家不同，并不拥有一般

性权限。国际组织受 ‘特殊性原则’ 的制约，也就是说，创建

这些组织的国家赋予组织权力，该权力的限度取决于创建国

交付这些组织来增进的共同利益”，《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78页，第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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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约的决定在成员国代表进行讨论和磋商

后，以协商一致方式做出。不进行表决，也没有多

数决定。北约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在理事会发表意见

的同等权利，在所有国家都愿参加协商一致意见以

示支持后，方做出决定。因此，决定表达的是主权

成员国家的集体意愿，以共同同意的方式做出，并

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每一成员国都对决定承担全

部责任，并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它拥有必要的国

内立法和其他授权来执行理事会在它参加和支持的

情况下通过的决定。北约始终沿用以协商一致方式

做出决定的原则，该原则表明决定是成员国做出的，

每个成员国都参与或有充分机会参予决策的每个阶

段。北约的每个级别都适用这一原则；所有成员国都

可以—而且在实践中亦如此—以平等身份参加

北约内部的所有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构。

5. 关于北约特派团，每一个北约或北约主导的

行动，都需要由北大西洋理事会来规定任务。要由

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各国根据自己的权力来对北

约主导的行动做出决定，但是，在实践中，理事会

的决定通常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或

根据要求北约参与或提供支持的某一国家或一些国

家的要求做出的。每一个任务规定都表明行动的宗

旨和目标。北约国家在理事会商定某一特派团确切

组成情况，要求北约军事部门提供军事需求的信息，

以便成功地完成任务。在理事会决定启动北约主导

的行动后，北约军事部门制订行动计划，计划必须

得到理事会批准。这一行动计划除其他外，列有交

战规则 (包括使用武力的规定 )、管辖权和求偿要求。

理事会的任务规定和军事行动计划通常都明确重申，

各国打算在全面遵守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相

关国际公法和酌情遵守国际人权法的原则和准则的

情况下开展行动。

6. 关于在北约行动或其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合

同求偿问题，应指出，北约在所有其为合同一方的

合同中都有一个标准的仲裁条款。合同关系中出现

的争端如果没有友好地获得解决，就可以根据这一

规定提交仲裁。

7. 最后要指出的，可能与法律责任最有直接关

系的是北约的清理赔偿程序。《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

关于其部队地位的协定》第八条规定了适用于北约成

员国之间出现的所有索偿的程序。通过《北大西洋条

约缔约国与参加和平伙伴关系的其他国家之间关于

其部队地位的协定》，其规定也比照适用于所有参加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国家。

8. 如果与既不是北约成员也没有参加和平伙伴

关系计划的国家一起采取行动，一般会在北约同有关

国家签订的地位协定或类似的协定中纳入索偿条款，

涵盖参加行动的非北约国家以及北约成员国。

9. 北约的索偿条款和程序已经由北约及其成员

国成功执行了大约六十年之久，同北约伙伴一起执

行的时间虽然短一些，但也有很长时间了，为国际

社会中其他类似关系提供了一个典范。

经合组织

1.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可能并不总是适用

于国际组织，因此不应成为起草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

条款草案的依据。事实上，虽然国际组织拥有国际法

律人格，但与国家不同的是，它们不拥有一般性权限，

并因其组成文书所述任务规定的范围而受到限制。因

此，经合组织也认为，委员会应考虑在其评注中说明，

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或不可以认为条款草案根据现有

实践对当前法律进行了编撰。

2. 现有的条款草案没有提出强制执行的机制，

也没有指明负责对条款进行解释的实体。委员会将

会预见一国际实体或国内法院拥有这种针对组织的

一般性权限吗？如货币基金组织所述，1 两种做法都

不符合一些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因为它们在诸如

解决争端的一些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解释或执行机制。

1 见《200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45
号文件，第33页，第6段，一般评论。

统法协会

1. 统法协会的宗旨是审查如何统一和协调各国

和各类国家的私法，逐步为有关各国采用私法统一

规则做准备。为此，统法协会草拟法律和公约草案

以期制订统一的国内法律；编制协议草案，协助促进

私法领域的国际关系；就比较私法开展研究，对其视

需要与之保持联系的其它机构在任何这些领域中执

行的项目进行跟踪；组织并出版它认为值得广泛传播

的文献。统法协会还担任它主持通过的一些文书的

交存机构，并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技术援助活动。

2. 除其自身机构就纯机构或财务性质的事项

(批准预算、摊派缴款和委派代理人 )所做的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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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统法协会的决定对其成员国没有约束力。它主

持通过的文书只对那些接受、批准或加入文书的国

家有约束力。此外，统法协会没有加入其他任何组织，

也没有其他组织是统法协会的成员。

3. 统法协会认真审阅了条款草案并得出结论认

为，统法协会的活动不会导致涉及草案所要规范的

那类责任的行为或不作为。

联合国

1. 联合国秘书处指出，充分承认“特殊性原则”，
是处理国际组织责任的根本。正如国际法院在国家

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

所指出的：

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与国家不同，它们并不拥有一般性

权限。国际组织受“特殊性原则” 的制约，也就是说，创建这

些组织的国家赋予它们权力，该权力的限度取决于共同利益，

而创建国委托这些组织来增进这种利益。1

因此关键的是，在比照适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将其所列各项原则转移至国际组织时，委员会

考虑的指导因素应当是各个国际组织的特殊性：其组

织结构、理事机关的性质和组成、规章、规则和特别

程序—简言之就是组织的特别性质。秘书处指出，

尽管通过适用关于特别法的第63条草案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该原则，但秘书处的许多评论都涉及“特殊

性” 原则。

2. 在这方面，秘书处主张在关于规则的具体评

注前面作出一般性介绍，像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

案评注的一般性介绍那样，这将为委员会在编纂或

发展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国际法规则或指导原则

方面制定原则。这些原则除其他外，应包括对国家

和国际组织之间差异的解释，以及对国际组织相互

间差异 (即特殊性原则 )，主要和次要规则间的对立

关系，以及国际法规则和组织内部规则区别的解释。

在这方面，秘书处还建议，这样的一般性介绍应指明，

在评注中提及任何主要规则都不妨碍这些规则的内

容及其对国际组织的适用。

3.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法律与关于国家责任的

法律的另一个不同方面是可供委员会参考以确定法

律的实践情况很不一样。在这方面，秘书处注意到，

委员会在若干条款草案的评注中承认，可支持所拟议

规定的实践有限或不存在。对评注的一般性介绍可以

说明这一点，并解释这对条款草案特性造成的后果。

4. 在国际法委员会缺乏关于实践的资料的情况

下，秘书处尝试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资料，介绍涉

及联合国的所有相关实践。

5. 秘书处的审查范围仅限于条款草案中联合国

特别感兴趣的26条。这次审查参考了现行实践，虽

然不一定做到详尽无遗，但仍具有说明性意义。在

某些情况下，实践与所拟议的规则相一致，在另一

些情况下，实践与规则相冲突，更有一些情况是实

践不一致，实践的法律资格尚有争议或不明晰。讨

论的联合国实践大多与维持和平行动有关，就一些

条款草案提出的实践则涉及联合国对个人或其他非

国家实体提出的求偿要求所采用的处理方式。虽然

这些求偿要求并非条款草案的主题，但这方面的实

践仍予提出，供委员会酌情采用。

6. 然而，缺乏支持性的联合国实践并不一定具

有结论性意义，在有些情况下，秘书处支持纳入一

条规则，作为未来可能发展的实践的指导原则。但是，

在由于本组织的固有性质而缺乏实践之处或在比照

采纳国家责任的做法似乎未获支持之处，秘书处质

疑在条款草案中纳入规则或已拟订的规则的恰当性。

世界银行

1. 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工作组在第一次

报告中明确指出，该项目和早前关于国家责任的项

目所采用的“责任” 一词，指的只是“国际不法行为在

国际法中的后果”。1 由此可见，条款草案是次要规则，

委员会无意界定一旦违反即引发责任的国际义务的

内容。事实上，定义国际义务的内容属于主要规则，

而非次要规则。此外，鉴于各个国际组织在其国际

义务的法律来源方面情况各有不同，要委员会制订

出顾及国际组织根据主要规则承担义务的责任规则

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为避免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和所附评注成为援

引想象中的国际组织主要义务的借口的风险，委员

会不妨考虑在对一般原则 (第二部分第一章 )的评注

中明确声明，条款草案或所附评注中所有提到主要

义务的地方，均为例举，并不是委员会对这些主要

1 《200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92页，第

465段。

1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6页起，详见第78页，第

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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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认定，因为就草案而言，认定工作不是由委

员会来进行的。

3. 虽然对草案的许多条款提出的评注均就实践

之缺乏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因而采用了“同样”、“类
似” 和“似乎” 之类的措辞 )，但委员会最好考虑在其

评注中说明它认为条款草案在何种程度上是在编撰

现有的法律，并在确为编撰现有法律时，提出相关

的实际实践的例子。

B. 对条款草案的具体评论

第一部分

导 言

第1条 本条款草案的范围

欧洲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也希望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第1条草案

所述条款草案 (对一国际法项下的不法行为的国际责

任 )的适用范围与经常提及管理权的有关评注之间的

关联。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 

电信联盟、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1. 这些组织对条款草案的范围也有一些同样的

关切。特别是，它们难以理解，为什么委员会纳入

了一些与国际组织责任相关的国家责任问题有关的

条款，却将另外一些条款排除在外。考虑到国际组

织的明确法律人格，委员会本应该恪守交它审议的

专题的名称，使其限于“国际组织的责任”；要么就应

该始终如一地采用一种更为灵活的办法，在条款草

案中纳入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国家责任的各个方面 (包
括国家相对于国际组织的责任 )。

2. 令人遗憾的是，条款草案没有始终采用其中

的一种做法：一方面，在第1条草案的评注的第 (10)
段中，委员会解释说：“本条款并未解决关于一国可

能要对一个国际组织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 (另见

第18条草案 )。但是，另一方面，确有若干条款明确

或暗中谈到这些问题 (特别是条款草案第1 (2)条、第

32 (2)条、第39和第49条以及第57至第61条 )。

3. 委员会应当采用第二种做法，阐述国家与国

际组织相关的责任的各个方面。与前述委员会对第1
条草案的评注中的说法相反，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似乎并未有效涵盖所有涉及国家与国际组织相

关的责任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委员会应在条款

草案中，而不是仅仅在评注中正式加以声明。但是

这些组织怀疑情况并非如此，并认为应将上述条款草

案中的做法补充完整，以便明确和全面地阐述在国

际法项下国家责任与国际组织责任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果条款草案按此处的建议阐述国家相对于国际组

织的责任问题，这些组织敦促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

适当考虑到国际组织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不同立场。

劳工组织

1. 第1条草案规定，条款草案“适用于” 国际组

织的国际责任。这一措辞产生的问题是：准备“适用”

条款草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准备提出一项新

的国际条约，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谁来谈判并最

终缔结该条约。这项条约是仅由国际组织缔结，还

是仅各国缔结，或是两者皆有？如果条款草案仅由各

国批准，那么就必须全面解决现有组成文书和新条

约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果条款草案作为条约法“适用

于” 国际组织，那么这些组织而不仅仅是各国都接受

这些条款约束，似乎更为妥当。在这种情况下，就

会产生一个新的法律义务：国际组织需要获得其最高

机构的同意，而这些机构通常由大多数 (如果说不是

全部 )成员国组成。此时，至少应允许国际组织全面

参与此类条约的制订工作，它们的意见在委员会的

审议中应该更有份量。国际组织参与《专门机构特权

和豁免公约》的制订和执行工作的方式或许可提供一

些启发，国际组织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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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的方式或许

更可提供启发。

2. 如果条款草案是要编撰现有的习惯法，那么

草案既要依循一般惯例，也要依循法律确信。从委员

会引述的例子来看，很难找到一般惯例。此外，各国

际组织发表的意见不仅表明没有法律确信，而且还

表明它们显然不认为除了一套可被国际法确认为强

行法的非常狭义的规范之外，该领域中有任何习惯

法。因此，条款草案似乎并不是在编撰现有的习惯法，

而只有通过一项有国际组织重大参与的国际条约，条

款草案才能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



 国际组织的责任 141

3. 即便条款草案仅由联合国大会认可，它也必

须像国际法院在世卫组织和埃及之间关于1951年3
月25日的协定解释案咨询意见中所述的那样，按照

“国际法一般规则、[各组织的 ]宪章或 [各组织 ]参加

的国际协定” 来制订。1

4. 此外，看到实际执行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产生哪些后果之后，再进行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辩

论，可能稳妥一些。委员会通过这些条款九年之后，

大会仍在对其进行审议，没有人呼吁谈判缔结一项

国际条约。

1 《198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3页起，详见第89和第90
页，第37段。

第2条 用语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电信联盟、 

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这些组织不确定第2条草案 (b)项界定的“该组织

的规则” 1 的定义要在条款草案中起什么作用。它们

尤其难以理解的是，对组织的规则的强调如何与第

31条草案中提到的组织规则的无关性原则联系起来。

1 多名顾问对“该组织的规则” 的定义表示关切，认为该定

义不完整，并提出第2条草案应当确定组织规则的等级，或至

少在评注中予以强调。

欧盟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注意到，第2条草案 (c)项提到“代理

人” 这一用语，但没有提出定义。国际法委员会不妨

重新审查该用语的定义，或许可以把它同第5条草案

结合起来，因为第5条草案对“机关” 或“代理人” 行

为责任的归属提出了一般性规则。

劳工组织

1. 委员会在第2条草案中提出的“国际组织” 定

义增加了现有定义的内容，即组织成员可以是“其他

实体”。新增的内容似乎没有对定义第一部分已经覆

盖的内容做出重大增添，因为后者似乎足够宽泛，包

含了国家以外其他实体成为成员的可能性。成员资

格的变化似乎并不对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产生任何

影响。劳工组织注意到，已经有一个组织建议删除

这一案文。1 但是，劳工组织完全支持不采用“政府

间组织” 这一表达方式，认为该表达方式没有确切反

映出劳工组织成员代表由三方结构。

2. 劳工组织在先前的评论 2 中已对“代理人” 这

一用语的宽泛定义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委员会

采用的只是国际法院对这一用语定义的最后一部分。

这样一来，“受该组织的一个机关委派的” 3 等重要限

定成分被取消了，使得该组织外部的实体认定该组织

是否通过个人或并非其官员的实体采取行动成为可

能。这样的做法无视该组织的规则，在双方达成协

议明确排除代理人关系的情况下，其结果甚至可能

违反这些规则。据劳工组织所知，现有的国际组织

惯例和代理法的一般原则中并不存在这种对条款草

案所拟议的“代理人” 一语的理解，它会使各组织的

行事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它们的行为过于谨慎，

不利于完成任务。例如，“代理人” 一词不应涵盖可

能通过签订合同协助一些机构开展工作的外部合作

者 (咨询顾问 )或类似公司或非政府组织之类的分包

签约人。在劳工组织签订的合同中系统地列入了一

个条款，排除该组织关于外部合作者或服务提供商

的行为的赔偿责任。

3. 委员会还不妨注意在组织中以其本国国民身

份履行临时职能的各国代表的情况，例如：会议和机

关的主席；诸如国际法委员会之类的机关的成员，或

者各行政法庭和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这些人是否

都应当被视为可能致引发关组织责任的代理人？

4. 劳工组织在其2006年的评论 4 中提出了私营

公司等“实体” 的问题。鉴于国际组织中公私伙伴关

系日益成为大势所趋，就“代理人” 做出的这种宽泛

定义可能对这种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的不

利影响。

1 《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A/CN.4/556号
文件，第40页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评论 )。 

2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68和
Add.1号文件，第145至第146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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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起，详见第177页。

4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A/CN.4/568和
Add.1号文件，第149页。

欧安组织

在第2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中，委员会似乎认

为，欧安组织虽然不是依据条约建立的，但也符合第

2条草案 (a)项中界定的国际组织的两个标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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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参加国并没有就欧安组织应满足下列两个

条件中任何一个取得共识：欧安组织是否拥有自己的

法律人格，欧安组织的组成文书 (首先是《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和《新欧洲巴黎宪章》 )是否受国际法的管

辖。目前欧安组织的审议和决策机构正在讨论这些

问题，欧安组织秘书处准备向委员会通报这些审议

的进展或最后结果。

联合国

1. 关于第2条草案 (a)项对“国际组织” 的定义，

特别是国际组织的组成问题，在联合国近期的实践

中，秘书处将两个国际法庭，即塞拉利昂问题特别

法庭 1和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2 视为国际组织。这

两个法庭是通过联合国分别与塞拉利昂和黎巴嫩政

府签订的协定而建立的，两者都享有国际法律人格

和有限的条约制定权力。因此，秘书处认为，(单一 )
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通过协定建立一个国际组织。

2. 第2条草案 (b)项引起了关于“该组织的规则”

的双重性质难题，即既可以是内部规则也可以是国

际法规则。尽管在1982年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

组织相互间条约法条款草案第2条草案的评注中，委

员会承认了这一困难，并认为“提到组织的 ‘内部法’

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这种法律虽然有内部的一方

面，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国际性的一面”，3 本套条款

草案未就这一困难进行什么讨论。按照目前的定义，

并根据第9条草案的规定，“该组织的规则” 无论是内

部规则还是国际法规则都可能引起有关组织的国际 
责任。

3. 秘书处质疑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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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规则”

的定义挪用至国际责任方面的恰当性。秘书处还认

为，“该组织的规则” 的宽泛定义，使其包括了一组

织组成文书以外的多种文书，不仅大大增加了有关

组织违反其可能要为之负责的“国际法” 义务的广度，

更重要的是，根据第9条草案的规定，可能也导致其

违反内部规则。

4. 为了充分领会所拟议的定义在条款草案对联

合国的适用范围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秘书处希望向

委员会提供一份依据目前定义，通常属于“该组织的

规则” 的有关联合国文书的简要介绍；这些文书根据

有关规则，可能具有国际或内部性质：

(a) 联合国的组成文书是《联合国宪章》。虽然

其大部分规定属于国际性质，但有些规定，如第一百

零一条，也构成组织的内部法律；

(b) “决定” 和“决议” 一般被理解为指联合国主

要机构，如大会、安全理事会、4 以及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的决定和决议。主要机构的某些决定或决议，如

大会通过的国际公约，在性质上属于国际法，但其

他诸如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或财务条例

和细则等的决议，则构成组织的内部法律；

(c) “组织的文书” 包括多类非常不同的文书，

如所有机关包括秘书处的决定和决议 (秘书长的通告

和其他行政通知 )、联合国机关首长之间的换文、联

合国设立的国际法庭和联合国内部法庭的司法裁决

和裁定、秘书长与国家或国际组织缔结的国际协定，

以及各种合同安排。

5. 联合国的一些活动领域几乎完全是通过实践

发展起来的，最明显是维持和平行动的建立和进行，

以及本组织主要和附属机构的工作开展 (如主席团成

员的选举、投票程序等 )。

6. 目前拟议的“该组织的规则” 定义未能就内

部规则和国际规则进行区分，以便依照第9条草案的

规定将责任归于一国际组织。根据该定义可能包括

的许多文书，视其内容而定，可能被视为具有内部

或国际性质，对有关组织的国际责任带来非常不同

的后果。因此，秘书处建议，在关于“规则” 的定义

中反映这一重要区别，清楚地表明违反该组织的规

则引发责任，原因并非是违反了“规则” 本身，而是

因为违反了规则所载的国际法义务。

7. 关于第2条草案 (c)项，“代理人” 的定义是以

1949年国际法院在对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伤害的

1 《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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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871卷，第 I-50125号。

2 《联合国和黎巴嫩共和国关于设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

的协定》 (2007年1月22日，贝鲁特和2007年2月6日，纽约 )，
同上，第2461卷，第44232号，第257页。

3 《1982年……年鉴》 [英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页，

第2条草案的评注，第 (25)段。

4 安全理事会“决定” 一词现在包括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主席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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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案咨询意见中的一段文字为依据的。法院表示，

法院理解的“代理人” 是指：

受该组织的一个机关委派，执行或协助执行组织职能之一*的
任何人，无论此人是否为受薪官员，也无论此人是否为长期

雇用人员—简言之，代组织行事的任何人。5

8. 然而，拟议的定义遗漏了国际法院咨询意

见中的限定性短语：“受组织的一个机关委派，执行

或协助执行组织职能之一*的任何人”。在第5和第

7条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指出，“代理人” 一词“不
仅指联合国官员，而且指根据联合国一个机关赋予

的职能而为联合国*行事的其他人”，6 且“机关和代

理人应被理解为行使该组织职能的人和实体*”。7 但
是，所履行职能的性质并非委员会定义中的一个明示 
要素。

9. 为履行职能，联合国通过各式各样的个人和

实体以不同的方式行事。这可以包括执行联合国核心

职能的工作人员，以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企

业承包商。后者的职能对“本组织的职能” 而言是附

带和辅助的。这些个人和实体的种类，远远超越了《联

合国宪章》原来所设想的各类“工作人员” 或《联合国

特权和豁免公约》所规定的“官员” 和“特派专家” 范

畴，在联合国60年的实践中不断演变。这些发展反

映了联合国任务在数量、种类和复杂性方面的大幅

激增。例如，联合国经常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等其他实体订立伙伴关系和其他合作安排，并雇佣

承包人提供商品和服务。

10. 作为说明，下面开列了一些“代组织行事”

的个人和实体，不管他们是否履行联合国的法定

职能：

(a) 个人—包括工作人员；秘书处官员以外的

其他官员；联合国志愿人员；专家 (其中包括联合国

机关指派的人员、特别报告员、人权条约机构的成

员、调查委员会委员、制裁专家小组成员、联合国

警察、军事联络官、军事观察员、顾问、无偿借用

人员和免费提供的人员 )；个体承包商；及技术合作 
人员；

(b) 实体—包括代表联合国履行本组织职能

或应联合国要求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机构。例如，联

合国经常与私人公司订立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商业协

议。附于签订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合同的“合同一般条

款” 规定：

承包人应具有独立于联合国的承包者的法律地位，不得将……

任何规定解释为……建立雇佣关系或委托和代理关系。一方的

职员、代表、雇员或分包人在任何方面均不应被视为另一方

的雇员或代理人，而且每一方应单独承担雇用这些人或实体

所引起的或与此有关的一切索赔主张。8

合同还规定，对于因承包人或承包人雇用的任

何分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

引起的任何索赔主张，承包人须向联合国作出补偿，

使其免受损害，并为其进行辩护。尽管这些合同可

能没有施用于第三方的效力，但说明了联合国就当

事方之间的关系性质所采取的立场。

11. 联合国还经常使用“执行机构” 和“执行伙

伴” 来开展其某些方面的活动。开发计划署常常使

用“执行机构” 开展其某些方面的援助方案。开发计

划署《标准基本援助协定》规定，“执行机构” 应享有

特权和豁免，并将其定义为包括专门机构和原子能

机构。这些机构被赋予了“独立承包人” 的地位。“执
行伙伴” 可能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开发计

划署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均与非政府组织签订协

议，以执行某些活动。在“开发计划署和非政府组织

标准项目合作协议” 中具体规定，非政府组织人员

不应被视为开发计划署的雇员或代理人，而且开发

计划署不对根据协议进行的活动所产生的求偿要求

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该协议还规定，非政府组织应

就所有索赔主张向开发计划署作出补偿，使其免受 
损害。

12. 秘书处认为，委员会采用的广泛定义，可

能使国际组织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因此应予以修订。

在本组织中的实践中，断定某一个人或实体是否为联

合国“代理人” 的一个要素取决于有关个人或实体是

否在执行本组织的职能。然而，尽管是否在履行法

定职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却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应

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他因素，如有关个人或实体的地

位，联合国与该个人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和控制程度，

也可能是相关因素。如上所述，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在执行着联合国也在履行的职能的个人和实体，

8 联合国，合同一般条款：商品和服务提供合同，第1.2段。

5 《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起，详见第177页。
6 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 (3)段。

7 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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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不会被视为本组织的“代理人”，而是被视为

协助本组织实现共同目标的合作伙伴。

13. 秘书处认为，条款草案有关“代理人” 的定

义，最起码应区分执行某一国际组织的职能的人和

不执行这些职能的人。因此，应当将有关个人或实

体是否执行“组织的法定职能” 的检验标准作为一项

要件纳入该定义。但如上所述，这可能并不一定是

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14. 因此，鼓励国际法委员会进一步审议联合

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实践，以便查明在任何个案中，

必须考虑哪些情况，以断定某一个人或实体是否为

有关国际组织的“代理人”。这可能有助于提高清晰

度，明确为条款草案的目的作出断定时需要考虑的 
特性。

世界银行

条款草案中没有“机关” 的定义，但在第2条草

案 (c)项下提出了一项关于“代理人” 的定义。其现有

案文可能需要改进。特别是：

(a) 由于委员会仍未界定“机关” 这一用语，“代
理人” 的定义是否也包括机关？一方面，委员会在若

干条款的草案中采用了“机关或代理人” 的表述方式

(从而明确区分这两个用语 )，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作

出否定的答复；另一方面，由于委员会表示，“机关

和代理人之间的区别看来与把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

的目的无关”，人们可能会对同一问题作出肯定的答

复。1 为避免对这一点出现误解，世界银行认为，委

员会最好在条款草案中提及组织原则，并类比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款中该用语的定义，以此提出“机关” 的

定义。2

(b) 对于“代理人” 的定义，世界银行理解“包
括” 这一用语比“是指” 更好，因为它也消除了行为

归属不应受到不当限制的关切。但是，为明确无

误起见，世界银行明确希望在界定“代理人” 和“机
关” 两者的定义时，采用“是指”，而不是“包括”。 

1 见第5条草案评注第 (5)段。
2 第4条第2款 ( “国家机关的行为”)。

第二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4条 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欧盟委员会

1. 欧盟委员会注意到委员会决定不在草案中列

入对应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条 ( “把一国的行

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的条款。不在关于国际组

织责任的草案中列入对应条款的原因已在第4条草案

的评注、特别是其第 (4)和第 (5)段中列出。对于关于

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3条中的第二句，这些评注指

出，一国际组织的内部规则不能与国际法有很大的差

别。但是，虽然这一评论或许符合传统国际组织的

情况，却似乎并不符合欧盟的情况。在欧盟中，包

括在欧盟的司法实践中，一般的解释是欧盟的内部

法则独立于国际法。

2. 欧洲联盟法院已经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范根

德和洛斯诉荷兰税务局案中提出，《建立欧洲经济共

同体条约》所确立的新法律秩序与普通国际法不同：

共同体构成一种新的国际法法律秩序，为此各国在有限的领

域内限制了它们的主权权利，受这种法律秩序约束的不仅是

成员国，而且还有其国民。共同体法独立于各成员国的立法，

因此它不仅规定了个人的义务，也打算赋予个人权利，而这

些权利成为其法律传承的一部分。之所以有这些权利，不仅

是因为它们是《条约》明确赋予的，而且也是因为《条约》以明

确界定的方式规定了个人、成员国和共同体机构的义务。1

3. 最近，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诉爱尔兰案 (混
氧核燃料厂案 )中，欧洲联盟法院在该涉及《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侵权案中强调：

一国际协议不能影响《条约》所界定的责任分配，因此也不

能影响共同体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法院确保该法律系统得到

遵守。2

1 第26/62号案，1963年2月5日的裁决，《1963年欧洲法

院汇编》，第1页。
2 第C-459/03号案，2006年5月30日的判决，同上，2006年，

第 I-4708 页，第1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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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2008年9月3日对卡迪和阿尔 · 巴拉卡

特案的上诉判决中，欧洲联盟法院认定即便是《联合

国宪章》，也不能优先于欧盟创建条约中有关包括保

护基本权利在内的欧洲联盟法律的普遍原则所规定

的根本规则 ( “欧洲联盟的基本法律” )。3

4. 因此，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便不受国

际法原则管辖，而是受作为不同法律来源的欧洲法管

辖。如果欧盟成员国之间或与第三国缔结的国际协定

触及欧盟法律管辖的事宜，那么这可能对欧盟法律与

这些协定之间的潜在冲突产生影响。4 例如，按照欧

盟法律，“条约必须遵守” 这一国际法律原则适用于

与非欧盟成员国达成的国际协定，但未必适用于欧盟

成员国之间缔结的协定，因为欧盟法律享有优先权。

5. 无疑，有一些国际组织比欧洲联盟更容易受

国际法的“影响”，对这些更加传统的国际组织来说，

第4条草案的评注第 (4)和第 (5)段或许有相关性，欧

洲联盟对此并无异议。但是，这些评注应明确说明

它们不适用于欧盟。

3 第C-402/05 P号案和第C-415/05 P号案，亚辛 · 阿卜杜

拉 · 卡迪和阿尔 · 巴拉卡特国际基金会诉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

洲共同体委员会案，同上，2008年，第307至第308段。
4 见《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351条第 (2)款。

劳工组织

第4条草案规定，不作为也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在这一点上，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区别似乎

很大。虽然国家采取行动的决定要由自身的机关做

出，因此可以在不作为时据此认为它要承担责任，但

国际组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国际组织的行政机关

根据由国家组成的理事机构所下达的任务采取行动。

没有成员国的意愿，组织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成

员国能否做出决定取决于难以达成的妥协。联合国

是否应当为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为其指定的关于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能承担责任？从何为采取行动的

适当决定的角度来看，对一国际组织做出的大多数

甚至全部决定而言，不作为都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第58条草案将妨碍认定组织的责任。

此外，如果理事机构已经做出采取行动的决定，且

据称的不作为乃执行机关所致，那么这种行为就违

反了组织的内部规则，有关事宜将受特别法 (第63条
草案 )的管辖。

第二章

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

第5条 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的一般规则

经合组织

第5条草案所依循的是一个归属的职能标准，即

官员以组织“代理人” 的身份行事。经合组织认为，

这种标准应与货币基金组织以往提交的评论保持一

致，1 并与用来确定经合组织官员的行为是否构成以

公务身份进行的属于经合组织豁免权范围的标准相

一致。事实上，尊重一个组织在其组成文书或关于豁

免权的协议中规定的豁免权，是该组织完成使命所必

需的，因为这将保护组织免于来自国家法院的诉讼，

后者可能对组织的国际义务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

目前起草的条款草案及所附评注可被解释为优先于

组织的组成文书或豁免协议。

1 见货币基金组织，对关于行为归属的规则的评论，《2004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45号文件，第

46页，第3段；另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568和Add.1号文件，第145页。

联合国

1. 关于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的第二章，委员

会在介绍性评注第 (5)段中提出本应是不言自明的下

面这一点：

本条款不指向不能把行为归于该组织的情况。例如，条文中

没有明言，而只是暗指：如果国家或国际组织经安全理事会授

权，在其部队与联合国联系的指挥链以外采取必要措施，有

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军事部队的行为不归于联合国。

联合国本来不需要对此点作出评论，但鉴于欧

洲人权法院最近的判例—将受国家或区域指挥和

控制的军队行为责任归于联合国—秘书处希望比

较深入地评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过去六十年来

发展的原则和实践。

联合国行动的行为归于联合国—联合国指挥和控

制的原则

2.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对两种类型的军事行动

进行了明确的区分：(a) 在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进行

的联合国行动，及 (b) 在国家或地区的指挥和控制下

由联合国授权进行的行动。在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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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联合国行动是联合国的附属机构。他们受安

全理事会的政治指挥，向秘书长负责。由联合国授

权的行动是在国家或区域指挥和控制下进行的行动，

虽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但行动的进行和经费

独立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授权进行行

动，但不控制行动的任何方面，在行动的进行期间也

不对之进行监测。安全理事会在作出授权后的作用，

仅限于接收由开展该行动的牵头国家或组织提交的

定期报告。

3. 在断定军事行动成员的某一作为或不作为是

否归于联合国的问题时，联合国的指导原则是：对有

关行动或行为是否负有“指挥和控制” 责任。关于军

事行动的运行活动，包括有关交战活动的责任范围，

联合国所持的立场，可见诸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保护

部队和其他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报告：1

17. 联合国对联合国部队与作战有关活动负有国际责任

的前提是，所涉行动应完全在联合国的指挥和控制下。《宪章》

第七章授权的行动是在国家指挥和控制下进行，部队活动的

国际责任则归属于进行这项行动的国家。……

18. 在联合行动中，部队行为的国际责任取决于确定部

队提供国与联合国间的合作模式的安排所规定的行动指挥和

控制权。在联合国与部队提供国间没有正式安排的情况下，

则根据各方在进行行动中所行使的有效控制程度，逐案确定

责任。

4.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将责任归于联合国行动

或由联合国授权行动的问题只出现过两次：在大韩民

国的行动和索马里行动。在大韩民国的行动是在国家

的指挥和控制下进行，但在索马里，由于同时或连

续部署两个行动—一个联合国行动和一个由联合

国授权的行动—而且两者在时间和地点上很接近，

因此引起了在两个行动中造成的损害或伤害的责任

归属问题。

5. 1950年代的大韩民国行动是第一个由联合国

授权的行动。2 该行动在美国统一指挥下进行，定期

通过美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对行动的索赔要

求由统一指挥部处理，或视情况由参与国根据美国

与参与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协定处理。虽然联合国不

能肯定地说，所有这类索赔要求均由统一指挥部做

出了处理并补偿，但可以肯定说的是，没有一项是

由联合国处理解决的。

6. 1992至1994年间，在索马里部署的若干联

合国和美国领导的行动，基本上同时并在同一行动

地区内进行。这些行动保持独立的指挥和控制结构，

包括在执行联合或协调行动的情况下。3 行动设立的

索赔委员会根据联合国行动或由联合国授权的行动

是否对有关行动掌握有效指挥和控制的原则处理第

三方索赔要求。

7. 在索马里这种多个行动接续或同时进行的情

况，为处理第三方索赔而设立的实际安排反映了一

项原则：每一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在其指挥和控制下的

部队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尽管两者的行动都得到作

为“权力来源” 的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或核可。美国以

及其他部队派遣国对在其指挥和控制下的部队所造

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作出了大量的第三方赔偿。索

马里的情况同在大韩民国的情况一样，虽然联合国

不能证明美国处理了所有这类索赔要求，但可以肯

定地说，没有任何一项索赔归咎于联合国，联合国

也没有作出任何补偿。

8. 指挥和控制权带来责任的原则，现在已经反

映在联合国和会员国最近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协定和

安排中。这些会员国以独立的指挥和控制结构与联

合国行动合作。根据这些协定的规定，对于参与方

人员或代理人所造成的死亡、人身伤害或疾病，或第

三方财产遭受的损失或破坏，如果索赔要求源于或

涉及该当事参与方或其人员或代理人的作为或不作

为，该当事参与方应单独承担处理第三方索赔主张的 
责任。4

1 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联

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和联合国和平部队总部经费的筹措

(A/51/389)，第17至第18段。
2 在大韩民国的行动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3 (1950)号决议

设立的 (见1950年6月27日，S/1511号文件 )。

3 在建立联合国索马里行动 (联索行动第一期 ) (安全理事

会第751 (1992)号决议 )之后，安全理事会授权建立了联合特

遣部队 (特遣队 ) (第794 (1992)号决议 )。特遣队其后又为扩

大的联合国索马里行动 (联索行动第二期 )所取代 (安全理事会

第814 (1993)号决议所设立 )。美国在联索行动第二期的同时

部署了两支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和别动队。
4 这包括《联合国组织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为联合

国伊拉克援助团建立安全保障的协定》 (2005年12月8日，纽

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351卷，第42202号，第52页 )；
联合国与欧洲联盟间缔结的补充《欧洲联盟驻刚果民主共和

国部队 (欧盟驻刚部队 )向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 )提供支助的协定》的安排 (见安全理事会第1671 
(2006)号决议 )；2007年《联合国与澳大利亚政府间关于与联

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 (联东综合团 )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的

技术安排》；以及2008年《联合国与欧洲联盟间关于联合国

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 (中乍特派团 )与欧洲联盟的欧盟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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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贝赫拉米和萨尔马迪合并案开始，5 欧洲

人权法院近期的判例在责任归属方面已无视这两种

行动之间的根本区别。法院将一个由联合国授权在区

域指挥和控制下进行的行动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

(驻科部队 )的作为归于联合国，唯一的理由是，安

全理事会将其权力“下放” 给该行动，并对该行动拥

有“最终的权力和控制”。六十多年来指导联合国和

会员国处理归责问题的“有效指挥和控制” 检验标准

被法院置之于不顾。

10. 根据长期适用的原则，即责任在于拥有指

挥和控制权的一方，不应要求联合国承担不在其指

挥和控制下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引起的责任。从维和

行动的初期开始，联合国已经承认须对其维持和平

行动人员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和承担补偿责任，同

样道理，联合国拒绝接受对其他军事行动提出的索

赔要求—尽管这些行动是安全理事会授权进行的。

这种做法一直是相同和一致的，没有任何例外。

“机关”的定义

11. 第2条草案没有提供“机关” 的定义。省略

此定义大概是基于以下假设：同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

案第4条第 (2)款 6 一样，“机关” 由有关组织的规则

界定，或者在将行为归于一国际组织的目的方面，区

别“机关” 或“代理人” 并无必要或任何意义。

12. 秘书处认为，“代理人” 和“机关” 并不一定

可以互换。“代理人” 可以与联合国有合同关系或没

有合同关系，但一个“机关” 必须与联合国保持着一

种“组织关系” 才可以被联合国承认为其机关。目前

存在各式各样的实体，有些与联合国保持“机构联系”

或得到联合国的服务，7 有些是联合国与会员国依照

某一主要机构授权协议成立的，8 但无论这些实体获

得多少协助或受到多大控制，都不属于联合国机关。

因此，秘书处主张制订“机关” 定义如下：“根据组织

规则具有此地位的实体”。
7 例如，人权条约机构和环境公约的秘书处。
 8 例如，联合国分别与塞拉利昂 ( 《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

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的协定》(2010年7月
29日和2010年8月11日，分别于纽约和弗里敦 )，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2871卷，第 I-50125号 )；黎巴嫩 ( 《联合国和黎巴

嫩共和国关于设立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2007年1月22
日和2007年2月6日，分别于贝鲁特和纽约 )，同上，第2461卷，

第44232号，第257页 )；以及危地马拉 ( 《联合国和危地马拉政

府关于设立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的协定》(2006
年12月12日，纽约 )，同上，第2472卷，第44373号，第57页 )
等国政府签订协定，设立了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黎巴嫩问

题特别法庭和消除危地马拉国内有罪不罚现象国际委员会。

世界银行

1. 第5条草案列有关于行为归属的一般规则，

其第1款规定，一机关或代理人“履行该机关或代理

人的职务的行为，应视为该组织的行为”。这一表述

是否暗示职能是唯一的归属标准？如果是这样，有

人或许会问，实践中是否还需要有其他判断归属的

依据，即代理人不仅事实上履行了组织的职能，而

且是按照指示行事，并在组织的控制之下。

2. 第5条草案第2款将“该组织的规则” 的相关

性限定于确定其机关和代理人的职能。然而，委员

会在对条款草案的评注的其他地方承认，有关组织

的规则“还可能影响到第二部分所述原则和规则的适

用，例如有关归属的问题”。1 鉴于这一相关意见，委

员会不妨再次讨论组织规则对归属行为的相关性，并

据此修订第5条草案。

1 对第31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

第6条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交由另一国际组织支配的

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

欧盟委员会

1. 拟议的关键条款是一项“有效控制” 的标准，

这一标准最终基于事实控制，并遵循关于国家责任的

条款草案的对应条款。欧盟委员会注意到，对这一条

款草案的评注基本上集中在对联合国的做法以及欧

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的讨论上。正如这些评注所显示，

欧洲人权法院目前又作出了若干项判决，确认了早

乍得 /中非共和国部队合作的安排》。非洲联盟 -联合国达尔富

尔混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是一个例外情况。达尔富尔

混合行动是安全理事会第1769 (2007)号决议成立的联合行动，

属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联合附属机构。归咎于达尔富尔混

合行动的人身伤害、死亡和财产损失第三方索赔责任全部“由
联合国处理”(2008年《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苏丹政府间关于非

洲联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地位的协定》第54段 )。
5 欧洲人权法院，贝赫拉米和贝赫拉米诉法国案以及萨

尔马迪诉法国、德国和挪威案，诉请书编号：71412/01和
78166/01。在贝赫拉米案和萨尔马迪案之后，欧洲法院在一系

列案件中对归属问题作出了同样的裁判：卡苏马奇诉希腊案，

诉请书编号：6974/05，2007年7月5日；卡伊奇诉德国案，诉

请书编号：31446/02，2008年8月28日；贝里克诉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案，诉请书编号：36357/04，2007年10月16日。
6 第4条第 (2)款规定：“机关包括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

地位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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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贝赫拉米和萨尔马迪案 1 中所采纳的有争议的看

法，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和许多学者对之有

不同意见。

2. 无论这些不同意见是否有道理，必须提出的

一个问题是：国际惯例目前是否足够清楚？是否有可

以确认的法律确信让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标准 (迄今

为止欧洲人权法院仍未遵循该标准 )可以列入当前的

草案？无疑，这仍是国际法有争议的一个领域，对此，

预期会不断有相关的判例法，不仅是来自欧洲人权法

院，而且来自国内法院，此外还会有大量的学术文章。

3. 提出第6条草案及其评注所述规则的部分理

由可能是认为国际组织往往“逃避” 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应指出，就欧盟而言，根据创建条约的明

文规定，欧盟机构对彼此及欧盟成员国的作为和不

作为负全部责任。2 此外，根据与欧盟缔结的国际协

定中的明文规定，非欧盟国家也可以向欧盟法院就

据称欧盟违反协定的行为提起诉讼。这种协定也可

规定非欧盟缔约方可以参与初步裁定程序，这是欧

盟法院的主要活动之一。3 此外，欧盟在若干争端解

决机构 (包括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海洋法法

庭 )均有出庭资格，使非欧盟国家得以提起针对欧盟

行为的诉讼。不仅如此，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当

欧盟的行为受到私人当事方质疑时，只要在欧盟法

院进行审理，欧盟就不援引管辖豁免权。4 任何自然

人或法人 (不论国籍或常住状况如何 )均可就一项针

对其本身的决定或直接令其忧虑的决定提起诉讼。5

1 欧洲人权法院，贝赫拉米和贝赫拉米诉法国案以及萨

尔马迪诉法国、德国和挪威案，2007年5月2日，关于第

71412/01号和第78166/01号诉请书的可受理性。
2 见《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260、第263和第265条。

3 例如，见欧盟、瑞士和其他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缔结的

《关于民商事判决的管辖权及承认和执行问题的公约》，该《公

约》议定书第2条规定，非欧盟国家可以通过案情说明或书面

意见参与欧盟成员国提交给欧洲法院的有关初步裁定程序的

程序。

4 欧盟在非欧盟国家法院受到质疑时援引管辖豁免权。援

引豁免权的依据是职能原则，即涵盖履行欧盟正式职能和活动

所需要的所有行为的豁免权。就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而言，欧

盟缔结的部队地位协定中的某些特定条款论及外国法院的民

事和刑事诉讼以及针对欧洲联盟的理赔程序的豁免权问题。

5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63和第265条，欧盟法院

的管辖权包括裁定欧洲机构有法律效力的作为 (或不作为 )之
合法性的专属管辖权。但是，对于按照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规

定采取的行动，除一些有限的例外情况外，法院无管辖权；见

《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275条。

劳工组织

第6条草案似乎没有考虑这一事实：国际公务员

法中规定了两种国家官员归国际组织支配的模式。以

前把这两种模式界定为“借用” 和“借调”，明确区分

了这些官员行为的责任级别，根据“借用” 安排，他

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劳工组织已经提

交了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并恳请国际法委员会考虑

到劳工组织2006年对第5条草案发表的评论。1

1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68和
Add.1号文件，第152页。

联合国 

1. 国际法委员会提出“有效控制” 的检验标准，

是对有关行为的实际控制权的事实检验，适用于本

组织与借调国间的关系，或在联合国行动的情况下，

适用于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间的关系。在后一种情

况下，以“有效控制” 有关作为或行为的程度确定是

否将国家特遣队的行为归于联合国实际上意味着，如

果借调国对被追究行为继续行使行动控制权，责任

应归于借调国而不是接受组织。

2.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有效指挥和控制” 的检

验标准“横向” 适用，以区分在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

进行的联合国行动与由联合国授权在国家或地区指

挥和控制下进行的行动。与此相对，委员会提议的“有
效控制” 检验标准将“纵向” 适用于联合国与其部队

派遣国之间的关系，根据联合国对有关部队的行为

的有效控制程度确定联合国的责任。

3. 联合国的一贯立场是，交由联合国调遣的部

队“转化” 成一个联合国附属机构，1 并同任何其他附

属机构一样，引发联合国的责任—不论其对行动

各方面的控制是否“有效”。因此，在联合国的实践中，

第6条草案所指的“有效控制” 检验标准，从来没有

被用来确定联合国和任何部队派遣国分别应对某个

行动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责任。即使是在联合国的

指挥和控制结构瓦解的情况下 (如在索马里的第二期

联索行动 )，这一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4. 在这方面，秘书处指出，借调国在行动期间

在纪律和刑事起诉、薪饷和晋升方面行使剩余控制权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制度所固有的；联合国在原则上掌

1 1990年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第15段规定，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构，享有联合

国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A/45/594号文件，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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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全部“行动指挥和控制权”，借调国行使其他剩余

控制权。但是，只要这种剩余控制权不干扰联合国对

行动的控制，就归责目的而言，它没有任何相关意义。

5. 考虑到维持和平行动的现实情况，但同时希

望尽力维持联合国行动相对于第三方的诚信，联合

国采取了一个平衡兼顾的办法：联合国仍然承担对第

三方的责任，但保留权利，遇发生严重疏忽或故意

不当行为时，将责任重置于借调国。联合国与 [参加

国 ]关于向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提供资源的谅解备

忘录中规定：

如果政府提供的人员或装备在执行本备忘录规定的服务或任

何其他活动或行动期间给第三方造成了财产损失或损坏或人

员伤亡，联合国应负责第三方所提出的索赔。但如果损失、

损害、死亡或伤害是因为政府提供的人员的严重疏忽或故意

不当行为，则政府应对索赔负责。2

6.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联合国的

做法，即在维和行动方面承担对第三方的责任，但

在适当情况下将责任重置于借调国的原则，很可能

会继续下去。但秘书处支持纳入第6条草案，以其作

为一般指导原则，用于确定联合国与会员国对交由

联合国支配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责任，甚至适用于确

定在其他情况下的联合国活动的责任。

2 《参加维持和平行动部队 /警察部队派遣过特遣队自备装

备的偿还和控制政策与程序手册》 ( 《特遣队自备装备手册》 ) 
(A/C.5/60/26)，第9章，第9条。在另一种情况下，关于免费

提供的人员的行政指示ST/AI/1999/6第13节就第三方索赔规

定如下：“免费提供的人员根据联合国与捐助方签订的协定向

联合国提供服务，其作为或不作为对第三方财产所造成的损

失或损坏，或造成死亡或人身伤害时，联合国负责处理第三

方的索赔要求。但是，在损失、损坏、死亡或伤害是捐助方

免费提供的人员的严重疏忽或故意不当行为所致的情况下，

联合国向索赔人支付的所有金额和联合国因处理有关索赔而

承担的一切费用，均应由捐助方负责支付。”

第7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 

电信联盟、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7条中可适用于国家机

关越权行为的规则不能自动套用到国际组织的代理

人或机关上，因为国际组织只能在特殊性原则框架内

承担责任。至少，要在归属越权行为和对那些诚意

依靠采取逾越权限行动的代理人或机关的第三方进

行保护之间，以及在特殊性原则与越权行事的代理

人或机关逾越了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委托该国际组织

行使的任务授权和职能这一事实之间，更好地求取

平衡。内部机制和规则应适当考虑到这一方面。例如，

适用于国际组织及其代理人的特权和豁免权的规则

和惯例，或许是对有关行为性质的一种制约。

联合国 

1. 在关于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中，委员会

指出，逾越权限行为的“归责关键因素”，“是有关机

关或代理人必须 ‘以此种资格’ 行事”，即以其公务身

份行事。委员会解释说，“这样的措辞是为了表示，

逾越权限行为和机关或代理人的职能之间应当有密

切联系”。评注还指出，联合国的实践与此原则是一

致的。

2. 指称联合国机关或代理人行为逾越权限，向

联合国提出索赔要求的实例似乎很少。联合国能够找

到的实践均要求，遭质疑的作为或不作为与有关机关

或代理人的官方职能之间须有着密切联系 (见上文关

于第2条草案 (c)项的讨论 )。实践似乎表明，身份被

联合国确认的机关或代理人，如果以其公务身份在

联合国的总体职能范围内行事，即使行为逾越了其得

到的授权，其行为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联合国的行为。

3. 由于本条草案的措辞是为了表示“逾越权限

行为和机关或代理人的职能之间应当有密切联系”，
秘书处建议插入“官方” 一词，以明确有关机关或代

理人在实施逾越权限行为时必须是以公务身份行事，

而不是以私人身份行事。

4. 在这方面，秘书处指出，委员会引述的1986
年意见 1 并不反映该组织的一贯做法。1974年，法律

事务厅就联合国紧急部队 (紧急部队 )索偿审查委员

会是否有权处理和解决涉及部队成员在休班期间实

施的侵权行为的索赔要求，向外勤业务处提供咨询意

见。法律事务厅的意见是，“休班部队成员实施了某

些行为，联合国认为应当为此承担责任的情况是可能

有的”；并将在与部队成员职务密切相关的情况下部

队成员的休班行为 (如使用政府发给的武器 )与完全

与部队成员身份本身无关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因此，

行为归责的检验标准是，该行为是否与联合国的职

能有关，事发时部队成员在值班或休班并无关系。

1 第7条的评注第 (9)段以及脚注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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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合国在逾越权限行为责任方面的有限实践

表明，在最低限度上，第7条草案案文应予修改，以

规定在任何这种情况下，机关或代理人必须是“以公

务身份在联合国的总体职能范围内行事” 才存在归责

问题。此外，联合国建议委员会进一步审议一个问题：

鉴于代理人较之机关与组织的体制联系可能更为疏

远，在这种行为的归责问题上，适用于代理人和组

织机关的标准是否应当一样。

6. 在明晰起见，联合国还建议国委员会不要在

评注中纳入摘录自1986年《联合国法律年鉴》有关在

维和行动中的执勤和休班行为的法律意见。

第8条 被一国际组织承认并当作自身行为的行为

欧盟委员会

第8条草案评注第 (3)段提及欧洲共同体在世界

贸易组织的一个案例 (欧洲共同体—某些计算机设

备的关税分类案 )中的一项声明。援引这项声明所要

支持的意见是，实践中有时并不明确区分承认行为归

属或责任归属某国际组织。然而，在这个地方提及

这项声明是不恰当的。在所述世界贸易组织案例中，

欧盟声称，准备对关税减让方面的所有措施承担全部

国际责任，因为只有它有权处理所涉问题，因此是唯

一可以弥补可能的违反行为的实体，即唯一可以在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下可能进行赔偿的实体。

联合国

1. 评注第 (1)段说明，一个组织“承认” 和“接纳”

一项行为，是将不可以通过组织的代理人或机关归

于组织的行为归于组织的累加条件。委员会解释说，

行为的归属取决于“有关组织对某一行为的态度”，但

对下列问题却未有触及：组织或任何其代理人或机关

是否有能力承认或接纳有关行为；承认的形式；是否

需要在充分认识到行为的不法性质的情况下作出承

认；作出承认的法律和经济后果。这些问题都必须得

到澄清，本条草案才能对联合国产生实际效果。

2. 秘书处不知道有任何实例，显示某一联合国

机关承认或接纳本应不归属于该机关的行为，或因

承认而同意承担责任或负赔偿责任。秘书处还认为，

政府间机关作出这种承认的可能性很小，或者说，即

使作出了承认，掌握预算权力、可以批准赔偿的政

治机关也不会首肯。

3. 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实践中，惠给金是秘书长

有权在不承认组织责任的情况下作出支付的唯一实

例 (事实上，作出支付的条件是承认没有责任 )，条

件是秘书长认为这种支付符合组织的利益。《财务条

例和细则》第105.12条细则在这方面规定：

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法律顾问认为联合国没有明确的法

律责任，但如符合本组织的利益，则可支付惠给金……所支付

的一切惠给金均须经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核准。1

4. 第105.12条细则的基本假设是，虽然行为

本身可能归于联合国，但责任不归于联合国。法律

事务厅一贯认为，在涉及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不可以

支付惠给金，在这种情况下，应作为义务支付补 
偿金。

1 ST/SGB/2003/7号文件。

第三章

违反国际义务

第9条 违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欧盟委员会

1. 第9条草案第2款再次提出了令人质疑的关

于“国际组织规则” 属于国际法范畴的一般推定。出

于上文所述理由，1 欧盟不接受其内部法是该范畴一

部分的意见，要求在评注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2. 此外，第9条草案第2款所制定的规则似与

后面的条款草案不一致。比较第9条和第31条草案第

一句，就可以明显发现不一致之处。后者规定，国

际组织不得以其内部法 ( “其规则” )作为未能遵守关

于国际责任内容的条款草案的理由。因此，以当前

方式措辞的条款草案似乎是说，国际组织的规则与

确立组织责任的内容和其后确立补救方法无关，但

与确立有无违反行为有关。这里是不一致的，很多

国际组织的组建文书好像都不支持这一点。

3. 此外，第9条草案评注第 (9)段错误地援引了

议会诉理事会案，2 提出不论必须采取的行为将由一

国际组织自己还是由一个或多个成员国采取，该组织

1 见第4条草案项下欧盟委员会的评论。
2 欧洲联盟法院，第C-316/91号案，1994年3月2日的判决，

《1994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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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义务取得某种结果。在这方面，欧盟委员会指出，

所述的欧洲联盟法院案件涉及的不是“内” 和“外” 范

围之间的界限，而是“混合协定”。这些协定涵盖的

事项既属于欧盟又属于欧盟成员国的管辖权，因而是

欧盟和所有成员国一起缔结的，如第四次非加太 -欧
共体协定。这种特定情况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双
边” 合作也涉及其与非欧盟国家的“双边” 合作，不论

内部如何具体划定权限，所有条约义务都对欧盟及

其成员国有约束力。总之，这一案件并未对第9条草

案目前所制定的规则提供说明。

联合国 

1. 除了明显的修改，第9条草案第1款与关于

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2条雷同。但第2款是一套

全新的规定。在将行为定性为非法方面或在将责任

归于国际组织的问题上，第9条草案并未将国际法规

则和国际组织内部法律加以区别。

2.  委员会在其评注第 (4)段中指出，“对国际组

织而言，多数义务应当是本组织的规则所引起的”，
而且“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明，本条款也适用于违背这

些义务的行为。第2款中的措辞是要包括因该组织规

则所引起的任何国际义务。”

3. 关于“该组织的规则” 性质的辩论，委员会

不曾采取任何立场。委员会在评注第 (6)段说： 

第2款并不试图对问题表示明确的看法。它只是试图指出：只

要有关组织的规则引起的义务依国际法必须被视为一项义务，

本条款表述的原则即适用。

秘书处对此的理解是，只有违反规则所包含的

国际法义务，而不是违反规则本身，才被视为第9条
草案所指的违反国际义务行为。关于一规则是否带

来国际义务的问题，应该视有关规则的性质、宗旨

和目的而定，并考虑该规则是否有引起国际法义务

的本意。在这方面，秘书处指出，联合国的许多规

则，包括其政治机关的决议，可能不会引起国际法 
义务。

4. 关于违反组织的一项规则是否就是违反国际

法义务的问题不能凭空确定，而应在逐案的基础上

确定。因此，联合国赞同第9条草案第1款当前的案

文，并建议修订评注，以厘清国际法和组织内部规

则的区别。

世界银行

1. 根据第9条草案第1款，如果一国际组织的

行为不符合一项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该国际组织即

违反了该项国际义务，“不论该项义务的起源和特性

为何”。同一条草案第2款随后补充说，第1款的范围

“也适用于违反该组织的规则可能确立的国际法义务

的情况”。然而，第9条草案的评注第 (5)段承认，组

织规则的法律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争议”，无

论如何，“是否应将组织规则引起的所有义务都视为

国际义务” 并不是很清楚。为此，评注第 (6)段明确

阐明第2款

并不试图对这个问题表示明确的看法 [而 ]只是试图指出：只

要组织规则引起的义务依国际法必须被视为一项义务，本条

款所表述的原则即适用。

2. 正因为同意委员会以谨慎的办法对待这一重

要的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把第2款从第9条草案中删

除能更好地反映评注做出的解释。事实上，第1款已

经规定，违反就是违反，不论约束国际组织的义务

的起源和特性为何；这就明确意味着，它也可能是起

源于组织的规则。相反，保留第2款可能错误地导致

做出 (委员会的评注明确予以否认的 )没有确实根据

的结论，即任何违反组织的规则必然是违反国际义

务的结论。

第四章

一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

欧盟委员会

1.  总评注第 (4)段中提到提交给国际法庭或其

他机关的案件，主张还不曾以属人管辖的理由审理过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问题。欧盟委员会不确定将此条

评论放在这里是否十分恰当。还应指出，除一个案件

外，提到的所有案件都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欧洲人

权法院的诉讼。在这方面应指出，被原欧洲联盟人权

委员会驳回的案件不具备与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相同的

法律效力。此外，这些前欧洲联盟人权委员会的决定

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所反映的情况，似乎比草案第

四章当前的介绍性文字所述情况要复杂微妙得多。对

欧盟作为一个组织提出的申诉，被判定因属人管辖权

而无法受理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案 1)。然而，在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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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洲联盟行为的申诉是针对欧洲联盟一个或所有成

员国而不是欧洲联盟本身提出时，前欧洲联盟人权委

员会没有判定因属人管辖权而无法受理 (胜利航运公

司案 2 ；伊美莎糖业公司案 3)。欧洲人权法院还判定，

一欧盟成员国对欧盟主要法律法令 (马修案 4)和欧盟

次要法律的国内实施法令均负有责任—不论该欧

盟法令的性质为何以及成员国是否享有自由裁量权

(坎托尼案 5 ；博斯普鲁斯案 6)。

2. 还应指出，欧盟正在按照《欧洲联盟条约》

第6条第 (2)款的授权就加入《欧洲人权公约》进行谈

判。一旦欧盟加入《公约》，将欧盟作为一个组织向

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的申诉就不再会因属人管辖权而

被判定为无法受理—只要应受处罚的作为或不作

为本身可归咎于欧盟。

1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诉欧洲共同体案，诉请书编号：

8030/77, 1978年7月10日关于诉请书可受理性的裁决，欧洲

人权委员会，《第13期裁决和汇编》，第231页。
2 胜利航运公司诉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案，诉请书编号：56672/00, 2004年3月
10日的裁决，《判决和裁决汇编》，2004-VI，第331页。

3 伊美莎糖业公司诉荷兰案，诉请书编号：62023/00, 2005
年1月13日的裁决。

4 马修诉联合王国案，诉请书编号：24833/94, 1999年2月
18日的判决，《判决和汇编》，1999-I，第251页。

5 坎托尼诉法国案，诉请书编号：45/1995/551/637, 1996年
11月15日的判决，同上，1996-V，第1614页。

6 博斯普鲁斯航空公司诉爱尔兰案 (大法庭 )，2005年6月
30日的判决，第45036/98号，《判决和裁决汇编》，2005-VI。

第13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欧盟委员会

由于所用的援助或协助往往是经济方面的，最

好把这条草案及其解释尽量限制在狭义范围内，使

其不成为不利于国际组织提供发展援助的因素。由

于实施这一规则的门槛似乎很低 (知道 )，应与关于

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评注类似，在评注中纳入一些

限制性的语言 (意图 )。

劳工组织

(a)项的措辞出自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可

能需要进一步明确，以确定“知道情况” 这一表述是

否是指组织知道犯下国际不法行为。

联合国

1. 秘书处不知道有任何联合国协助一国或另一

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案例，或者因受援方的

行为而引起其国际责任的情况。然而，联合国的援助

或协助被用来促进非法行为的实施的可能性，最近已

在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 )出现。

2. 安全理事会第1279 (1999)号决议设立联刚特

派团，其任务是保护平民并支持政府部队采取行动，

解除外国和刚果武装集团的武装。1 在联刚特派团协

助的行动执行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政府领导的一

些部队，特别是获得联合国援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武装力量 (刚果 (金 )武装力量 )，实施了侵犯人权和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也就是它们应该以联

合国的援助防止的行为。2 在面对继续按照安全理事

会授权援助政府部队，以及这样做会可能使人认为

联合国与实施的不法行为有所牵连的两难情况，安

全理事会修改了联刚特派团的任务。安全理事会第

1856 (2008)号决议只授权联刚特派团支持依照国际

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联合规划的刚果 (金 )
武装力量的行动。

3. 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856 (2008)号决议方

面，秘书长制定了“条件性政策”，列出联刚特派团

提供协助的条件。据此，联刚特派团如果有充分理

由相信，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部队在行动过

程中很可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或难民法，

联刚特派团将不参与或支持这些部队的行动。3

4. 安全理事会在第1906 (2009)号决议中核准了

秘书长采取的措施并

22. 重申根据第1856 (2008)号决议第3 (g)段和第14段，

联刚特派团向刚果 (金 )武装力量领导的打击外国和刚果武装

团体的军事行动提供支助的严格条件是，刚果 (金 )武装力量

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切实共同规划这些

行动，决定联刚特派团军事领导人在为这类行动提供任何支

助之前，应确认进行了充分的共同规划，特别是与保护平民

有关的规划，吁请联刚特派团，如果发现接受联刚特派团支

助的刚果 (金 )武装力量人员涉嫌严重违反上述法律，则与刚

1 安全理事会第1565 (2004)号和第1794 (2007)号决议。
2 在第1856 (2008)号决议的序言部分，安全理事会谴责一

切针对平民的有针对性攻击，并强调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迫切

需要与联刚特派团合作，“制止这些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行为，尤其是民兵和武装团体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

队 (刚果 (金 )武装部队 )……一些成员实施的此种行为”。
3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第三十次报

告 (S/200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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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金 )武装力量指挥部交涉，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则吁

请联刚特派团撤回对刚果 (金 )武装力量相关部队的支助。

安理会还

23. 在这方面注意到联刚特派团制订了一份《政策文

件》，其中列出特派团为刚果 (金 )武装力量部队提供支助的条

件，请秘书长建立适当机制，定期评估上述政策的执行情况。

5. 联刚特派团的例子说明本组织如何作出政策

决定，以避免被牵连或被认为有协助不法行为之嫌。

虽然这仍然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但秘书处支持在条

款草案内增列适当条款，解决援助或协助实施国际

不法行为的问题。在这方面，秘书处希望强调国家

与国际组织的基本差异；对许多国际组织来说，在越

来越多的各种不同地区进行援助和协助活动就是其

核心职能。

6. 联合国援助活动范围广泛，以及对这种援助

或协助的最终目的地或用途进行监测困难，正因如

此，将任何与此类援助或协助有关的责任，即明知

不法行为的情况，归于本组织的条件变得更加重要。

秘书处的理解是，明知不法行为的情况是包括明知

行为的不法性，并要求在评注中反映这一观点。

7. 秘书处建议，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评

注中作出的澄清也应放入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

在这样做时，委员会不妨考虑修订评注或条款草案本

身，澄清不法行为本身不会引起责任，组织本身的行

为造成或促进国际不法行为才会引起责任；援助应当

是为不法行为而提供；有关行为应当已经实施，而且

这种援助应当是实施不法行为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世界银行

1. 委员会关于第13条草案的评注认为，将关于

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有关援助和协助实施国际不

法行为的规定适用于国际组织“不会引起问题”，世界

银行对这一点很有疑问。实际上，如果不严格限定适

当的范围，这一条款令人担忧，可能产生危险的效应，

打击向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及受援人提供经济援助的

国际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如果关于组织责任的第13
条草案来源于关于国家责任的第16条草案，那么世

界银行推论对2001年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6
条评注第 (4)段同样适用于第13条草案。

2. 在委员会对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的评注

之脚注66中，似乎可以找到对世界银行推论的支持，

其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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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二读后这个脚注仍留在评注中 (尤其是如果它

从最后评注中消失 )，世界银行还是请委员会考虑在

对第13条草案的评注中明确指出，作为一项规则，

提供财政援助的组织不承担援助将用于实施国际不

法行为的风险，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在评注中

明确规定了这一点。

第14条 指挥和控制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联合国

1. 关于“指挥和控制” 的规则与关于国家责任

的条款草案第17条相似。委员会认为，法国在国际

法院就关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 (南斯拉夫诉法国 )
提出的论点，即“北约负责驻科部队的 ‘指挥’，联合

国负责 ‘控制’ 部队”，可以说明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原

则，也是“共同行使” “指挥和控制” 的实例。1

2. 委员会在其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7
条评注的第7段中指出，“ ‘控制’ 一词是指对不法行

为的实施的掌控，而非简单的监督行为，更不只是

指影响或关注；且 ‘指挥’ 一词的含义超越单纯的煽动

或诱导，而是指具有行动性质的实际指挥”。一国际

组织“在某些情况下” 行使“指挥和控制” 的例子是，2 
由于一项具有约束性的决定，使有义务执行该决议

规定行为的国家或组织没有任何酌量权。

3. 正如委员会所评论，秘书处不知道有任何实

践支持第14条草案所指的“指挥和控制” 规则，并怀

疑根据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类推适用这一规则

的恰当性。这项规则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指挥和控

制” 的门槛、其性质，以及国际组织可以通过何种手

段行使“指挥和控制” 等问题仍不清楚。与国家不同，

联合国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以国家一般可以采

用的手段 (军事、经济、外交 )控制和指挥一个国家。

如果“指挥和控制” 的形式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

很难设想单凭一项决议就能控制或指挥一个国家。最

后，在联合国的60年实践中从未遇到一项具有约束

1 法兰西共和国的初步反对意见 (2000年7月5日 )，
《200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3页，第46段，对第14条草

案的评注，第 (2)段。可查阅网站：www.icj-cij.org/files/case-
related/107/10873.pdf。

2 对第14条草案的评注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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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决议符合上述条件，即对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

行使“行动控制权”。

4. 秘书处的看法是，最好不要将法国在国际法

院就关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 (南斯拉夫诉法国 )提
出的论点列为“指挥和控制” 的例子。该论点从未经

司法认定，极具争议性，而且，委员会可能因采用

该论点而被认为赞同联合国对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

队 (驻科部队 )行使控制权的说法，而在科索沃的情

况并非如此。

5. 基于上述理由，秘书处对在“某些情况下”，
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可能构成第14条草案所指的

“指挥和控制” 抱有极大疑问， 并认为本条草案对联合

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世界银行

1. 关于要求“知道”，世界银行希望在对本条草

案和关于“援助和协助” 的前一条草案的评注中明确

指出，这是实际 (而非推定 )的“知道”，事实上，委

员会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6条的评注第 (9)
段中表明了这一点。

2. “指挥和控制” 到底是什么？从国际金融机构

和借款人或受援人之间的协议出发，实施项目或方

案活动的指挥和控制权从未被转让过，因为实施的

责任属于借款人或受援人，而国际金融机构最多只

是进行监督。但监督既不是“控制”，也不是“指挥”。
如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所恰当指出的，控制“是
指掌控不法行为的实施，而不只是进行监督”。1 在第

14条草案的评注中明确说明这一点，对准确理解案

文并减少可能对这一规定的含义和效力产生的关切

至关重要。

1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8页，第

17条草案的评注第 (7)段。

第15条 胁迫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中指出： 

在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或在国际组织之间，一个国际

组织的一项有约束力的决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引起

胁迫。

委员会转录了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的评注，

及其对胁迫的说明： 

胁迫……与不可抗力具有同样的基本特性……。行为必须足以

迫使被胁迫国意志屈服，被胁迫国没有任何有效选择，唯有

遵守胁迫国的愿望。1

2. 委员会认为，国际组织唯一可用的胁迫手段

是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而第15条草案所指的“胁迫”

必须类似于不可抗力，被胁迫国或组织除遵行外别无

选择。委员会认为，“胁迫” 只能“在特殊情况下” 发

生，但委员会没有提供这种情况的例子，即使是理

论上的例子。

3. 秘书处不知道任何可以支持“胁迫” 规则的

实践，并怀疑发生第15条草案所指的情况的可能

性。在该组织的现实情况中，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

项符合第15条草案所制定条件的、具有约束力的决

议—即这项决议不仅迫使一国实施一项国际不法

行为，而且采取的手段是具有类似不可抗力作用的

“胁迫” —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因此，从秘书处

的角度来看，这条草案与第14条草案一样，对本组

织的实践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有的话。

1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9页，第

18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

第16条 向成员国和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作出的决

定、授权和建议

欧盟委员会

欧盟在以前提交的意见 1 中提出，一国际组织单

纯因为向一国或国际组织提出“建议” 就要承担责任

的提法似乎过了头。评注也没有援引提出这一规则

的授权。此外，整个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似乎是借鉴

了欧洲人权法院对博斯普鲁斯案的判决做出的。2 应
就此指出，如前所述，欧盟目前正在就加入《欧洲人

权公约》进行谈判。

1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68和
Add.1号文件。

2 博斯普鲁斯航空公司诉爱尔兰案 (大法庭 )，2005年6月
30日的判决，第45036/98号，《判决和裁决汇编》，2005-VI。

劳工组织

除了决定和授权，第16条草案还提到了建议。

从其性质来讲，建议似乎是没有约束力的行为，因

提出建议而实施国际不法行为，需要有一个中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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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即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做出实施该行为的决定。

因此，因果关系是中断的。

经合组织

如果一组织没有指挥或控制不法行为本身，那

么成员国在执行该组织的决定或建议时实施的不法

行为就不能归咎于该组织。因此，成员国自身应对

其执行或不执行该决定或建议的方式负责。可以理

解的是，一组织不得通过某项决定或建议要求成员国

违反后者的国际义务。换言之，如货币基金组织所述，
1 一国际组织确定某一目标，而成员国决定以违反其

国际义务的方式加以实现，既不造成国际组织违反

这些义务，也不能将责任归咎于国际组织。

1 《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56号
文件，第58页。

联合国

1. 第16条草案涉及的情况是：一国际组织试图

影响其成员以达成组织自身无法合法达成的结果，并

就此规避其国际义务。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无须

证明故意。

2. 本条草案就有约束力的决议和授权决议进行

了区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在其通过时引起有关

组织的责任；一个授权决议在根据该授权或建议而实

施有关行为的时候引起责任。在这方面，委员会还指

出，监管有关国际组织虽然可能需要对一个国家根据

授权实施的行为负责，但这个组织不会对“授权或建

议所针对的成员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实施的任何其

他违反行为” 承担责任。1 委员会最后认为，第16条
草案的内容可能与第14和15条草案重复，但为了包

括一项决定所针对的成员国的行为并不违法的情况，

这一条是有必要的。

3. 下文所载的例子不属于第16条所指的决议，

即一国际组织为了规避义务而通过的，从初始即有

非法“污点” 的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但提出这些例子

有助于说明联合国在收到与有约束力的决议有关的

索赔要求时采取的做法。

4. 联合国有时会收到与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制

度有关的损害赔偿要求。如果提出的索赔要求涉及

财务损失或损害，或涉及实施安全理事会强制措施

所引起的其他费用，秘书处不承认联合国负有责任，

并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执行强制措施方面，各国负有承担本国执行行动费

用的责任。

5. 在1990年代中期提请法律事务厅注意的两

起案件中，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

在第一起案件中，一家航空公司提出索赔主张，要

求补偿因其客机改道以避免飞越利比亚国境而造成

的额外费用。索赔人认为，安全理事会第748 (1992)
号决议对会员国实施了“禁运”，禁止其航班飞越利

比亚领空。秘书处的答复是：第一，决议没有规定这

样的禁令，其次：

根据国际法，明显的是，如果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

规定采取行动，由于这种行动的后果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个人

或法人实体，不能对联合国提出索赔要求。2

6. 在第二起案件中，提出的索赔主张要求偿还

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33 (1992)号决议对索马里实施武

器禁运的费用 (即根据一国要求进行搜查时，卸载和

重新装载货物所需的费用 )。秘书处答复说： 

执行安全理事会禁运措施的责任由安理会各成员国来负，因

此，凡因各成员国为保证执行禁运措施而认为有必要采取的

特别行动引发的费用，各成员国应负责赔偿。3

7. 在欧洲法院审判的卡迪案中，法院表示，其

司法审查所针对的不是安全理事会决议在国际法项

下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其在欧盟法律制度中的执行条

例问题。法院结论所基于的假设是，国家在其国内法

律秩序中仍可以自由选择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具

体模式，而且在落实安全理事会决议方面，必须以“每
个联合国成员的国内法律秩序在这方面的适用程序”

为依据。4

8. 第16条草案因国际组织违反国际义务通过

的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的决议而将责任归于国际组

织，这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并无对应条款。

1 评注第 (12)段。

2 联合国，《联合国法律年鉴》，1993年，ST/LEG/SER.C/31
号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7.V.13)，第342页。

3 同上，1995年，ST/LEG/SER.C/33号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1.V.1)，第530页。

4 第C-402/05 P和 C-415/05 P号联合案，亚辛·阿卜杜拉·卡
迪和阿尔 · 巴拉卡特国际基金会诉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洲共

同体委员会案，《2008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6351页，摘要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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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所设定的累加条件，特别是要求引起有关组织

责任的决定必须是为了规避该组织的国际义务 (即违

反该组织的国际义务，但非其成员国的任何义务 )的
规定，使得在国际组织的现实情况中适用该条的可能

性极低。秘书处同时指出，至少在提议扩大国际组

织责任以包括某些涉及国际组织可能向国家或其他

国际组织作出的建议的情况方面，责任的概念似乎

被扩大，远远超越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前的实践范围，

因此建议委员会重新审议这一点。

9. 秘书处希望指出，在实行制裁制度时，安全

理事会经常会考虑到处理有关违反国家之间先前签

订的合同安排的问题。举例来说，安全理事会第687 
(1991)号决议第24段规定，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供

应武器及有关军用物资、技术和其他培训或技术支

助。在决议第25段，安全理事会“[敦促 ]所有国家和

国际组织无论现有何种合同、协定、特许证或任何

其他安排*，均应严格按照第24段的规定行事”。

10. 秘书处建议删除评注第 (12)段“即使是含蓄

地” 等措辞。这不仅是因为联合国理事机构不以“默
认” 授权或建议行事 (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更不用说 )，
而且–––束如果不是主要–––是因为在没有清楚、明

确作出授权的情况下，证明“故意” 是很困难的。

11. 如果需要一项规则，将联合国有约束力的

授权决议的责任归于本组织，秘书处主张，不考虑关

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的相应规定，就第14、15和
第16条草案进行重新审议，以便就违反该组织国际

义务起草的各类决议的法律后果，以及其对该组织

责任所造成的后果，起草一条涵盖范围广泛的条款草

案。任何这样的规则应该尊重这方面的国际组织实

践。与第66条草案所说明一样，规则尤其不应妨害《联

合国宪章》。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19条 同意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第19条草案的评注中会指出，同

意可解除行为不法性的原则一般可适用于涉及国际

组织的情况，条件是“组织行为发生地国” 给予这种

同意。1 委员会提出的例子包括进行一项调查的联合

国调查委员会，或者部署于一国境内的联合国核查

或监测团。2 

2.  秘书处认为，在这些例子中，东道国的同意

并不一定是解除行为不法性的一种情况，而是实施该

行为的一个条件，因为它事实上是在一国境内部署

任何联合国存在 (即联合国会议、联合国办事处、维

持和平行动 (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项下的行动除外 )、
政治特派团、调查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司法或非司法

问责机制 )的条件。因此，一国同意联合国的存在或

在其境内进行业务活动，是联合国部署的法律依据，

没有这种同意有关行为不会发生。

3. 在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方面，如果同意在任

务结束前被撤回，联合国行动通常随之撤离。1967
年联合国紧急部队 (紧急部队 )的案例便是最为明显

的例子。比较新的例子是厄立特里亚，该国在2008
年要求联合国特派团从其境内撤出。安全理事会在

2008年7月30日通过的第1827 (2008)号决议中表示

“[遗憾地注意到 ]厄立特里亚对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

厄立特里亚特派团 (埃厄特派团 )施加种种阻挠，其

程度已达到损害特派团任务授权的基础，迫使埃厄特

派团不得不暂时撤离厄立特里亚”，并决定“自2008
年7月31日起终止埃厄特派团的任务”。

4. 秘书处回顾说，在联合国的实践中，尚无任

何联合国的非法作为或行为得到“受害” 实体同意的

实例，也没有任何因同意而获纠正的实例。基于上述

理由，秘书处建议删除委员会给出的例子，但秘书

处不反对维持一项范围广泛的规则，以适用于作为

解除不法性的一个要件，即国家对国际组织不法行

为表示的任何同意。但所基于的谅解的是，有关行

为本身必须是非法的，或者已经违反一项国际义务，

国际组织的责任才可以通过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的

同意解除。

5. 秘书处意识到，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评注中，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类似的例子。但秘书

处还是要强调，国家与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有所不同。

国家在未经它国同意的情况下在其境内实施非法行

为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部分是领土毗邻所致。但就

联合国而言，进入一国国境的条件是得到联合国政治

机关的任务授权，未经东道国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1 第 (2)段。
2 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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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 自卫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其评注中指出，自卫是禁止使用武

力的例外；在对国际组织的适用方面，很可能只是对

“管理某一领土或部署武装力量的” 国际组织才有实

际意义，1 并且“联合国部队有权使用武力的限度这

一问题取决于有关任务范围的主要规则”。2

2. 秘书处对该条草案的评论，不涉及在维持和

平部队所涉武装冲突范围外之的“自卫” 事例。评论

限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中联合国行动因受到袭击而使

用武力自卫的情况。

3. 在武装冲突情况中使用武力自卫，在维持和

平行动的实践里并不缺乏实例。最近的一些例子包

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联合国保护部队 (联
保部队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 (联索行动 )、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联刚特派团 )、联合国苏

丹特派团 (联苏特派团 )和达尔富尔的联合国苏丹特

派团 (联苏特派团 )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

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但是，在维持和平行

动包括联合国过渡行政当局的长期实践中，从未有

过一个以非法 (或“侵犯性” )使用武力 (诉诸战争权 )
为由援引联合国责任的事例。但是，对于在无论是

进攻性还是防御性 (战时法 )的军事行动过程中发生

的某些类型的损害，联合国承担了赔偿责任，通常

以在各个维和特派团内实施的第三方索赔程序解决。

4. 虽然秘书处认为自卫措施，包括其性质、内

容和适用范围，在本质上是国际法主要规则的问题，

但秘书处承认，自卫也可以是一种解除不法性的情

况并因此应纳入条款草案案文。

1 第 (2)段。
2 第 (3)段。

第21条 反措施

联合国

1. 适用于国家的反措施制度 1 不容易转用到国

际组织。尽管国家采取的反措施本质上是非法的 (仅
就最初的不法性而言 )，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施则位

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因为这些措施必须与有关组织

的规则“并非不符”。因此，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既

不能被明确允许，但也不能明文禁止。有关组织的规

则必须对此问题保持沉默，反措施才能够与规则“并
非不符”，从而可以成为委员会条款草案中所指的“反
措施”。规则就该种措施的可允许性或不可允许性保

持的沉默有何效果，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2.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尽管有时为了达到某个

目标而决定采用《联合国宪章》规定以外的手段，但

这些都不属于反措施。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种族

隔离时代不允许南非参加大会会议和由大会召开的

会议。联合国法律顾问在关于“暂不允许一个会员国

参加对全体成员开放的机关的程序—《宪章》第五

条” 的法律意见中表示，任何国家成为会员国后，有

权期待“非经《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程序”，其义

务不会被增加，权利不会被限制；只有通过《联合国

宪章》第五、第六和第十九条规定的程序，才可以剥

夺一个国家作为成员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而且，

如果《宪章》起草人有意以《宪章》第五、第六和第十九条规定

以外的方式削减成员权利，他们会在《宪章》中明确规定。因

此，可以论定，中止会员国享有的成员利益、权利和特权的

程序，如果不符合第五条的规定，均与《宪章》所建立的法律

秩序不相一致*。2

3. 法律事务厅其后在不同的其他情况下 (如不

接受南非的全权证书 3 或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不代

表问题 4)适用的原则是，以《联合国宪章》没有明确

规定的方式行使权力或采用手段 (以规定外的手段实

现某一结果 )，均不符《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综上所

述，应给予规则的沉默何种法律效果的问题，以及“并
非不符” 是否必然意味着“不违法” 的问题，估计将继

续有待商榷。

4. 在将反措施制度类比适用于国际组织及其

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时，未曾予以考虑的一个事实是，

导致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程序从根本上有别于导

致国家采取反措施的程序。国家采取的反措施，无

论是在确定初始行为的推定非法性方面或在应对措

施的选择方面，都被视为“单方面行为”。与此不同，

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措施是一个多边、包容各方的进

2 联合国，《联合国法律年鉴》，1968年，ST/LEG/SER.C/6
号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2)，第195页。

3 A/8160号文件。

4 A/47/485号文件，附件。

1 鉴于联合国的普世性质，目前所有国家都是联合国成员，

秘书处的评论仅针对本组织针对其会员国采取的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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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果，而且在联合国的情况下，是一个近乎普遍

的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统一集中进程”，与“分散”

的国家反措施制度不同。应给予这种多边的反措施

制度在措施合法性或正当性方面多大的作用 (若有 )，
这一点被忽视了。

5. 同样被忽视的是指导本组织与其会员国关系

的“合作和善意” 原则；5 类推适用关于国家的反措施

制度时也应考虑到此一原则。

6. 缺乏实践是许多条草案的特点，这对于关于

反措施的条款草案来说也许更为明显，因为即使是

假设的反措施例子也不容易想出来。

7.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无论是对一国家或一组

织采取的措施，都从未被视为反措施。然而，一些

作者认为，有些事例可视为反措施，如大会因南非

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不接受其全权证书；6 1979年万国

邮政联盟驱逐南非；1982年奥西拉克反应堆受空袭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接受以色列的全权证书；1999年劳

工组织因缅甸实行强迫劳动而拒绝该国的合作援助；

1962年美洲国家组织中止古巴的成员资格；以及1979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之

后中止埃及的成员资格。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例中，

采取的措施都不构成反措施。

8. 秘书处认为，受害国际组织在采取条款草案

所指的反措施而需满足的条件，在数量和复杂性方

面都使受害国际组织几乎不可能做到。受害国际组

织必须证明，采取的措施并非不符合该组织的规则，

在其他方面符合第50至第56条所规定的条件及其他

未指明的“国际法规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条件”，而

且除了采取的措施以外，别无其他手段可以促使遵

守义务。

9. 秘书处同意委员会的结论，认为

制裁是一组织有权依照本组织规则对其成员采取的措施，本

身是合法的措施，不能视同反措施。7

10. 考虑到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异以

及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间关系的性质，国家和国际

组织采取反措施的过程不同，缺乏相关或决定性的

实践，秘书处建议，不将反措施一章纳入关于国际

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

第24条 危急情况

联合国

1. 根据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25条类推

拟订，以“危急情况” 作为解除不法性的情况，有关

行为必须是国际组织为避免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利

益的风险，唯一可以采用的保障手段。只有其职能是

利益免受威胁的组织才能援引“危急情况” 进行辩护。

然而，委员会给出的例子很难说是保护一项国际社

会利益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行为。

2. 联合国迄今尚未遇到第24条草案所指的“危
急情况”。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形成的“行动需要” 在

所违背义务的性质，被保护的利益，以及保障措施

针对的“严重” 危险方面，显然是一个与“危急情况”

非常不同的概念。根据在武装冲突期间适用的“军事

需要” 概念类推而来的“行动需要” 概念适用于联合

国部队的非军事活动，作为解除部队在执行部队任

务过程中的正常行动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损害的赔

偿责任的情况。

3. 1996年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报告重新定义了“行动需要” 的概念，并界定了概念

的合法范围。为了兼顾部队的行动需要和对私有财产

的尊重，秘书长提出了下列几点，作为联合国援引“行
动需要” 解除赔偿责任的情况的条件： 

(a) 部队指挥官必须真正相信存在“行动需要”；

(b) 促使采取行动的行动需要必须是绝对必要的，而并

非出于单纯的便利或权宜考虑。指挥官也必须缺乏、甚至没

有时间去寻求其他较不具破坏性的办法；

(c) 这一行为必须依据一项行动计划来实施，而不是个

别仓促行动的结果；

(d) 造成的损害应与实现行动目标的绝对需要成比例。1

4. 虽然在联合国的实践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需

要援引第24条范围内的“危急情况” 以解除责任的情

1 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联

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和联合国和平部队总部经费的筹措

(A/51/389)，第14段。

5 1951年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和埃及的协定》的解释

案，咨询意见，《198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3页，第93段。
6 但是，根据该组织的规则所采取的措施之合法性问题有

待商榷。虽然一些人认为措施合法，有些人则认为大会采取的

行动非法干预了南非在联合国的会员国权利，从而违反了《宪

章》。见Dugard, “Sanctions against South Africa: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另见Dopagne, Les contre-mesures des organ-
isations internationales，第91至第95页。

7 对第21条草案的评注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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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但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本组织今后的

实践中，包括在联合国临时管理机构和维持和平行

动内发生。因此，秘书处支持在拟议的条款草案中

纳入关于“危急情况” 的规则。

第三部分

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29条 停止和不重犯

联合国

1. 关于第29条草案 (b)项，其评注第 (4)段指出

“难以找到国际组织承诺和保证不重犯的案例”。事实

上，评注未曾提供国际组织作出的承诺或保证不重

犯例子。但是，评注接着指出，“如果发现一国际组

织一再违背某项义务—如防止其官员或部队成员

实施性虐待的义务—保证不重犯几乎肯定不会不

合时宜”。

2. 秘书处的疑问是，在缺乏国际组织作出不重

犯的承诺和保证的实践的情况下，委员会认定目前

存在作出这种承诺和保证的义务是否适当，并建议

委员会就是否在第29条草案纳入该项进行重新审议。

3. 秘书处还建议委员会重新审议评注中关于防

止国际组织官员或国际组织部队成员实施性虐待的

一句。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并受到联合国和其

他国际组织的极大重视；顺便提到这个问题，并好像

在这方面就承诺和保证不重犯的要求提出“肯定不会

不合时宜” 的标准，可能没有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

第30条 赔偿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电信联盟、 

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这些组织感到关切的是，委员会似乎没有充分

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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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一

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造成重大损害，该组织可能没

有足够的资金提供全额补偿，或者反过来说，支付

补偿可能损害其活动和任务。

劳工组织

1. 为确定有无相关实践，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

特别引述了行政法庭的判例，用于支持有关国际组织

可能因国际不法行为进行赔偿的说法，1 但这些与关

于国际组织在一般国际法下的责任讨论无关。行政

法庭是作为“该组织的规则” 的一部分设立的，每一

“母” 组织给予它们的授权不同。例如，恢复一官员

的职务是一个行政法庭可以下令要求执行的一项措

施，但并非所有行政法庭的章程都有这一措施。因此，

劳工组织认为，这种实践与关于国际组织在一般国

际法下的责任的讨论无关。另外，还应区分国际组

织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 (即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和国

家法律规定的不法行为。

2. 特别报告员引述的例子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问

题是欧盟情况的特殊性。2 欧盟等组织本身就是其他

组织的成员，因此受到其他组织的司法或准司法机关

的管辖，例举这类组织责任的例子并不一定能说明这

种做法适用于所有其他“传统” 的国际组织。委员会

可能需要重新研究致使委员会做出一些结论的例子，

以确保它们只适用于这种狭义的情况。

3. “充分赔偿” 标准可能会引发的想法是，需要

国际组织维持一个应急基金或持有一笔巨额保险，以

确保在出现这种赔偿责任时有偿付能力，或成员国

有其它类机制以便在出现这种赔偿责任时分摊支付

这些赔偿。国际组织原则上不营利，不能靠税收制

度为其行动筹资。它们必须依靠分配给它们的资金。

如果要为诸如可能的补偿等未定债务提供资金，它

们就会削减用于完成原定任务的资金。委员会若要

让国际组织承担这种双重义务，就会引起实际上限

制组织今后行动的风险。在补偿的情况下，“充分赔

偿” 的规定可能会导致有关国际组织的消亡。与抵偿

1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五次报告，《2007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第12页，A/CN.4/583号文件，第43段。
2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三次报告，《2005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第12至第13页，A/CN.4/553号文件，第

11和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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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类似，委员会可能需要为补偿责任规定一些

限制。

联合国

1. 在对国际组织适用充分赔偿原则方面，委员

会认识到国际组织往往缺乏足够财政资源应对可能

发生的国际责任。在这方面，委员会表示，国际组

织以惠给金形式给予补偿并不一定是由于资源充足，

而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组织的国际责任。1

2. 秘书处指出，在联合国迄今为止的实践中，

补偿似乎是唯一的赔偿形式，尽管恢复原状和抵偿

仍不失为可能的赔偿形式。

3. 在1998年6月26日的第52/247号决议中，大

会通过了关于维持和平行动造成的第三方责任的若

干财务和时间限制规定。这些规定适用于下列索赔

要求：(a) 人身受伤、疾病或死亡；(b) 财产损坏；及

(c) 未经同意使用私人拥有房地；除非这些索赔要求

因“行动需要” 而被排除。

4. 根据上述决议，赔偿金受以下条件限制：

(a) 对受伤或损失的赔偿种类应限于经济损失，

如医疗照顾和康复费用，收入损失，财务支助损失，

与受伤、疾病或医疗相关的交通费，法律费用以及

安葬费；

(b) 联合国不赔偿非经济损失，例如疼痛和

受苦或精神折磨，以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或精神 
损伤；

(c) 在特殊情况下，经必要的核可 (包括大会的

核可 )后，对个人受伤、疾病或死亡的应付赔偿额，

最高不得超过5万美元，但在此限额内，实际赔偿额

应参考当地赔偿标准而定； 

(d) 对个人财产损失或损坏的赔偿，应包括合

理的修理或更换费用； 

(e) 在“行动需要” 的情况下不予赔偿。

5. 上述财务限制并不适用于重大过失或故意不

当行为的索赔，或某些特定领域，如汽车和飞机事故；

在这些方面，联合国已有商业保险安排，以应付人

身伤害或死亡的第三方索赔。

6. 为确保这些限制可施用于第三方，联合国与

维和特派团部署所在地会员国签订协议，在协议中

规定前述财务和时间上的限制适用于第三方责任。

7. 除维持和平行动之外，大会在1986年12月
11日第41/210号决议中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地区通过

了条例4，限定了联合国的赔偿数额。该条例旨在“对
联合国在总部地区内发生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应支付

的补偿或赔偿数额制定合理的限制”。因此，对经济

损失支付的补偿不能超过《各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成员

因联合国公务死亡、受伤或患病的赔偿规则》所订的

限额，非经济损失的补偿数额不能超过10万美元。

8. 秘书处认为，就联合国而言，赔偿义务以及

赔偿范围必须以联合国的规则为根据，更具体地说，

以第63条草案所指的特别法规则为依据。

第31条 组织规则的无关性

欧洲委员会

第31条草案可能会引起某些犹豫，因为似乎很

难让国际组织为其组织条约中按国际法规定为不法

的条款负责任。草案第1款中“规则” 一词的含义需

要进一步澄清。

欧盟委员会

如上文对第9条草案的评论所述，条款草案一方

面说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组织不得以其内部法 ( “其规

则” )作为不履行义务的理由 (第31条草案第1款 )，
另一方面又说违反组织的内部法可能构成违反国际

法的行为 (第9条草案第1款 )，这样前后不一致。

劳工组织

不应像第31条草案一样把组织的规则与国家的

内部规则作类比；委员会在该条中简单地类比了一国

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作为不履行其义务的理由的原则。

“组织的规则” 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特殊制

度？这一点必须得到澄清。在第31条草案所描述的

情况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同一层面规范的冲突，而不

是在国家责任情况下被证明合理的等级规范的冲突。

人们甚至可以想像组建文书具有优先性。例如，如

果一国际组织与一成员国定有有效的条约，但按其

机关的决定不向该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这是同一

层面两个国际义务的冲突？还是出自该组织组建文

书的义务应享有优先？该组织的规则是否可以排除1 对第30条草案的评注，第 (3)和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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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另一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非法性并为不作赔偿

提供充分的理由？还是这个责任纯粹属于客观性质，

亦即即便是其理事机构要求该组织这样做，它也要

对违反国际义务行为负责？条款草案的第五章似乎

没有恰当解决这个问题。

联合国

1. 秘书处重申组织规则的双重性质，以及应在

国际法规则和组织内部规则之间作出的区别。秘书

处还指出，就联合国而言，其“规则” 包括《联合国宪

章》，根据第31条草案第1款的规定，可以援引《宪章》

作为不予遵行的理由。

2. 秘书处认为，第31条草案第2款与委员会评

注，特别是其中第 (3)及第 (4)段合起来，解决了其关

注的问题：在联合国与其会员国间的关系中，关于补

偿形式的组织规则，包括对其第三方责任的限制，应

作为特别法一般规则的一部分予以适用。

第32条 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第32条草案第 (2)款的评注第 (5)段

中提供了两个例子，说明除国家或组织以外个人应

获得权利的重要领域。第一个事例涉及国际组织违

反有关就业的国际法义务，第二个事例涉及维和人

员影响个人的违反行为。委员会甚至认为，虽然条

款草案未涉及这些对个人的违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但“在这方面所产生的某些国际责任问题，可以说是

类似草案所审查的问题”。

2. 秘书处建议删除评注第 (5)段，因为它可能

造成误解，以为条款草案所载的规则，除国家和国际

组织以外，还适用于实体和个人。秘书处指出，雇用

条款和条件，均属组织的内部规则事项，1 因此违反

行为不涉及联合国的国际责任。秘书处还指出，在

维持和平的行动实践中，除了少数例外，对该组织的

索赔要求都是私法性质的主张。秘书处最后指出，《联

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八条第29款规定，本组织

有责任提供替代解决方式，以解决私法性质的争端。

1 例如，《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第二章

损害赔偿

第35条 补偿

劳工组织

见上文对第30条草案的评论。

第36条 抵偿

劳工组织

抵偿是国际组织赔偿的可能形式之一，国家责任

和国际组织的责任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尽管习惯国

际法为在国际关系中谁代表国家确立了明确的规则，

这对国际组织而言却并不明晰，特别是当需要予以

赔偿的国际不法行为可能起源于不同机关更是如此。

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引述的例子 1 表明，这方面存在

混乱。虽然行政首长是一个组织的可见部分，但组

建文书很少授权他们在此类事项上代表其组织。因

此，第36条草案第2款最后部分应加入一个限定语，

如“依照有关组织规则所定的” 或提及“主管机关”。

1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第五次报告，《2007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第13页，A/CN.4/583号文件，第50至第

52段。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评注 1 中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就两份

报告发表的言论：关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联

合国行为的独立调查报告，以及他关于斯雷布雷尼

察失陷的报告 2。秘书长对联合国的缺失表示感到“遗
憾” 和“懊悔”。

2. 这些事件仍然带有大量的道德和政治色彩，

秘书处绝对无意界定对上述表示感到遗憾的言辞的

性质，秘书处只是希望借用委员会的话说重申，这

些“例子……没有明确表示存在违反国际法规定的义

务的情况”。3

1 第 (2)和第 (3)段。
2 秘书长依照大会第53/3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斯雷布雷

尼察的陷落 (A/54/549)，第503段。

3 评注第 (1)段。



162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第37条 利息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其评注中说，关于利息的规则“是
为了确保适用充分赔偿的原则” 以及“类似的考虑因

素也适用于国际组织”。1

2. 作为一项政策，联合国一般不支付利息。依

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规定和联合国大会做

出的拨款，联合国支付商业承包人向组织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因此，在与商业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联合

国通常不包括利息的支付。联合国因而只在极少数情

况下支付利息，例如，当仲裁法庭的裁决有此规定时。

3. 秘书处认为，本条草案同这一部分其他条款

草案一样，应受“该组织的规则” 以及本套条款草案

第63条种所指的特别法原则的制约。

1 第 (1)段。

第39条 确保有效履行赔偿义务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电信联盟、 

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第39条草案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步

幅还不够大。由于条款草案基本上是在进行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可以利用这个特有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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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

第39条草案中拟议的规则似乎主要是按照一个

先例，即锡业理事会案提出来的。1 对欧盟而言，似

乎没有必要在条款草案中纳入这一普通规则。尽管

如此，应指出，欧盟拥有一条预算项目，提供应急

储备金来应付意外情况。

 1 联合王国，英格兰上诉法院，麦克莱恩 · 沃森有限公司

诉贸易和工业部案；J. H. 雷纳 (Mincing Lane)有限公司诉贸易

和工业部等案，1988年4月27日的判决，《国际法律汇编》，

第80卷，第109页。

劳工组织

关于赔偿的第30条草案在评注第 (3)段中明确指

出，国际组织可能难以拥有一切必要手段来提供所

要求的赔偿，特别是由于财政资源不足。然而，由

于这种不足并不能让有责任的组织免于承担国际法

规定的责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这一解释，该评论被

忽略掉了。虽然一般原则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在补

偿方面的实际应用似乎有问题。在这方面，第39条
草案作为一种创新的做法受到了欢迎，但可能需要

予以进一步加强。关于要求成员国必须根据组织的

规则采取行动的规定似乎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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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条 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欧盟委员会

欧盟在几个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有出庭资格，非欧

盟国家可以对欧盟提起诉讼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争

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此外，非欧盟国家

可以根据与欧盟缔结的国际协定中的明确条款，让

欧盟各法院审理所指称的欧盟违反协定的行为。此

外，如上所述，在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之时，

非欧盟国家就能够根据《公约》的“国家间” 条款起诉

欧盟。

欧安组织

(b)款第㈡项中的短语“所有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地位” 中的连词“和” 应替换为“或”。

第44条 求偿要求的可受理性

欧安组织

可考虑在第44条草案 (最好是在第2款之前 )中
提及一国际组织依据“代理人” 标准 (第2条草案 (c)
款 )对另一国际组织或国家提出的求偿要求的职能

性质。

联合国

1. 在关于本条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承认在国

际组织内部具有有效补救措施的国际组织寥寥可数，

并指出第44条草案提到的“当地救济” 包括诸如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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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国内法院或行政机构提供的其他补救措施，条

件是国际组织接受这些机构审理求偿要求的权限。1

2. 从秘书处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澄

清“用尽当地救济” 的提法，不应被理解为规定国际

组织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任何义务允许本组织接受国

内法院或行政机构的管辖。委员会以“某一国际组织

在管理一个领土期间对待某一个人的问题” 为例，提

到第2款的可适用性。2 但是，秘书处指出，就联合

国而言，当联合国以临时领土管理当局行事时，没有

任何当地法院或行政机关的补救办法可供私人利用，

追究联合国采取的行动。事实上，适用规则规定总

体免受当地法院和法庭的管辖。在这方面提到“用尽

当地救济” 很可能造成混乱，因此秘书处建议清楚说

明，提到的当地救济并无与联合国或其他有关组织

的豁免制度相抵触之意。

3. 但是，秘书处同时指出，联合国的实践支持

有关“可利用的有效” 救济的两个结论，因为：第一，

本组织已经建立一个“可利用的有效救济办法”，该

救济办法是唯一可以审理在救济办法范围内的事项

的程序；第二，程序产生的任何决定被视为具有终局

性质和具有约束力。

4. 由联合国设立的两种“可利用的有效救济”

办法可作为反映该组织实践的例子。首先，联合国

工作人员可以就任何有关服务条件的问题使用的内

部司法系统。按照目前的构架，该系统包括一个两

级的司法体制 (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 )，
用于审理针对秘书长，声称行政决定与任用或雇用

合同条件不符的上诉。3

5. 其次，根据《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八

条第29款的规定，设立了用于处理联合国与第三方

之间的私法性质纠纷的程序。这些程序包括为处理

下列索赔要求而设的程序：涉及联合国维持和平及其

他特派团的索赔要求 (包括联合国以临时领土行政当

局身份行事的案例 )，以及合同条款规定须为涉及合

同的索赔要求使用具有约束力的终局仲裁的情况。

6. 最后，秘书处指出，在第49条草案适用于第

44条草案第2款方面，联合国的做法与国家以外的个

人或实体的实践是一致的，在联合国已提供“可利用

的有效救济” 的情况下，除了通过规定的程序，没有

其它可以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的可能性。

第47条 数个责任国或国际组织

欧盟委员会

关于第47条，提到了上文就第9条草案评注第 (9)
段发表的评论。作为一个“混合” 协定的例子，此处

正确讨论了欧洲联盟法院议会诉理事会案 1 的例子。

在混合协定中，在欧盟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是

当事方。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欧盟及其所有成员

国均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但大多数争端是完全直接

针对欧盟仅对欧盟强制执行的。

1 欧洲联盟法院，第C-316/91号案，1994年3月2日的判决，

《1994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653页。

第二章

反措施

第50条 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欧盟委员会

关于第 (4)段中的评注，应当指出，世贸组织根

据《解决争端的谅解书》第21和第22条采用一个特定

的“反措施” 制度。就这些反措施是经过条约批准而

言，可以说它们并不是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反措施的

真实例子。

欧安组织

欧安组织认为国际组织可以采取或可对国际组

织采取反措施，但必须将这些反措施与一个组织可

能根据其内部规则对其成员实行的制裁区别开来。

条款草案的相关规定 (第21条和第50至第56条草案 )
仅适用于前一类行动。但是，针对不履行对其他国

际组织或国家的义务的一些特定反措施可能最终会

影响第三方，例如，由两个或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国

家联合执行的方案的受益者，而联合执行方案的情

况在欧安组织内部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针

对合作伙伴的一个反措施，停止此类项目的执行 (停
止为其提供资金 )，也可能会影响项目执行工作所在

国或项目的最终受益人。尽管条款草案论及反措施

可能对所针对实体产生的影响 (见第53条草案 )，但

1 第 (9)段。
2 第 (6)段。

3 《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大会2008年12月24日第63/253
号决议，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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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反措施对并非其所针对实体的影响也是有益的。

可在有关评注中做出具体解释，涵盖此问题。

联合国

秘书处指出，第50条第 (1)款草案未考虑一受害

国际组织对一国或一成员国采取反措施的可能性，只

考虑了对一国际组织采取措施的可能性。这似乎与

第21条草案的案文不一致。这一评论也适用于第54
条草案。

第51条 国际组织成员采取的反措施

欧盟委员会

第51条草案 (a)项再次提出上文所述的问题，即

根据国际法，一组织的内部法的地位问题。这一条

草案不太可能适用于欧盟，从而可以提出欧盟及其

成员国相互间根据国际法采取反措施的假设。评注

第 (6)段论及的欧洲联盟法院的判例法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这一点，该判例法正确地指出，欧盟内部已

有的司法补救办法似乎排除了欧盟成员国对欧盟采

取反措施的可能性。

第52条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其对第52条草案第1款 (a)项的评

注中表示：

只有在禁止对该组织使用武力为义务的情况下，才可将针对

一国际组织使用武力的行为视为反措施。1

秘书处认为，在该条草案案文及其评注中均应

明文禁止使用武力。

2. 秘书处还建议，如果保留第52条草案第2款
(b)项，则应重新起草其案文，以准确反映国际组织

享有的特权和豁免。除代理人、馆舍、档案和文件之

外，财产、资金和资产也应被包括在内，因为位于

受害国境内的这些东西特别容易受到反措施的影响。

委员会不妨考虑将第2款 (b)项拟定如下： 

“尊重应适用于责任国际组织的代理人、其

财产、资金和资产的特权和豁免，以及该组织

的馆舍、档案和文件的不可侵犯性”。

1 评注第 (1)段。

第53条 相称性

联合国

委员会在对第53条草案的评注中指出，当一个

国际组织受到伤害时，应当由该有关组织而不是由其

成员国采取反措施，以其作为防止过分影响的手段。 1 
但在联合国的实际情况中，该组织与其会员国在这

方面的区别并不总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决定采取反

措施，极有可能采取的手段是通过一项决议，而决

议将由联合国会员国实施。

1 第 (4)段。

第五部分

一国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

劳工组织

1. 劳工组织已在2006年的评论中对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联合责任一事表示了保留。1 在确定联合国

是否有权提出国际求偿要求时，国际法院的出发点

是联合国在某些方面脱离其成员的立场。很难调和

这一看法和委员会的以下看法：

该组织拥有一种不同的法律人格并不排除可以将某一行

为既归于该组织又归于其一个或多个甚至所有成员的可能

性。2

除非该组织自己授权 ( “通过成员国” )其成员代

表其采取行动，例如，在国际组织无法接受国际义务

时，3 或在条约规定了共同责任时，否则似乎没有明

确理由要求成员国对组织机构作出的决定负责，尤

其在这些决定可能 (而且通常是 )由 (多数 )票作出时。

2. 援助和协助 (第57条草案 )、甚至指挥和控

制 (第58条草案 )、更不用说胁迫 (第59条草案 )等概

念似乎否认国际组织的独立法律人格。在委员会的

评注中找不到否认“公司人格” 的理由，与关于国家

责任的条款草案保持平行似乎无助于区分对根据一

组织的相关规则参与决策的情形和条款草案所设想

的各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阐明“成员

的数目” 和“参与的性质” 所产生的影响。

1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68 和
Add.1号文件，第 147页。

2 第2条草案评注第 (10)段。

3 例如，见欧洲法院1993年3月19日的第2/91号意见，

《1993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01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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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样看来，在第57至第59条草案所设想的

情况下，区分成员和非成员—或至少各国在每种

情况下以何种身份行事—可能很重要。成员国既

在国际组织内行动，又与国际组织有外在法律关系。

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多层关系似乎没有得

到充分考虑。例如，成员国不仅通过对经常预算的捐

款 (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而且还通过自愿捐款，包

括预算或预算外的捐款，在财务上促进各组织的活

动。这种关系上的责任既是根据内部通过规则的特

别法，也是根据一般条约法，来确定的。

第60条 寻求避免遵守义务的成员国的责任

欧盟委员会

提到了上文就第16条草案做出的评论。与之前

的版本相比，对该条草案的措辞作出的改进似乎受

到欢迎。关于“意图” 问题，遵守“寻求避免” 的概念

确实需要确立意图，即便这种意图可从评注第 (7)段
所述的情形推断出来。

第61条 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该组织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

欧盟委员会

1.  欧盟委员会认为，第61条草案第1条 (a)项
应改为：“(a)它已按照该组织的规则接受对该行为的

责任。”

2. 第61条草案第1款 (b)项所提及的“认定” 概

念是否是一个可行似乎令人怀疑。评注第 (9)段总体

上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规则。该评注的依据似乎是韦

斯特兰直升机公司案 1 这一单个仲裁裁决，该项裁决

可以支持这一规则，但似乎是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

作出的。

3. 总体来说，第61条草案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是国际组织对国际法的“渗透性” 问题。条款草案及

其评注的当前案文似乎向第三国暗示，边界究竟在

哪里在法律上有不确定性。

1 韦斯特兰直升机公司诉阿拉伯工业化组织等案，1991年
7月21日的裁决，第56段，引用于Rosalyn Higgins, “The legal 
consequences for member States of non-fulfilment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ir obligations toward third parties: provisional 
report”，载于国际法学会，《年鉴》，第66-I卷 (1995)，第393
至第394页。

第六部分

一般规定

第63条 特别法

禁核试组织、民航组织、农发基金、 
劳工组织、海事组织、移民组织、电信联盟、 

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气象组织和世贸组织

特别法原则与条款草案专门述及的“该组织的规

则” 的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模糊不清。这些组织可以

接受由一个单一文本涵盖国际组织所有的责任问题。

但是，如果要这样做，应特别注重特殊性原则—

这是区分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和国家法律人格的主要

因素之一。因此，他们建议在条款草案的导言性条款

中纳入一个明确条款，说明国际组织的责任由特殊性

原则界定。这些组织感到关切的是，若条款草案延循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相同的路径，并完全由各

国政府、司法机构和其他解释者使用，那么它对这

些后者的严重依赖可能会导致它在实践中无法执行，

或从国际法为其规定的责任的角度来看，使国际组

织越来越等同于国家，令其长期后果难以预测。

欧盟委员会

1.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欧盟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更

传统国际组织的国际组织。欧盟的特色有很多，可

归纳如下：

– 欧盟成员国已把一系列事项的管辖权 (以及由

此而来的决策权 )移交给欧盟。成员国管辖权和欧盟

管辖权之间的总体划分，有待按照创建条约的规则

和欧洲联盟法院的判例法而不断发展。

– 在许多情况下，欧盟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在国际

上采取行动。它可以成为一国际组织的成员，只要

后者的章程规则允许；它可以代表欧盟与非欧盟国家

和非欧盟实体签署双边条约；它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和

代表自己加入多边协定；而且它也可以代表自己参与

国际法律诉讼。在欧盟由于没有“接收方” 的资格 (特
别是在国际条约 /组织不允许国家以外的国际法律主

体成为缔约方时 )而无法在国际上行使管辖权时，欧

盟可能不得不继续使用通过其成员国采取行动这一

工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成员国不代表自

己采取行动，而是代表欧盟并为维护欧盟利益而采

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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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由于权力的移交而拥有的特殊性质对欧

盟成员国在国际上自由行动有影响；欧盟在很大程度

上是通过其成员国采取行动的，而不是像传统国际组

织那样仅通过自己的“机关” 和“代理人” 采取行动。

– 根据欧盟内部规则，欧盟成员国及其当局有

义务执行欧盟通过的有约束力的决定和政策。1 在欧

盟成员国事实上只是在执行该国际组织的一项具有

约束力的规则时，就需要有特别的归属和责任规则。

换言之，欧盟对各成员国实行规范控制，这些成员

国以联盟代理人身份执行欧盟法律，而不是以自己

的名义行动。

– 在属于欧盟管辖的领域中，只有欧盟可以取

消源于欧盟规则或惯例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单个成

员国可能无权这样做。

– 欧盟成员国在一系列事项上把权力移交给欧

盟意味着欧盟可以在国际上采取行动：(a)以自己的

名义采取行动，将成员国排除在外； (b)通过成员国

采取行动；(c)有时在成员国与欧盟一起，保留对有关

事项的管辖权 (过渡或永久性质的 )时，与成员国一

起采取行动。

– 欧盟的创建条约和欧盟最高法院—欧洲联

盟法院的判例规定了有关权力移交的规则。欧盟司

法部门的解释是，欧盟作为一个组织与其成员国之

间的关系所要依循的这套欧盟内部规则是章程性质

的，而非国际法。欧洲联盟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认为，

国际法只有在欧盟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影响欧盟内部

的固有秩序；并认为任何国际条约都不能破坏欧盟与

其成员国之间固有的权力划分。

2. 虽然欧盟目前可能是唯一具有上述所有特

殊内部和外部特点的此类组织，但其他区域组织迟

早可以提出同样的声称。鉴于即便考虑到有关评注，

现有的条款草案也没有充分体现欧盟等各类区域 (经
济 )一体化组织的情况，因而在草案中明确允许并非

所有条款都可适用于区域 (经济 )一体化组织 ( “特别

法” )的假设，似乎尤为重要。

劳工组织

1. 这是本套条款草案的一个关键条款，委员会

不妨考虑让它在总体结构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为逐

渐发展国际法做出的尝试不应对现行法律产生不利

影响。各国在众多国际组织中的行为表现往往不同。

事实上，各组织的规则很少是完全相同的，这可能表

明，各国并不一定希望有一套适用于所有国际组织的

统一规则。因此，即便有第63条草案的解释，制订

统一适用于国际组织责任的规则的工作也非常复杂。

2． 尽管那种认为非成员国的责任问题可能最

好由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来处理的观点可能有

些价值，但成员国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包括第61和第

62条草案所述情形 )，应由根据组织的组成文书建立，

并由内部规则和惯例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组织内部法

律制度来加以分析。这些规则即为特别法，在由内

部规则处理的问题上，成员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

系不应受国际法律一般规则的约束。因此，必须宽

泛地理解第63条草案的范围，它不止涉及对一国际

组织责任的确定，而且也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

的原则，在两种法律同时存在时，优先于任何关于

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规则。由此看来，委员会也不妨

重温第9条草案第2款。劳工组织已在其2006年的评

论中对这一条款发表了大量意见。1

1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68和
Add.1号文件，第153至第154页。

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对第63条被纳入草案以及该

条所承认的特别法的根本重要性感到鼓舞，但货币基

金组织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一条款的范围和它

可在多大程度上限定其他条款。应重新起草该条款

及其相关的评注，以便如上所述，明确指出国际组织

对向其成员采取行动的责任将参照组织的组建文书、

据其通过的规则和决定，以及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

和组织自愿承担的其他义务来确定。在委员会开始

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阐明第63条草案的范围和影

响至关重要，货币基金组织大力鼓励委员会借此机

会这样做。

北约

关于“国际法特别规则，包括适用于国际组织同

其成员之间关系的组织规则” 这一短句，可以指出，

指导该组织运作的基本内部规则，即“协商一致决策

1 见《欧洲联盟条约》第4 (3)条，第2和3项：

“成员国必须采取任何适当措施，或为一般措施，或为

特别措施，以履行条约产生的义务或源于联盟行动或机构的

义务。

“成员国必须协助完成联盟的任务，不采取任何破坏实

现联盟目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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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既不见于建立北约的各项条约，也不见于任

何正式规则，而是该组织实践的结果。

经合组织

1. 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及内部规则和程序是这

些组织的主要义务的来源，并应据此摊派其责任。第

63条草案是一个关键条款。事实上，如果责任的条

件、内容或履行须服从“国际法特别规则，包括适用

于国际组织同其成员之间关系的组织规则”，那么就

不应适用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经合组织赞

成以下观点，即应主要根据一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

内部规则和程序来确定其行为和责任机制的合法性。

2. 只有在行为明显违反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

内部规则和程序，或根据这些文书、规则和程序，违

反了强制性规范时，才能挑战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3. 委员会在二读时应重新审议条款草案及其相

关评注，以便人们不再怀疑特别法的压倒性中心地

位，以及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一般规则的备用性质。

这一论点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特别法的目的就是要

取代一般规则，除非所涉及的事项受到强制性规范

的约束。

4. 在适用特别法原则时，经合组织支持国际组

织发挥作用，确立某些用语的内部定义。该组织特别

注意到，在条款草案中没有“机关” 这一用语的定义。

然而，鉴于国际组织的多样性，经合组织不主张确

定一个通用的定义，而是认为，每一国际组织的内

部规则在界定该组织的“机关” 方面起指导作用。

欧安组织

由于国际组织不具有一般性权限，并据此根据

特殊性原则开展工作，因此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

在有些情况下，各组织的具体规则将取代条款草案

规定的一般规则。因此，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可

否将相关的第63条草案 (特别法 )纳入条款草案的第

一部分 (导言 )，作为新的第3条草案。除一般国际法

强制性规范外，特别法规则对解决一般国际法和有

关国际组织内部法之间就该组织行为“是否不法” 做

出定性时可能产生的分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第63条草案的评注中解释说，专

门规则可以补充或取代条款草案内的全部或部分一

般规则。1 委员会指出，该条草案以关于国家责任的

条款草案第55条为蓝本，目的是避免在诸多草案案

文中加入“在不影响特别规则的情形下” 的但书。2 尽
管评注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实施共

同体有约束力法律时，将其行为归于共同体的问题，

但关于其如何适用于不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

方面没有太多讨论。

2. 在联合国的实践中，最显著的特别法例子包

括：根据秘书长制定并经大会赞同的条件，排除对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执行过程中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

损坏的责任的“行动需要” 原则 3(见关于第24条草案

的评论 )，以及同一决议对维持和平行动过程中所造

成的伤害或损害规定的时间和财务限制。1998年6
月26日通过的第52/247号决议 (第三方索赔：时间限

制和财务限制 )，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引起的第三

方索赔设定联合国赔偿责任的时间和财务限制，该

决议优先于第33条草案规定的提供充分赔偿的义务。

该决议规定，除其他外，“联合国不赔偿非经济损失” 
(第9 (b)段 )，以及对个人受伤、患病或死亡的赔偿额，

包括医疗和康复费用、收入损失、财务支助损失的

赔偿额，“最高不得超过5万美元” (第9 (d)段 )。根据

大会第52/247号决议第12段的规定，秘书长在联合

国与维和行动部署地国签订的部队地位协定一贯包

括责任赔偿限制的规定。

3. 秘书处支持纳入关于特别法的第63条草案。

1 第 (1)段。
2 第 (6)段。

3 大会在1998年6月26日第52/247号决议第6段核可

“秘书长的意见，即如秘书长关于第三方索赔的第一次报告

(A/51/389)第14段中所述，对维持和平行动成员因 ‘行动需要’
的活动而产生的第三方索赔，不承担赔偿责任。”

世界银行

1. 只要考虑到 (a)布雷顿森林机构 (货币基金组

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的准普遍成员制度，以及在

任何情况下，国际金融机构一般都在成员国中开展

活动的事实；(b)国际金融机构的全面“组织规则”；以

及 (c)其财务协议对违反主要义务产生的后果做出的

详细规定，那么很显然，就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而言，

诉诸特别法以外的关于责任的规则的情况即使有，也

相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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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款草案中关于特别法的第63条可能是其

一条关键的条款。虽然第63条草案目前的措词，正

如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所示，显然仍可改善，但该条

在条款草案内的关键作用是无可争议的。据此，世

界银行希望积极鼓励委员会，在着手进行二读之时，

再次审议条款草案以及相关评注，以便人们不再怀

疑特别法具有压倒性中心地位，并不再怀疑关于国

际组织的责任的一般规则的备用性质。

3. 委员会在第63条草案的评注第 (6)段中表示，

有关草案的用意是“为了不必在前面的许多*条文后

添加诸如 ‘在不影响特别规则的情形下’” 的但书。除

了保留强行法的强制性规范的作用外，为什么提及前

面的“许多” 条文，而不是提及所有条文？换句话说，

除了那些关于强行法的条款草案外，哪些关于一般

规则的其他条款草案不受到特别法的限制？世界银

行难以想出任何条款。

4. 第4条草案评注的第 (5)段提到

说组织的内部法始终压倒该组织根据国际法已经对成员国承

担的义务，是有问题的。

同样，由于组织的内部法作为规则是特别法的最

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一条特别规则

是否能优先于除强行法义务之外的其他所有国际义

务？世界银行想不出任何构成例外的决定性 (而非强

制性 )规范，恰恰因为在任何一个不受强制性规范约

束的问题上，一般义务会被特别法限制和取代，这

正是特别法的目的。因此，世界银行鼓励委员会重

新考虑上述句子，要么删除该句子，要么通过保留

特别法的压倒性作用来对这句话做出限定。

5. 世界银行鼓励委员会在二读时确保在整个案

文中，在使用“国际法” 这一表述 (条款草案中没有对

此下定义 )时，有一个统一的含义，而且也要适当考

虑到任何适用的特别法。例如，目前关于国际不法

行为的要素的第4条草案 (a)款中“依国际法” 的表述

与关于将国际组织的一个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视为

组织的行为的第5条草案第1款中的“依国际法” 是否

意思完全相同？而且，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两条草

案中的“国际法” 是否既包括了一般国际法，也包括

任何适用的特别法？ 

第66条 《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

1. 委员会在关于该条草案的评注第 (1)段中指

出，《联合国宪章》一词不仅包括《宪章》规定的义务，

而且也包括安全理事会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所带来的

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后

者也优先于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义务。委员会在评注

第 (3)段还指出：

本条无意影响上文各条所定原则和规则对联合国国际责任的

可适用性。

2. 评注第 (3)段没有说明是否意图将联合国排

除在第66条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由于《联合国宪章》

第一百零三条以同样的方式对联合国责任，以及国

家和其它国际组织的责任产生影响，因此，秘书处

建议修订评注第 (3)段内这句话以澄清其用意，或将

其删除。

3. 作为联合国的组成文书，《联合国宪章》也

构成第2条草案 (b)项所指的“该组织的规则”。然而，

与其他组织不同 (第31条草案规定其他组织不得以组

织规则为由不遵守其国际义务 )，联合国可以援引《联

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只要其反映了一

项国际法义务—为本应被视为不遵守的行为进行

辩解。

4. 秘书处指出，委员会在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

草案第59条的评注中指出： 

各条款不能影响和妨害《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本条款各方面

之解释均应与《宪章》一致。1

秘书处建议在这里纳入同样的说明。

1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9条的评注

第 (2)段，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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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4]

A/CN.4/644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卢修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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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英文 ] 
[2011年5月18日 ]

本文件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 [英 ]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

970至第973号，第31页起。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 《第四公约》 ) [英 ] 同上，第973号，第287页。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 ) 同上，第1155卷，第18232号，第

331页。

A. 委员会可能作出的建议类型

1. 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无疑是对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和编纂。1 这些活动包括拟订公约草案。2 
拟订这种公约的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委员会的

《章程》第23条对此作了说明。

1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15至第24条。
2 同上，第15条。

2. 根据该条的规定，委员会可向联合国大会做

出如下建议：3

– 委员会的报告既已发布，不必采取行动；

– 以决议方式表示注意或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 向会员国推荐条款草案，以求缔结一项公

约；或

– 召集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

3 关于整个问题，见《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英 ]，第一卷，

第七版，联合国，纽约，2007年，第48至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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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差异似乎是，在前一种

情况下由会员国采取主动，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则

由组织采取主动。

3. 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中间类型的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至少部分地偏离了公约模式。

当“产品” 的性质有此要求时，它便这样做了。例如，

大会要求其制订一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4 在
其他情况下，由于适用范围有限或其它原因，委员

会议定其工作成果不采取公约的形式。关于国际法

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

条款草案第二部分、5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

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6以及国际法不成体系研究小

组的结论 7即属于这种情况，国际法委员会要求大会

予以“同意” 或“建议” 大会予以“关注”。关于国家继

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8 委员会建议“以宣言的形

式通过” 条款草案。9

4. 在近期的两个事例中，委员会制订了非常

具体和特殊的建议。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 (2001年 )，
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到”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草案，10 将其附载为大会2001年12月12
日第56/83号决议的附件，并考虑在稍后召集一次会

议。关于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2008年 )，11 委员会

建议大会注意到这些条款草案并将其附于大会决议

之后；将其推荐给会员国且“不妨碍” 将来以条约或

其它适当形式予以通过；鼓励会员国缔结双边或区域

条约；并把它列入其下一届会议的议程，以便审议、

尤其是讨论条款草案所采取的形式。12

5. 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进展。虽然为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拟订公约是且必须仍然是委员会

4 《1994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页，第

91段。
5 《199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页，第

55段。
6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5页，第

176段。
7 同上，第206页，第251段。
8 《199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页，第

47段。
9 同上，第44段。
10 《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

76段。
1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页，第

53段。
1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75段。

的主要活动目标之一，但若委员会拟订的是“准则”

或行为守则—即咨询性质的案文，或像在不成体

系原则的情况下，委员会尚未整体筹备案文，又或

者出于各种不同原因，国家对就一事项通过一部整

体公约似乎不太积极时，仍将重点放在公约制定上，

似乎是不适当的做法。在这类情况下，若试图缔结

编纂一部条约却未获成功，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而采取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例如委员会在国家的

国际责任方面所遵循的方法――可能会更为有效。

B.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

6. 特别报告员认为，条款草案 13—2011年5
月17日二读通过 14—中的大部分都能在国际法相关

领域 (条约法；与使用武力有关的法律 )的规则中找到

其渊源和理由。这意味着草案中的许多条款应该是

没有争议的；然而，对于草案的核心，即草案第1至
第7条及附件来说，却并非如此。在这方面，应该补

充指出，与国际法学会1985年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

的影响之决议不同，15 目前的案文延伸到了内部冲突，

这是一个几乎尚未触及的领域，需要的是逐渐发展

而不是编纂。

C. 分 析

7. 至少该领域的一部分――国际武装冲突的影

响――一直都是执业者和法律学者们多有涉猎的。倘

若专题仅限于这一方面，编纂有关规则也许不无可

能――但也许兴趣索然。

8. 对此，必须补充指出，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包

含了大量程序性规定，并引用了国际法其它领域的规

则，这些规则似乎已被广为接受并似乎令人联想到

可缔结一项条约。还可指出的是，第3条草案规定武

装冲突的存在并不会自动地终止或中止条约权利和

义务，连同第4至第7条以及附件中所表明的标准和

类别，可以为此类公约式文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9. 希望召开一次会议的第三条原因是对国际法

稳定性的永恒追求。对于条约和武装冲突――目前为

数甚多――之间的关系来说，尤为如此。另一主张缔

13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100段。
14 同上，第一卷，第3089次会议。
15 国际法学会，《年鉴》，1985年赫尔辛基会议，第61卷，

第二部分，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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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般性公约原因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受到

伤害最深的人是无辜的旁观者――平民。关于保护战

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便是为了保护他们而缔结

的；确保这些因国家缔结了公约而享有的权利在冲突

结束之后继续存在，或快速恢复，是令人期盼的。一

部整体公约或可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最大限度地

维持一个和平时期的现状，迅速恢复到这样的状况，

并保护来自中立国家的个人权利。

10.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不应该

立即计划召集会议。

11. 反对立即召开编纂会议的第一种言论认为，

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并不仅限于国际武装冲突对条约

的影响，而是也涉及内部冲突。虽然过去可能有一些

非国际性的冲突，在其对条约的影响方面产生了一

些做法，但就该问题上找到一套坚定和协调一致的规

则并非易事。在这方面，无论已经说过什么、或是做

过什么，都需要通过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来予以加强。

目前，似乎不会有许多国家愿意把关于国际冲突的

现行规则扩大适用于非国际性的冲突。

12. 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武装冲

突，对于其涉及的国家来说，都是引起焦虑和压力的

根源。它们可能认为很难—除非是在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领域—遵守与本国条约命运有关的法律规则，

尤其是要求它们在事前便这样做，就更难了。

13. 在内部冲突的情况下，对于条约的影响问

题会在交战国和交战国对之有条约义务的第三国之

间出现。这种情况同由于暂时无法履行或由于情况

发生根本变化以致终止或中止条约的情况 ( 《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条 )并无不同。可

以肯定的是，会有交战国家因冲突至少暂时无法履

行其某些条约义务的情况 (例如因机场落入叛军之手

而无法履行准许降落的权利 )。但第三国是否做好了

准备，愿意事先接受使参加内部冲突的国家更容易

终止或中止其条约义务的规则呢？

14.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的事例表明：一套条款草案的“成功” 并不取决于是

否立即尝试将该草案转换为条约法。更重要的是，任

何这类尝试的失败—无论是由于根本缺乏任何协

议，又或者因为批准数量不足—都可能败坏委员会

关于该专题的工作信誉。委员会的工作威信将因无

法促成协议而受到损害，原因是寻求达成协议的条

款无法被接受；这些条款无法被接受，其推论是由于

委员会未能妥善完成其工作。当然，这并不是反对

缔结一项公约的唯一理由。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 (见
上文第12段 )，一些国家可能不愿意签署关于连续性

的规则或以其它方式涉及其条约权利和义务的规则，

以免在冲突时限制其行动自由。

15. 考虑到这些原因，以及不损害关于武装冲

突对条约影响工作的必要性，特别报告员鼓励委员

会像它在拟订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草案时那样谨慎行事，并请联合国大会：(a)注意到

条约对武装冲突的影响条款草案，并把这些条款附于

决议之后；及 (b)建议在稍后阶段召开一次外交会议。

16. 以谨慎方式处理此事可使会员国更好地了

解所研究的问题和所拟议的规则，最重要的是，说

服他们，即就委员会所审查的事项通过一套条约规

定是必要且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的。此外，到目前

为止，上述规定的缺失并未阻止行动者――国家及其

法院――即日起适用委员会制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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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4]

A/CN.4/64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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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法文 ] 
[2011年5月18日 ]

A. 导 言

1. 在国际法委员会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期

间，起草委员会搁置了基于其主题影响适用可能性

很大的条约类别清单问题。1 在本说明中，特别报告

员希望就此发表几点意见和建议。

2. 关于当前草案第5条和附件的处理方式，有

多个办法可加以考虑。第一个办法是前任特别报告

员最先提出来的，即将清单作为第7.2条纳入条款草

案。也可将清单与相关评注一起放在条款草案的结

尾，2 这是草案2008年版的做法。第三个办法是将清

单以及相关评注纳入第5条。最后，也是第四个办法，

是将清单作为附件纳入第5条。

3. 毫无疑问，后两个解决办法更吸引人也更加

实用。现任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中就已指出

1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对实践和理论的审查。秘书处

的备忘录，A/CN.4/550和Corr.1–2号文件 (可查阅委员会的

网站，第五十七届会议文件；最终案文将作为《2005年……年

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的增编出版 )，第18至第36段。
2 伊恩 · 布朗利先生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第三

次报告，《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第64页，

A/CN.4/578号文件。

他倾向于采用第四个办法，3 这么做有多个原因。首

先，关于本专题有大量实践，这本身就说明了为何

要以其它形式，而不是条款草案附件的形式，来考

虑这个问题。其次，将清单作为附件纳入第5条有助

于该条款的执行。该条重点指出条约的主题暗示条

约继续施行的标准，但不曾作出一项不可逆转的推

定；又或者如秘书处的备忘录所言，清单涵盖了显示

“适用可能性很大” 的各个条约类别。4 需就这种可能

性详加审议，部分原因是因为条约的名称并不总是

与条约的内容相对应，这意味着在名义上属于清单

某个类别的条约，实际上却有可能并不属于该类别；

因此，最好将这一清单描述为“指示性的”。还有一

些时候，一条约虽然的确满足列入清单的条件，却

包含有不属于该类别、并因此不具备清单所述可能

性的条款。

4. 上述推荐的解决办法本质上是与可能性之间

的“和解”。在2010年委员会全体会议辩论期间，这

一办法似已获得了实质性多数的赞同。这是倾向于

这一办法的另一个原因，即使清单内容及其评注可

能需要调整。第三个原因是现任特别报告员在其第

3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7号
文件，第52至第70段。

4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1)，第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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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即这一办法，与将其纳入第5条
评注中相比，提供了更高层次的规范性。5

B. 附件内容的固有难题 

5. 上文第3段提到在条约名称与条约内容不对

应甚至完全不对应时可能产生的难题。毫无疑问，对

条约的定性，例如确定其属于某个而非另一个类别

的过程，必须以条约的实际主题及条款为依据。这

一进程很可能显示某些条约条款属于清单所列的一

个类别，而其他条款却不属于其中任何类别。这种

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可通过条款草案第10条所述的

条约的可分割性加以解释。

6. 另一个难题是，除国际性武装冲突外，本套

条款草案还期望处理内部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有人对

这种期望提出了批评，认为委员会不应当冒然进入这

一领域，又或者应该以另一种方式这样做。但这种

观点遭到了反对，当前，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所造成

的问题要比国际性武装冲突所造成的问题严重得多，

如果委员会忽视这些问题，将会是令人遗憾的。然而，

诚如格雷厄姆所言：“革命 [原文如此 ]对条约的影响

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国际法在这方面仍

然存在空白”。6 
即使与格雷厄姆所言相反，在法律上

没有空白，相关实践也还是寥寥无几和难以辨别的。

有鉴于此，将条款草案范围扩展至此类情形并无大

碍，但要注意的是，这样一来，委员会就将在条款

草案中引入一个有关国际法发展、而非编纂的重要

组成部分。

7. 在审议条约的持续适用问题时，有时会忽视

了解该问题是否确因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

引起。例如，1982年荷兰在苏里南内乱期间中止所

有双边条约时，就是这种情况。7 在石油平台案中，

国际法院认定，1955年8月15日《美利坚合众国与伊

朗 (伊斯兰共和国 )友好、通商和领事关系条约》仍

然有效，并可因此可作为其管辖权的基础，8 但两国

5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7号
文件，第64段。

6 A. M. Graham,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hostilities on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 tentative approach”, West-
ern Law Review，第3卷，1964年，第128至第149页。

7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1)，第90段。
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案，判决，《2003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161页。该《条约》于1955年8月15日签署于

德黑兰，可查阅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84卷，第4132号，第

93页。另见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1)，第70至第71段。

之间是否真有武装冲突？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

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国际法院认为《美

国与尼加拉瓜友好、通商和航行条约》仍然有效，9 而
且这一点因美国随后根据该条约规定宣布将之废除

而得到了确认。10 
但是，两国之间真的存在武装冲突

吗？因此，在很多时候都值得一问，是什么因素促

使协议的存续出现了问题：确实是因为武装冲突，还

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其它终止或中止的理由 (例如，

暂时或永久不可能执行，或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 ) ？

8. 另一个难题是，根据传统实践和理论，这一

问题实际上是在武装冲突的形况下，条约 (或条约的

部分内容 )是否继续适用，还是自动失去效用。当前，

一条约丧失持续性可以有两种形式：废除或简单中

止，后者是发生武装冲突后一个严重性要小得多的

后果，而且便于在冲突结束后恢复原状。

9. 这些问题，其中包括确定现有理论和实践

的确切范围以及如何就其价值进行评估，还受到这

些因素的阐述方式的影响。它们基于理论，在实践

方面受到英语国家 (联合王国和美国 )的实践的影

响。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们对这种阐述方式提出了批

评，呼吁特别报告员纳入包括司法方面的补充内

容，并努力消除在相关条款评注中出现的不平衡 
现象。

C. 下一步行动

10. 特别报告员将在起草评注时尽可能地遵照

上述要求，客观地审查相关理论的作用。理论是 (或
只应当是 )实践的系统化综合反映，但在很多时候，

理论更多的是反映作者的个人意见和倾向。不过，鉴

于理论在条款草案所涉领域发挥的作用，不能因此

就完全撇开理论。

11. 特别报告员将在秘书处和若干同事的帮助

下，就除其他外，国家司法机关的裁定开展补充研究，

以突出本套条款草案的判例导向。不过，应当注意

9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

《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92和442页。另见秘书处的备忘

录 (上文脚注1)，第72段。该《条约》于1956年1月21日签署

于马那瓜，关于其案文，可查阅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67卷，

第5224号，第3页。
10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

汇编》，Jennings法官的不同意见，第528、第538和第539页。

另见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1)，第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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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秘书处的备忘录尤其已经相当完善，因此关于实

践引述、特别是判例法引述不足的批评，可能更多

针对的是条款草案的阐述方式而非其依据。在现阶

段的工作中，特别报告员不认为即将开始的补充研

究会带来激动人心的成果。不管怎样，这些成果都

将会被并入其相关条款的评注中。

12. 关于附件中所列的不同条约类别，特别报

告员无意对其作任何改动，唯一有可能的是加入阐

述强行法规则的条约。不过，特别报告员已在第一

次报告中抛弃了这一想法，原因是条约中的强制性 
规范： 

在武装冲突时将继续存在，与没有载入条约条款的强行法规

则一样；否则这些规则就不是强行法规则。因此，把这类条约

列入似非必要。11

13. 上述言论无疑仍然是正确的：拟议增加的内

容并非必要。但也许可以因之明确一点，即强行法

规则，不论是基于条约的，还是习惯性的，都可在

任何事件中存续，其中包括武装冲突。但要明确的

是，作为一项一般规则，此类条约除强制性规范之外，

还包含有未必长期存续的其它条款。

1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7号
文件，第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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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外国人

[议程项目5]

A/CN.4/64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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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法文 ] 
[2011年5月4日 ]

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 《欧洲人权公约》 ) [英 ] (1950年11月4日，罗马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3卷，第
2889号，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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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本，《欧洲联盟公报》，第49卷，
第C 321E号 (2006 年12月29日 )。

《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英 ] (1961年8月30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89卷，第
14458号，第175页。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 ) 同上，第596卷，第8638号，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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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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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导言

1.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议题在大会第六十五届

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引发热议。就这一议题发言

的各国所发表的评论常常超出了国际法委员会关

于其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的相关范

畴，并经常涉及委员会在以前的会议中已经讨论过

的事项。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在所发表的评论的

与当前阶段在有关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之间存在着 
差距。

2. 委员会秘书处对这些意见以及一些国家近期

发表的多项评论进行了审查并将之转递给了委员会

委员。1 特别报告员似乎没有必要在此复制这些内容。

但是，概括介绍自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闭幕以来

在这一领域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动态，以便确定这些

1 见秘书处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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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N.4/638)，以及从各国政府收

到的评论和意见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28和Add.1–2号文件 )。

动态是否确认了在特别报告员以往的报告中所提供

的分析结果、委员会就这一议题所采取的立场，或

者与此相反，是否可以确定事情的走向或新的实践，

似乎是有益的。

3. 此外，鉴于特别报告员已就这一议题提交了

大量报告以及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委员会在讨

论以往报告过程中就增加或修订条款草案所提出的

各种建议、以及起草委员会尚未就这一议题向委员

会整体汇报的情况，似乎有必要对特别报告员迄今

为止已经提出的全套条款草案—不仅包括委员会

业已讨论的条款草案，也包括委员会尚未审议的条

款草案—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以便促进委员会的

进一步工作。关于调整条款草案结构的这一建议当

然不妨碍起草委员会已经开展的工作。

4. 因此，本报告一方面将介绍在这一议题上的

主要最新动态 (第一章 )，另一方面将提供一份经过

调整的全套条款草案的摘要 (第二章 )。

第一章

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最新动态

5. 自从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结束以来，驱逐

外国人的问题一直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

一个重要政治议题。这突显了这一议题的及时性

和敏感性。但是，国际法院于2010年11月30日就

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 2 作出的判决更具意

2 艾哈迈杜 · 萨迪奥 · 迪亚洛案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

共和国 )，案情实质，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39页。

味，因为这项判决涉及到驱逐外国人问题的若干 
方面。

A. 几个国家的动态

6. 在委员会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和2011年第

六十三届会议之间发生的事情包括瑞士国民和各州通

过了国民倡议：“驱逐外国罪犯 (驱逐倡议 )”；以及法

国议会审议了关于移民、归化和国籍问题的法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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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士：国民和各州通过了2008年2月15日的国民瑞士：国民和各州通过了2008年2月15日的国民

倡议：“驱逐外国罪犯 (驱逐倡议 )”倡议：“驱逐外国罪犯 (驱逐倡议 )”

7. 在2010年11月28日举行的一次全民公决

中，瑞士国民和各州通过了这一意在修改《瑞士宪法》

的倡议。3 这一《宪法》的新条款要求，对于被以谋杀、

强奸、严重性攻击或抢劫、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和盗

窃等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以及社会保障或社会

救助欺诈行为定罪的外国人，由瑞士主管机关自动撤

消居留许可并驱逐出瑞士领土。此外，驱逐令还包括

在5至15年内禁止进入瑞士境内，对于累犯，禁止入

境期可长达20年。尽管《宪法》的这一修正案自2010
年11月28日起，即获得国民和各州通过之日就已生

效，但是《宪法》的一项过渡条款给予议会五年时间，

用于建立和补充相关犯罪清单和颁布关于非法进入

瑞士境内的刑事法律。4 主管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

的联邦委员后来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为

驱逐倡议委员会成员及联邦主管部门和各州的代表，

负责解决遗留问题，起草司法部可提交给联邦委员

会的法律，其目标是以符合《宪法》和对瑞士具有约

束力的国际法的方式为执行这一倡议提出解决方案。

工作组于2011年1月26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将

在2011年6月前提交一份载有建议的报告。但是，最

终将由瑞士议会来决定如何通过立法执行这一倡议。

3 见联邦委员会2011年3月17日关于2010年11月28日全

民投票结果的决定 (FF 2011 2593)。该倡议以1 397 923票 (15 
5/2州 )赞成、1 243 942 票 (5 1/2州 )反对获得通过。

4 该条款内容为：

“兹对《宪法》做如下修正：

“第121条 [……]

“3. 不论其地位如何，外国国民有下列行为的，将失去

在瑞士的居留权和居留在瑞士的所有其它法律权利：

“a. 被以下列罪行定罪：故意杀人、强奸或任何其他严

重的性犯罪、任何其他暴力犯罪，例如抢劫、贩卖人口或毒

品罪，或者盗窃罪，且定罪具有法律效力；或者

“b. 不当索取社会保险或社会救助福利。

“4. 立法机关将更加详细地定义第3款所涵盖的犯罪，

而且可以增加其它罪行。

“5. 按照第3和第4款失去在瑞士的居留权和居留在瑞

士的所有其他法律权利的外国国民必须由主管部门从瑞士递

解出境，并且必须服从5至15年不得入境的禁令。若再次犯

罪，禁止入境期将定为20年。

“6. 无论何人，只要是没有遵守不得入境的禁令或者非

法进入瑞士境内均构成犯罪行为。立法机关将颁布有关规定。”

《宪法》修正案暂行规定更正如下：

“第197条 [……]

“8. 对第121条 (外国国民的居留和永久定居 )暂行规定

“立法机关必须定义和增加第121条第3款所涵盖的罪行，

在国民和各州通过第121条第3至第6款五年内按照第121条
第6款的规定颁布关于非法入境问题的刑事条款” (注略 )。

8. 应予强调的是，《宪法》中的新条款意在通过

自动撤消被以任何有关罪行定罪的外国人的居留许

可和在撤消居留许可后自动予以驱逐，限制主管行政

部门当前所享有的裁量权。为此，不妨忆及，刑事

法官按照旧的《刑法》第55条 (在2007年1月1日新

《刑法》生效后被废止 )被授权给予驱逐附加和判罚并

不是自动进行的。该条款指出，被判处刑事犯罪或

刑期的任何外国人可以被驱逐出境3至15年；如果此

人再次被定罪，有可能被终身驱逐；其所涉及的范围

尤为广泛，因为涵盖了所有监禁判罚，不论时间长短。

因此，如上文所述，大多数在押犯人可能成为驱逐

对象。5 但是，刑事法官只能根据个案情况发出驱逐

令、法院对驱逐的法律框架施加了限制，规定驱逐必

须与原判刑期相称，需要对有关人员的情况进行具

体的审查。此外，在驱逐令中还必须说明适当的理由，

法官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尤其是如果被定罪

者长期在瑞士居留，有自己的家庭，与原籍国不再

保持密切的联系。

9. 因此，2010年11月28日的宪法修正案即使

与以前的法律相比也是一个倒退，而以前的法律已

经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设置了“双重惩罚”，6 将原有

的监禁处罚与附加的处罚相结合，而后者有时候比原

有的判罚更加严重。特别报告员不知道是否还有其

他国家通过了要求自动驱逐被定罪的外国人的法律。

但是，不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项法律增加了这一

“双重惩罚”，是不是没有违反多项国际法原则，例如

不以出身国国籍为由进行歧视的原则或者国内法和

国际法所体现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2. 法国：关于移民、归化和国2. 法国：关于移民、归化和国

籍问题的移民法律草案籍问题的移民法律草案

10. 2010年7月30日，在格勒诺布尔，伊泽尔

省新任命的警察局长的就职仪式上群情激昂—早

前发生在一处工薪阶层社区的暴力冲突曾造成警察

人员的伤亡—法国总统尼古拉 · 萨科齐宣布：

我们将重新评估剥夺法国国籍的理由。我接受我的责任。如

果外国人蓄意威胁警察、士兵、宪兵或任何其他公务员的人

身安全，就有可能被剥夺国籍。法国国籍必须是经过努力才

5 Montero-Pérez-de-Tudela, “L’expulsion judiciaire des 
étrangers en Suisse: La récidive et autres facteurs liés à ce 
phénomène”。

6 Hayes and Ransom, “Double punishment: An issue for 
Probation”。



180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能获得的，拥有国籍的人必须证明他们受之无愧。不论是谁，

如果朝执法人员开枪，就不再具备作为法国人的资格。7

11. 上述法律草案是根据这一声明拟订的。虽

然草案没有涉及驱逐外国人问题，但是草案与该议

题的关联是明显的，因为剥夺国籍的唯一目的是为

驱逐有关人员创造条件。法律草案第3条涉及“对实

施谋杀或进行蓄意暴力行为导致公务员意外死亡者

剥夺法国国籍的可能性”。按照法国的法律，剥夺国

籍是《民法》第25条和第25条第1款所定义的丧失公

民身份的具体类型之一。其特点是采取这一作法的

理由和影响非常严重。这一作法类似于对诋毁法国

或不忠于法国的行为实行的行政处罚，与因破坏国

家根本利益的犯罪或不端行为或者恐怖行为定罪的

外国人被禁止取得或恢复法国国籍的情况相对应。8

12. 如巴菲特在关于法律草案的报告中所述，

“在现实生活中，剥夺国籍仅发生在国外出生、取得

法国国籍的法国公民，也就是后来成为法国人者，例

如经过归化的外国人或出生在法国并在法国居留足

够长的时间、在达到一定的年龄后取得公民身份的

人，与此相对的是自动被授予法国公民身份的法国

人，也就是出生时就具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9 原则

上，不能以出身或取得法国公民身份的方式来区分法

国公民。《民法》第22条规定，‘取得法国国籍者，从

取得身份之日起，就享有与法国国民地位相应的一

切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法国宪法》第1
条规定，“[法国 ]保障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不论其出身、种族或宗教”。

13. 因此，巴菲特认为，“剥夺国籍的程序让人

质疑两条宪法原则：平等原则，因为这一程序根据

法国公民取得公民身份或在出生时被授予公民身份，

对法国公民予以不同的待遇；如果将剥夺国籍的作法

解释为行政处罚，那就涉及到进行处罚的必要性原

则”。10 只有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对这些原则采取了

7 由Cyriel Martin引述，“Violences urbaines: La déchéanc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nouvelle arme sécuritaire de Sarkozy”, 
Le Point, 2010年7月30日。

8 见《民法》第21至第27条和2011年1月19日François-
Noël Buffet代表参议院法律委员会提交的题为“移民、归化和

国籍问题” 的报告，2010–2011年常会，第239号。
9 见参议院的报告 (前注 )，第55页。
10 《宪法》对刑事诉讼的限制不仅适用于法院所作判决，还

适用于任何其它惩罚性处罚，在法律授权非司法机关实施处罚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989年1月17日，宪法委员会第88-248 
DC号决定，第35至第42段，Recueil 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1989，第18页 )。

例外做法；剥夺国籍的其他案例涉及到两种人：一种

是在法国或国外被以按照法国法律被定为犯罪的罪

行定罪并被判处至少五年监禁的人；11 另一种是被以

定义为破坏国家内部或外国安全的罪行或不端行为

而定罪的人。12

14. 关于平等原则，宪法委员会裁定：

就关于国籍问题的法律而言，取得法国国籍者与因出生享有

法国国籍者的境况相同；但是，鉴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明示目标，

规定在一定时期内，行政部门可以在不导致区别对待、违反

平等原则的情况下剥夺某人的法国国籍。13

巴菲特指出，“因此，宪法委员会确认了这样一

条原则：不能根据法国公民取得公民资格的方式而有

所歧视，并表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违反这一原

则：违反这一原则的理由是为了公共利益、已经成为

法国公民的个人被剥夺公民身份的期限必须受到限

制”。关于惩罚的必要性原则，宪法委员会着重指出，

“鉴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在严重性，立法机关作出此

类无法规定并不违反《人类和公民权利宣言》第8条
的规定”。14 这限制了以最严重的行为方式或最严重

地违背作为法国公民应该具备的对国家的忠诚为由

而剥夺公民身份。

15.  巴菲特还指出：“法国作出的一些国际承诺

还扩充和增加了这些宪法要求”。尽管《欧洲人权公

约》在这一方面没有构成原则性障碍，15 但是，《欧洲

国籍公约》的情况并非如此。当然，由于法国虽已签

署这一《公约》，但是尚未予以批准，因此不受其约

束。此外，针对2010年6月15日发布的欧洲反对种

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关于法国的报告，[法国 ]政
府指出，法国目前没有批准上述《公约》的计划……16 
但是，尽管已经决定暂不讨论法国批准该《公约》的

问题，但是应该铭记的是，虽然“《公约》第7条并不

排除将剥夺国籍程序作为 ‘严重损害缔约国重大利益

行为’ 的处罚措施而存在，但是《公约》所附的解释性

11 在1973年至2010年之间，具体地说，在1989年至1998
年之间有14起剥夺国籍的案例 (见参议院，上文脚注8)。

12 在1973年至2010年之间，具体地说，在1999年至2010
年之间有7起剥夺国籍的案例 (同上 )。

13 1996年7月16日第96-377 DC号决定，第23页，Recueil 
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第87页。

14 同上。
15 见国务委员会，2007年9月26日，第301145号案，Actu-

alité juridique du droit administratif (AJDA)，2007年，第1845页；

和2003年6月18日，第251299号案，AJDA，2003年，第2110页。
16 见参议院的报告 (上文脚注8)，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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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来源于《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 8条 ]的
这一措辞显然包括了叛国和危害有关国家重大利益

的其它活动 (例如为外国间谍机关工作 )，但不包括

普通刑事犯罪，不论这些刑事犯罪如何严重’。” 17

16. 根据巴菲特的看法，另一个国际性约束来

源于欧洲法律。尽管国籍权原则上不属于欧盟的权

限，但欧洲联盟法院针对在一家德国法院提交的案件

作出的初步裁定时指出实际上“如果成员国收回欧盟

公民通过欺骗手段以归化方式取得的该国国籍，这不

违反欧洲联盟的法律，条件是收回国籍的决定必须遵

守相称原则”。18 欧洲法院对这一案件作出判决的依

据是，一国在向有关人员授予国籍时，就等于该国

授予该人所有本国国民享有的欧盟公民身份。该国

在收回国籍时，导致该人丧失了《建立欧洲共同体条

约》第17条所定义的这一地位所包含的权益；因此，

在收回国籍时应尊重欧洲法律所体现的各项原则：

因此，在审查关于收回归化资格的决定时，必须考虑到

这一决定对相关人员带来的后果，并在必要时考虑其家庭成

员由于丧失欧盟每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而招致的后果。在这

一方面，必须特别确定，相对于该人所实施的犯罪的严重性，

归化决定和收回决定之间的时间和该人是否有可能恢复原有

的国籍，上述权利的丧失理由是否充分。19

17. 简单地说，参议院法律委员会报告员的总

结称， 

各法院要求剥夺国籍的程序应服从三个条件：

– 对有关人员所犯罪行的处罚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而

且有时间限制；

– 这一程序必须符合惩罚的必要性原则；

– 这一程序必须与罪行的严重性相称。20

18. 谋杀或实施蓄意暴力行为导致公务员意外

死亡不能称之为损害法国的根本 (或“基本” )利益而

导致减损《法国宪法》和法国加入的国际法律文书所

保障的平等原则。同样，对于惩罚的必要性原则，在

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为了驱逐目的而实行剥夺国籍的

处罚比正常设想的对于此类犯罪的惩罚措施的处罚

更为适当，是没有道理的。

17 同上，第58至第59页。
18 欧洲联盟法院 (大法庭 )，杨科 ·罗特曼诉弗莱斯塔特 ·拜

恩案，2010年3月2日的判决，第C-135/08号，第 I-01449页，

第59段。
19 同上，第56段。
20 见参议院的报告 (上文脚注8)，第59至第60页。

19.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法国参议院于2011
年2月3日拒绝将剥夺法国国籍的处罚扩大到归化不

足十年、造成公务员死亡的公民，是正确的。

B. 2010年11月30日国际法院对迪亚洛案迪亚洛案的判决

20. 国际法院于2010年11月30日就迪亚洛案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作出的判决是里

程碑式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司法质量—这一判决

的司法质量很高，尽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尚

有争议—而且归根结底是由于这是法院针对驱逐

外国人问题所作出的第一个裁决。对于国际法委员

会在过去五年来一直审议的这一议题而言，这项裁决

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关于驱逐

外国人问题的至少七个法律问题：守法理念；让被羁

押的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知晓被捕原因的义务；让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知晓被驱逐的理由的义务；禁

止虐待被羁押的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居留国主管

部门毫不拖延地知会原籍国领事机关该国国民被拘

留的情况；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权问题；承

认驱逐国的责任和驱逐国给予补偿的问题。

21. 特别报告员在各份报告中涉及了所有这些

问题。根据2010年11月30日的判决，似乎国际法院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确认了委员会在针对这一议题

所做工作的过程中所作的分析。

1. 与法律相符1. 与法律相符 21

22. 在这一问题上，几内亚称，存在着违反《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非洲人权和人民

权利宪章》第12条第4款的行为。国际法院指出：

从上述两个条款规定中可以看出：如果驱逐合法居留在

作为这些文书缔约方一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决定是按照“法律”，
也就是有关的国内法律作出的，那么驱逐行为必须与该国的

国际义务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一问题上遵守国际法

取决于遵守国内法。22

21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第331至第340段。

22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见上文脚注2)，第663页，第65
段。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刚果法律给予外国人的程序保障

和旨在保护有关人员免遭任意待遇的风险的程序保障，国际法

院的结论是“对迪亚洛先生予以驱逐的决定不是依法作出的” 
(同上，第666页，第7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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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让被羁押的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知晓被捕原让被羁押的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知晓被捕原

因的义务因的义务 23

23. 在这一点上，几内亚辩称，迪亚洛先生在

被捕时，尤其是在1995年和1996年，没有被告知被

捕的理由和对他提出的指控，几内亚认为这些疏漏

违反了《公约》第9条第2款。

24. 国际法院提出的一般性意见认为《公约》第

9条第1款和第2款以及《非洲宪章》第6条所引起的

知会义务

原则上适用于公共机关决定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逮捕或者拘

留，不论其法律依据和目的如何 [……]。因此，这些条款的范

围不仅限于刑事诉讼，而且原则上适用于在采取行政程序的

过程中实行的剥夺个人自由的措施，例如为将外国人强行驱

逐出本国领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内法

是否将有关措施称之为“驱逐” 或“驱回” 意义不大。24

25. 简而言之，刚果民主共和国未能履行知会

迪亚洛先生对其发出的驱逐令的义务。此外，在他被

实际驱逐的日子，“在由于 ‘非法居留’ 而成为 ‘驱回’

对象这一问题上，他所获的信息不实”，这表明“《公

约》第9条第2款所规定的他被知会的要求当时未能

得到满足”。25

3. 提供被驱逐的理由的义务3. 提供被驱逐的理由的义务 26

26. 尽管国际法院认为“为执行主管部门的驱逐

决定而进行的逮捕或拘留不能称之为〔[公约》和《非

洲宪章》]所指的 ‘任意’ 行为”，27 但

国际法院认为驱逐令本身所述理由便不够准确 [……]，而且在

整个诉讼过程中，刚果民主共和国从未提供可作为驱逐迪亚

洛先生依据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为实行

没有任何站住脚的理由的驱逐措施而进行的逮捕和拘留只能

称之为《公约》第9条第1款和《非洲宪章》第6条所指的“任意

行为”。28

23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第345至第356段。

24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上文脚注2)， 第668页， 第

77段。 在这一点上，就《公约》而言，国际法院指的是人权委

员会1982年6月30日关于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权的第8号一

般性评论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

议，补编第40号》 (A/37/40)，附件五 )。
25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70页，第

85段。
26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第73至第210段。
27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69页，第

81段。
28 同上，第82段。

27. 国际法院承认几内亚“辩称迪亚洛先生 ‘在
被捕之时有被告知被捕的理由’ 的权利—不论逮

捕的理由如何这一权利在一些情况下都应该得到保

障—遭到违反” 是合理的，并因此补充道：29

刚果民主共和国未能出具文件或任何其它形式的证据证

明迪亚洛先生在1995年11月5日被捕之时被知会了驱逐令，

当时也没有以某种方式被知会逮捕的理由。尽管如上文 (见第

72段 )所述，驱逐令本身没有写明具体的理由，但是在逮捕迪

亚洛先生之时若能知会他驱逐令的内容，则可以让他对被逮

捕的理由有足够的了解，从而满足第9条第2款的要求，因为

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向迪亚洛先生表明逮捕他是为了执行

驱逐程序，使他可以酌情采取适当的步骤，质疑驱逐令的合

法性。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这类信息；刚果民主共和国本应

证明迪亚洛先生于当日被知会了驱逐令内容，但无法提供这

方面的任何证据。30

4. 禁止虐待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4. 禁止虐待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31

28. 几内亚认为，依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7条和第10条第1款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

利宪章》第5条关于禁止虐待被拘留者的规定遭到违

反。为避免站在冲突这一方一边，由于几内亚未能“令
人信服地表明迪亚洛先生在被拘留期间遭受了这种

待遇”，32 国际法院申明“毫无疑问 [……]，禁止非人道

和侮辱人格的待遇是一般国际法原则之一，在任何

情况下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在没有任何条约

承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33

5. 5. 毫不拖延地知会原籍国领事机关该国国民被拘毫不拖延地知会原籍国领事机关该国国民被拘

留、成为驱逐对象的情况留、成为驱逐对象的情况 34

29. 几内亚认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
条第1款 (b)项要求“遇有领馆辖区内有派遣国国民受

逮捕或监禁或羁押候审、或受任何其他方式之拘禁之

情事，经其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

派遣国领馆”，在迪亚洛先生1995年11月和1996年1
月被逮捕时，这一要求遭到了忽视，因为他没有“迅
即” 被告知他寻求本国领事当局帮助的权利。35

29 同上，第670页，第84段。
30 同上。
31 见《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1

号文件，第101至第120段。
32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71页，第

88段。
33 同上，第87段。
34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第373至第378段。
35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72页，第

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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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刚果民主共和国否认了这些指控，辩称，

首先，“几内亚没有证明迪亚洛先生要求刚果当局迅

即将他的情况通知几内亚领馆”；第二，“驻金沙萨的

几内亚大使对迪亚洛先生的被捕和被拘留是知情的”；
第三，迪亚洛先生“在被拘留后立刻被口头知会了他

寻求本国领事协助的可能性”。36

31. 然而，国际法院引述了阿韦纳案中的先例，37 
指出进行逮捕的国家部门

应该主动知会被逮捕人关于他要求通知本国领事馆的权利；有

关人员没有提出此类请求，不仅无法为证明逮捕国未能遵守

知会义务提供理由，在一些情况下还恰恰可以被解释为有关

人员未曾被告知他的有关权利 [……]此外，如果被逮捕人本国

的领事机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逮捕情况，这并不消除可能

违反“迅即” 知会该人权利的义务。38

32. 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声称迪亚洛先生曾

被口头知会他的权利，但没有出具“丝毫证据对此予

以证实。[……]39 因此，国际法院认定，刚果民主共

和国违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第1款 (b)
项”。40

6. 尊重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权的义务6. 尊重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权的义务 41

33. 这一问题一直是国际法院长期以来认真考

虑的问题，而且是有原因的；这是争议的核心所在。

但是，法院的裁决在这一点上并非没有争议。

34. 几内亚还辩称，迪亚洛先生被驱逐的情况，

由于进行驱逐时的环境，“违反了《非洲人权和人民

权利宪章》第14条所保障的财产权，因为在他被迫离

开刚果时，不得不留下他的大多数财产”。42 具体来讲，

几内亚辩称，刚果民主共和国通过如下行为违背了

其国际义务：

剥夺了 [迪亚洛先生 ]对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创建的、其本

人作为唯一合伙人的公司行使所有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资

36 同上，第93和第94段。
37 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 (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 )，

判决，《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6页，第76段。
38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72页，第

95段。
39 同上，第673页，第96段。
40 同上，第97段。
41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第286至第292页，第521至第552段。
42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73页，第

98段。

格；妨碍了他以这一身份追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合同方对

上述公司所欠的大笔债务；并在事实上没收了迪亚洛先生的 
财产。43

35. 特别报告员将不考虑根据涉嫌侵犯与代理

有关的权利、迪亚洛先生对他的公司的组成部分进

行监督和监测管理情况和财产权提出的控诉，法院

根据1970年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作出的判决，部

分地针对这些权利中的最后一项权利，轻而易举地

进行了驳回。44

36. 如国际法院在2007年5月24日的判决中

所述，45 几内亚认为，“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

来讲，都几乎无法将迪亚洛先生与他的公司区分开

来” ( 《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 ㈡》，第604页，第56
段 )。” 46

37. 国际法院认真审议了这些论点，得出结论

认为，“迪亚洛先生……直接或间接地完全负责和控

制” 47 他的公司，且他“在被拘留之时和被驱逐后都是

公司的唯一管理人”。48 但是，法院指出，如其曾在

2007年5月24日的判决 (初步例外情况 )中所述的那

样，刚果法律给予私人责任有限公司—迪亚洛先

生的公司即是如此，

有别于合伙人的独立法人资格，尤其是合伙人的财产与公司

的财产完全分离，合伙人只负责与他们所认购的资源相称的

公司的债务。因此，公司与第三方的债务和债权涉及到公司

的权利和义务。如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所述：“只
要公司存在，股东对公司资产就没有任何权利。” ( 《1970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34页，第41段 )。不论对于私人责任有限公

司或公共有限公司，这仍然是在这方面的根本原则 ( 《2007年
国际法院汇编 ㈡》，第606页，第63段 )。49

38. 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后，国际法院回顾“2007
年5月24日的判决宣布对迪亚洛先生作为合伙人不

直接拥有的权利有关的索赔要求不予受理；因此，该

要求无法得到满足”。50 国际法院因此坚持“严格区分

43 同上，第674页，第101段。
44 同上，第689至第691页，第156至第159段。对于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见《197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45 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007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582页。
46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 (上文脚注2)，第675页，第

103段。
47 同上，第678页，第110段。
48 同上，第112段。
49 同上，第676页，第105段。
50 同上，第679页，第1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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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侵犯两家有限责任公司权利与涉嫌侵犯迪亚洛

先生作为后两者合伙人所拥有的直接权利 (见《2007
年国际法院汇编 ㈡》，第605至第606页，第62至第

63段 )。法院的理解是，这样的区分似乎是有些人为

的……但是有充分依据的。” 51 根据这一区分，关于迪

亚洛参加大会和投票的权利，国际法院令人吃惊地

认定，纵然回顾了1966年6月7日刚果要求行政部门

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公司在刚果领土上举行大会

的第66-341号法令，“没有证据表明迪亚洛先生不被

允许采取任何行动，从国外召集大会，不论是作为

管理人还是作为合伙人”。52

39. 这一论点是似是而非的，也无论如何是不

能令人信服，53 因为国际法院本身回顾了迪亚洛先生

被驱逐出刚果民主共和国时的情形。既然迪亚洛先

生知道他不能居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此无法亲

自参加大会，那么他从国外召集本来必须在刚果召

开的大会又有何用？此外，法院在其判决中后来承

认，“刚果民主共和国驱逐迪亚洛先生以后，可能使

他无法亲自参加任何大会，但是，法院认为，这一

阻挠行为并不构成剥夺他参加大会并进行投票的权

利”。54  就此而言，所提出的论点是迪亚洛先生本来

是可以派代表参加此类会议的。但是认真说来，如

果他“直接或间接地完全负责和控制” 法院所承认的

他是“唯一管理人” 的公司，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件 
事情？

40. 不论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道理如何，似乎

可以假设 (至少是暗示地 )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权

必须得到驱逐国的保护。

51 同上，第115段。
52 同上，第681页，第121段。
53 国际法院内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否侵犯了迪亚洛先

生作为Africom-Zaïre和Africontainers-Zaïre公司合伙人的自身

权利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法院的裁决是以9票赞成、5票反

对作出的 (同上，第693页，第165 (6)段 )。
54 同上，第682页，第126段。

7. 承认责任和给予补偿7. 承认责任和给予补偿 55

41. 国际法院在几个环节上都承认刚果民主共

和国在将迪亚洛先生驱逐出境的问题上负有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法院指出：

国际法院的结论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违背了该国按照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和第13条和《非洲人权和

人民权利宪章》第6条和第12条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6条第1款 (b)项所需遵守的义务 (见上文第73、74、85和
第97段 )，国际法院认定，根据几内亚提交的最后文件，引

起刚果民主共和国国际责任的这些国际不法行为会造成何种 
后果。56

在回顾关于补偿问题的法律制度后—基于对

两项原则的区分，即在霍茹夫工厂案中确立的“赔偿

必须尽可能地消除非法行为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尽

可能地恢复如果有关行为没有实施而存在的状态” 原

则，57 与最近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 (阿根廷诉乌拉圭 )
中所回顾的、赔偿可采取“补偿的形式，也可以采取

抵偿的形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的原则 58—国际

法院指出：

鉴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尤其是被违背的人权义务具有根

本性质和几内亚要求以补偿形式进行赔偿，国际法院认为，

除司法认定的侵权行为外，对于迪亚洛先生所遭受的损害几

内亚应获得的赔偿必须采取补偿的形式。59

42. 因此，鉴于国际法院裁决所具有的权威性，

2010年11月30日作出的这项判决支持特别报告员在

其第三、第五和第六次报告以及第六次报告的两份

增编中拟议的条款草案的法律依据。60

55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Add.1–2号文件，第563至第571段。

56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91页，第160段。
57 第13号判决 (案情实质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

1928年，第17号，第47页。
58 《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3至第104页，第273段。
59 2010年11月30日的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691页，第161段。
60 分 别 见《2007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第 一 部 分 )，

A/CN.4/581号文件；《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11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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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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规定

第1条草案： 适用范围

– 见第1条草案 (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73号文件，第122段 )。

第2条草案： 定义

– 见第2条草案 (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73号文件，第194段 )。

第3条草案： 驱逐权

– 见第3条草案 (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81号文件，第23段 )。

第4条草案： 驱逐的理由

– 见第9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210段 )。

二、 被禁止和有条件的引渡案例

第5条草案： 国家不驱逐本国国民

– 见第4条草案 (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81号文件，第57段 )。

第6条草案： 不驱逐难民

– 见第5条草案 (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81号文件，第81段 )。

第7条草案： 不驱逐无国籍人

– 见第6条草案 (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81号文件，第96段 )。

第8条草案： 禁止集体驱逐

– 见第7条草案 (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581号文件，第135段 )。

第9条草案： 禁止变相驱逐

– 见A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42段 )。

第10条草案： 禁止以驱逐变相引渡

– 见第8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72
段 )；和

–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新建议 ( 《2010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1299)。

三、 成为驱逐对象者的基本权利

A. 一般规定

第11条草案： 尊重成为驱逐对象者的尊严和人权

– 见第8条和第10条草案 ( 《2009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50和第

72段 )在第8和第9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稿，

转载于同上，A/CN.4/617号文件。

– 另见B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276段 )
及其修订稿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1290)。

第12条草案： 不歧视

– 见第14条草案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156段 )，以及第10
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稿，转载于同上，A/
CN.4/617号文件。

第13条草案： 弱者

– 见第12条草案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127段 )，以及第13
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稿，转载于同上，A/
CN.4/617号文件。

B. 驱逐国必须提供的保护

第14条草案：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生命权

– 见第9条草案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67段 )，以及第11
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稿，转载于同上，A/
CN.4/617号文件。

第二章

经过调整的条款草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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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条草案： 尊重家庭生活权利

– 见第13条草案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147段 )，以及第12
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稿，转载于同上，A/
CN.4/617号文件。

C.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第16条草案： 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 
国人

– 见D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416段 )。

第17条草案： 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 见E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518段 )。

第18条草案： 确保在目的地国尊重被驱逐外国人的

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

– 见第9条草案，第1款 ( 《2009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67段 )，
以及第14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转载于同

上，A/CN.4/617号文件。

第19条草案： 在目的地国防止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

人遭受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 见第11条草案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1号文件，第120段 )，以及

第15条草案所反映的对该条的修订稿，转载于同上，

A/CN.4/617号文件。

D. 过境国的保护

第20条草案： 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

的人权

– 见第16条草案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17号文件 )。

– 见《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18号文件。

– 见F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520段 )。

四、 程序规则

第21条草案： 本程序规则的适用范围

– 见A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316段 )，
以及修订稿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1300)。

第22条草案： 与法律相符

– 见B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340段 )。

第23条草案：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

– 见C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402段 )。

五、 驱逐的法律含义

第24条草案： 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的返回权

– 见H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561段 )。

第25条草案： 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财产

– 见G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552段 )。

第26条草案： 驱逐国的责任

– 见 I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608段 )。

第27条草案： 外交保护

– 见 J1条草案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25和Add.1–2号文件，第60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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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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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页。

《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英 ] (1937年11月16日，日内瓦 ) 国际联盟，《公报》，第十九卷，

第1号 (1938年1月 )，C.546.
M.383.1937.V号文件，第23页。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 [英 ]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

970至第973号，第3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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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948年12月9日，纽约 ) 同上，第78卷，第1021号，第277页。

《公海公约》 (1958年4月29日，日内瓦 ) 同上，第450卷，第6465号，第11页

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1961年3月30日，纽约 ) 同上，第520卷，第7515号，第151页。

《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议定书》 (1972年3月25日，日内瓦 ) 同上，第976卷，第14151号，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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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1971年2月21日，维也纳 ) 同上，第1019卷，第14956号，第175页。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1971年9月23日，蒙特利尔 ) 同上，第974卷，第14118号，第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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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收国际保护人权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973年12月
14日，纽约 )

同上，第1035卷，第15410号，第

167页。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1979年10月26日，维也纳 ) 同上，第1456卷，第24631号，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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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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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1988年3月10日，罗马 ) 同上，第1678卷，第29004号，第201页。

《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籍公约》 (1989年12月4日，纽约 ) 同上，第2163卷，第37789号，第75页。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1994年12月9日，纽约 ) 同上，第2051卷，第35457号，第363页。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997年12月15日，纽约 ) 同上，第2149号，第37517号，第

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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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1999年12月9日，纽约 ) 同上，第2178卷，第38349号，第

197页。

《非洲联盟组织法》[英 ] (2000年7月11日，洛美 ) 同上，第2158卷，第37733号，第3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2000年11月15日，纽约 ) 同上，第2225卷，第39574号，第

209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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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 
(2000年11月15日，纽约 )

同上，第2241卷，第39574号，第

480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

药的补充议定书》 (2001年5月31日，纽约 )
同上，第2326卷，第39574号，第

211页。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3年10月31日，纽约 ) 同上，第2349卷，第42146号，第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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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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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 (2005年5月16日，华沙 ) 同上，第2488卷，第44655号，第129页。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006年12月20日，纽约 )

同上，第2716卷，第48088号，第3页。

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

决定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1 
委员会分别于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和2007年第

五十九届会议期间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

报告 2 和第二次报告 3。

2． 在2008年第六十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介

绍了其第三次报告，4 委员会审议了该报告以及从各

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5 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

的目的是继续就此专题的最基本方面拟订向各国和

委员会委员提出的问题，以便特别报告员就根据习

惯国际法是否存在引渡或起诉义务这一主要问题得

出最后结论。

3． 在2008年7月31日的第2988次会议上，委

员会决定就此专题设立一个工作组，由阿兰 · 佩莱

1 《2005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至第16页，

第20段。
2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号

文件，第295页。
3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85号

文件，第73页。
4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3号

文件。
5 同上，A/CN.4/599号文件，另见《2007年……年鉴》，第

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9和Add.1–4号文件。

担任主席。工作组的任务和成员则留待2009年第

六十一届会议确定。6

4． 委员会在2009年第六十一届会议上收到了

各国政府提交的最后一部分评论和意见。7 在同届会

议上，重新设立了由阿兰 · 佩莱主持的引渡或起诉义

务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8 工作组讨论的最终结

果是为审议该专题拟订了一个总体框架，以便明确

有待处理的问题。随后，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主席

的口头报告。

5． 工作组为委员会审议该专题提出了以下

总框架：(a)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律依据；(b) 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实质范围；(c)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内容； 
(d) 引渡或起诉义务与其它原则之间的关系；(e) 触
发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条件；(f) 履行引渡或起诉义务； 
(g) 引渡或起诉义务与向主管国际刑事法庭交出被指

控的罪犯之间的关系。9 

6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15段。
7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2号

文件，第195页。
8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2段。
9 同上，第20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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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员会在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上重新组

建了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工作组，因主席缺席，工

作组由恩里克 · 坎迪奥蒂主持工作。在2010年7月30
日的第3071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了由工作组临

时主席做出的口头报告。10

7． 工作组继续进行讨论的目的是具体列出需

要处理的问题，以便进一步促进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工作组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一份与委员会就此专题

开展工作可能有关的多边公约调查，11 同时还收到工

作组于2009年编写的总体框架。

8． 该调查确定了60多项载有将引渡与起诉相

结合作为惩罚罪犯备选做法条款的全球和区域性多

边文书。调查根据这些条款对相关文书作了介绍和

分类，并审查了在相关领域作为典型的某些重要公

约的准备工作，以及对相关条款作出的保留。调查

报告还指出了不同公约相关条款间的差异和相似之

处以及其演变情况。

9． 根据该调查，提出了一些全面结论，分别

涉及：(a) 相关条款中引渡与起诉之间的关系；(b) 不
同公约中适用于引渡的条件；以及 (c) 不同公约中适

用于起诉的条件。12

10. 工作组还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编写的关于工

作组就该专题进行讨论的依据的工作文件，13 其中载

10 《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35和第336段。
11 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0号文件。
12 同上，第二章。
13 同上，A/CN.4/L.774号文件。

有在2009年编写的总体框架基础上，借鉴秘书处的

调查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报告员尤其提请注意

下列问题：(a)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法律依据；(b) 该
义务的实质范围；(c) 该义务的内容；以及 (d) 触发该

义务的条件。

11. 工作组申明，2009年商定的总体框架依然

有用。工作组承认，秘书处的调查为澄清总体框架的

某些方面提供了帮助，帮助澄清了条约条款的类型、

这些条款在拟订引渡或起诉义务方面的异同及其演

变情况。这些都可归在总体框架的“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的法律依据” 项下。

12. 工作组还指出，秘书处的调查所侧重的是

多边条约实践，而为了澄清总体框架中商定的问题，

有必要对此加以补充，即有必要详细审议国家实践

的其他方面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立法、案例法和政府

代表的正式声明等 )。

13. 此外，工作组指出，鉴于在打击有罪不罚

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似乎是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基石，

故有必要根据国家实践系统地评估：合作义务作为一

般规则或针对具体罪行的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可指

导本专题的工作，包括涉及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实质

范围、内容以及触发该义务的条件的工作。

14. 工作组重申，考虑到委员会在国际法的逐

渐发展和编纂方面的做法，特别报告员今后报告的

总方向应是根据2009年商定的总体框架，提出供委

员会审议的条款草案。

第一章

委员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0年 )上对该专题的审议

第二章

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

A. 一般性评论

15. 一些代表团重申十分重视这一专题以及该

专题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中的相关作用，14 对迄今为

1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斯洛文

尼亚，第20次会议 (A/C.6/65/SR.20)，第40段；哥伦比亚，同上，

第76段；匈牙利，第21次会议 (A/C.6/65/SR.21)；奥地利，第25
次会议 (A/C.6/65/SR.25)；葡萄牙，同上；斯里兰卡，第26次会

议 (A/C.6/65/SR.26)，第47段；荷兰，同上，第49段；古巴，同上，

第54段；以及西班牙，同上，第73段。

止尚未取得太多进展表示关切。15 希望委员会在2011
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取得实质性进展。16 在这方面，

15 丹麦，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同上，第19次会议 (A/C.6/65/SR.19)，第64段；匈牙利，第21
次会议 (A/C.6/65/SR.21)，第27段；联合王国，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81段；以及荷兰，第26次会议 (A/C.6/65/
SR.26)，第49段。

16 奥地利，同上，第19次会议 (A/C.6/65/SR.19)；比利时，

第20次会议 (A/C.6/65/SR.20)，第31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

40段；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第21次会议 (A/C.6/65/S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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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代表团认为，2009年工作组拟订的总体框架仍

然与委员会工作相关。17 也有一些代表团赞扬特别报

告员和工作组所采取的谨慎办法，并强调有必要透

彻审查国家实践。18

16. 有几个代表团对秘书处编写的调查报告表

示了欢迎，19 但也有人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以列入国家

实践的其他方面，例如国家立法。20 为此，有代表团

援引了各国应委员会要求所发表的评论意见。21 

17. 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以总体框架为基础为

专题拟订条款草案，但也有代表团对此举的妥当性，

以及对将引渡或起诉义务扩展至载有这一义务的具

有约束力的文书以外，提出了质疑。22

B. 义务的法律基础

18.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进一步审查引渡或起

诉义务的法律依据以及此种义务的内容和性质，尤

其是涉及到特定罪行时。23 其他代表团重申他们的立

场，即尚不能将这一义务视为习惯法的一项规则或

原则。24

第24段；尼日利亚，同上；葡萄牙，第25次会议 (A/C.6/65/
SR.25)；荷兰，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49段；以及西

班牙，同上，第73段。
17 奥地利，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新西兰，

同上；以及西班牙，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73段。
18 波兰，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58段。
19 尼日利亚，同上，第21次会议 (A/C.6/65/SR.21)，第42段；

奥地利，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60段；新西兰，同上，

第66段；葡萄牙，同上；联合王国，同上，第81段；泰国，第26
次会议 (A/C.6/65/SR.26)，第3段；以及以色列，同上，第29段。

20 葡萄牙，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72段。
21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9

和Add.1–4号文件；《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599号文件；以及《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

分 )，A/CN.4/612号文件。
2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波兰，

第21次会议 (A/C.6/65/SR.21)；葡萄牙，第25次会议 (A/C.6/65/
SR.25)，第72段；以及荷兰，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

49段。
23 哥伦比亚，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5/SR.20)，第76段；

新西兰，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66段；波兰，第26次
会议 (A/C.6/65/SR.26)；以及泰国，同上，第3段。

24 联合王国，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81段；

美国，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18段；以色列，同上，

第29段；以及大韩民国，同上，第64段。

19. 有代表团指出，相关条约条款必须就导致

此种义务产生的罪行以及履行问题作出规定。25 还有

代表团认为，只有在认真分析现有条约机制下该义

务的范围和内容之后，才可以考虑这一领域可能存

在的习惯规范，而且需要各国就相关实践进行更广

泛的报告才能加以审查。26 

20. 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审议在打击有罪不罚

现象方面开展合作的义务，以之作为引渡或起诉义

务的基础。27

C. 引发和实施义务的条件 

21. 有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审议触发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条件、28 引渡的条件、以及在有关国家不

能或者不愿进行起诉时将被指控犯罪者移交国际法

院或法庭 ( “第三种选择” )的问题。29 还有代表团建

议委员会审议在证明难以履行，例如由于证据原因

难以履行的情况下，何时可认为引渡或起诉义务已

得到满足。30

D. 与其他原则的关系

22. 有些代表团认为必须将引渡或起诉义务与

普遍管辖权原则明确加以区分，31 有些则认为两者密

不可分。32 为此，有代表团建议 33 特别报告员考虑秘

书长根据各国政府就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

问题发表的评论和意见编写的报告。34 还有代表团还

强调了委员会就引渡或起诉义务开展的工作与委员

会就其长期工作方案中的其他专题，尤其是域外管

辖权问题开展的工作之间的关系。35 

25 联合王国，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81段。
26 美国，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18段。
27 新西兰，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66段；

巴西，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72段。
28 波兰，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
29 泰国，同上，第4段。
30 新西兰，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66段。
31 以色列，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29段。
32 古巴，同上，第54段；波兰，同上，第58段；以及大韩民国，

同上，第64段。
33 波兰，同上，第58段。
34 A/65/181。
3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西班牙，

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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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别报告员希望在本报告集中探讨的主要

问题是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主要来源。在初步报告中，

特别报告员确定这些来源为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

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国家立法和国家实践。36 随后确定，

在这些来源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

惯，因为它们是国际法的最重要和最普遍适用的来

源。因此，本报告将仅限于讨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

这两个来源。

24. 2009年工作组编写和商定的供委员会审议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专题的拟议总体框架 (见上文第

5段 )建议首先审议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律依据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工作组提出了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

包括：(a) 引渡或起诉义务和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

面开展合作的义务；(b) 现有条约中的引渡或起诉义

务：条约条款的类型；这些条款的异同及其演变 (参
见关于恐怖主义的公约 )；(c) 引渡或起诉义务在习惯

国际法中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其依据；(d) 引渡或

起诉义务同某些特定的“习惯罪行” (如海盗行为 )是
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及 (e) 是否能查明有关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区域性原则。

25. 工作组建议，上述 (c)、(d)和 (e)问题可能

需要等到稍后阶段，尤其是在审慎分析目前条约制

度下的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范围和内容之后才能最终

确定。也不妨审查在涉及特定罪行时该义务具有的

习惯性质。

A.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

26. 合作义务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在众

多国际文书中均有表述。例如，《联合国宪章》第一

条第三项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

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27.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

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下列措辞确认，一般合作义

务是国际法的原则之一：

36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号
文件，第303至第305页，第35至第48段。

各国不问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有义务

在国际关系之各方面彼此合作，以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各国之一般福利、及不受此种

差异所生歧视之国际合作。37

28.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也对上述义务明

确表示了积极态度。在《规约》序言部分，缔约国申明，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

任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罪犯，必须通过国家一级

采取措施并加强国际合作”，缔约国“决心使上述犯

罪的罪犯不再逍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防这种犯罪”。

29.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作为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一个特有主要来源，似乎在国际

法委员会工作组2009年提出的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

律依据中占据主导地位 (见上文第5和第24段 )。工

作组在2010年的讨论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指出“治
理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似乎是引渡或起诉

义务的基石”。38

30. 有罪不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法律分析的问

题。39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问题出现

在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方面，它可能是 (a) 一个普世存

在的问题，或 (b) 一个涉及区域适用的课题，或 (c) 一
个与特定犯罪种类有关的事项。

31. 2011年3月30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通

过的“关于消除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罪不罚现象的

准则” 是在区域基础上 (欧洲委员会 )针对特定罪行

(侵犯人权 )规定此种合作义务的一个有趣例子。

32. 尽管该准则的核心是消除对严重侵犯人权

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但其中也包含适用于其他类

型最严重国际罪行的规则。关于国际合作的第十二

条准则指出：

37 大会1970年10月24日第2625 (XXV)号决议，附件。
38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39段。
39 例如，2005年2月8日提交人权委员会的一套经更新

的关于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原则 
(E/CN.4/2005/102/Add.1)将有罪不罚定义为“在法律上和事实

上不可能对侵犯人权者追究责任，无论是通过刑事的、民事的、

行政的还是纪律的程序，因为他们不必受到任何可能导致其被

起诉、逮捕、审判和在查明有罪时被判处适当刑罚及赔偿其

受害者的调查”。

第三章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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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防止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各国必须以尊重人权的方式……秉

持诚意履行其义务，特别是在司法互助、起诉和引渡方面的

义务。为此，鼓励各国超越现有义务范围，加强合作。40

33. 一些国家将这种合作视为其国际义务。例

如，比利时在2009年提交委员会的评注中指出：

比利时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制止某些极为严重的罪

行，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罪行 (危害人类罪、灭绝种

族罪和战争罪 )，因为这种罪行对国际社会的最基本价值构成

了量和质的威胁。为了帮助制止这种犯罪，可以直接起诉这

种罪行的被控犯罪者，也可以将对这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引

渡给愿意对其提起起诉的国家。41

34. 毋庸置疑，打击严重国际犯罪行为人有罪

不罚的现象是国际社会的一项根本政策。42 一般而言，

采用两种方法努力打击严重犯罪行为人有罪不罚的

现象。

35. 第一种方法是设立国际法庭，这是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立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以来

一直采取的做法。这一方法有其局限性，因为国际

法庭的管辖权必然是有限的。它们不能全面解决有

罪不罚问题，只能处理规约为其规定的任务所涵盖

的那些方面。即便像国际刑事法院那样具有非常广

泛的任务范围，但实际在多大程度上能遏制有罪不

罚现象还取决于各国是否自愿决定加入《规约》。

36. 第二种方法反映了国际刑事法庭的局限性。

有罪不罚方面的其余问题要通过国家法院行使管辖

权来加以解决。这体现于过去15年国际刑事法庭数

量的增多并没有导致国家法院在这方面的活动减少。

恰恰相反，在国际刑事管辖权扩大的同时，处理国

际犯罪、包括域外施行的犯罪的国家管辖权也随之

显著增加。

37. 需要补充的是，一些国家以及法理已将在

治理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视为一项惯例规

则，这为各国规定了一项明确的义务。2009年4月7

40 欧洲委员会，CM/Del/Dec(2011)1110, 2011年4月4日。
41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2号

文件，B节，第20段。
42 正如国际法院在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刚果民主共

和国诉比利时 )中强调的，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给予公

务性和暂时性有限豁免并不等于对该名官员不予惩罚，因为若

干起诉他的方法仍在 (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第60和61段 )。

日，埃里克 · 戴维就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向国际法院指出：

这一规则要求各国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或审判犯下国际法

规定罪行的行为人 (表述或有不同 )，它不仅载于我昨天提及

并且刚刚提到的文本 [即国际条约 ]；也可在安全理事会2003
年以来通过的近40项决议中找到。43

38. 就比利时援引的权利的内容，埃里克 · 戴
维教授正确地指出，这一权利是

比利时要求各国履行起诉或引渡国际法规定的罪行的行为人

之义务的权利。这一权利最终不过是国际社会将现已成为法

律要求的基本道德和社会价值转化为法律，绝不让一些最严

重的罪行不受惩罚。44

第2条 合作义务 45

39. 无论如何，不管采用上述国际法庭或国内

法院两者中的哪一种方法，应用引渡或起诉原则似

乎是履行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合作义务的最

佳和最有效方式。

40. 总结上述观点，可以说，在编纂引渡或起

诉原则时，可将有关各国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

的合作义务的规定，作为一个介绍性条款纳入。这

两种规定似乎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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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引渡或起诉 )原则。”

43 国际法院，CR 2009/10号文件，第11段。
44 同上，第12段。
45 下文第40段拟议的第2条草案 (合作义务 )将取代先

前的第2条 (用语 ) (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03号文件，第121段 )，后者将被删除。第1条草案 (条
款草案的适用范围 )将保留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

文本 (同上，第20段 )：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国家引渡或起诉在其管辖之下的待

择义务的确立、内容、运作和效力。”

不妨回顾，在同一份报告中 (同上，第116段 )，特别报告

员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和出席第六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发

表的评论以及各国的意见，还提出了第1条草案的“另一类”
文本：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国家引渡或起诉 [在其管辖之下的 ]
[在羁押国境内的 ][受羁押国控制的 ]个人的法律义务的确

立、内容、运作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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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现有条约中的引渡或起诉义务

41. 特别报告员已在2006年的初步报告中，将

国际条约列在引渡或起诉义务来源清单的首位。46  他
同时指出，将来编纂工作的一个初步任务是汇编一

个比较表，列出各项有关条约及其中用来表示这个

义务的措辞。

42. 同时，特别报告员首次提出对这些条约进

行分类，区分两个类别：

实质性条约和程序性条约，前者界定特定的罪行，要求将罪

行定为刑事罪并起诉或引渡犯罪者，后者规定引渡和国家间

的其他法律合作事项。47 

1. 确立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国际条约的各种可能

分类方法

43. 对于反映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条约或条约的

提法，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分类方法。不过在学理

著作或其他非政府研究著作中，可以找到国际条约

的各种分类和目录。委员会在执行编纂任务时，不

妨考虑其中一些分类方法。

(a) 巴西欧尼和怀斯分类

44. 如初步报告所述，可在巴西欧尼和怀斯

1995年出版的知名著作《或引渡或起诉：国际法中的

引渡或起诉义务》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The Duty 
to Extradite or Prosecute in International Law)中找到

一份相关条约的全面清单。该书的附件详细收录了

确立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国际刑法文书，两位作者将

这些公约分为多个类别并作出评注。二人的分类大

体基于对实质性条约和程序性条约的区分，但所列

实质性公约 (24部 )和程序性公约 (6部 )的数量不够均

衡。第一类公约涉及下述罪行：

(1)禁止侵略；(2)战争罪行；(3)非法使用武器；(4)危害人类罪

行；(5)禁止灭绝种族；(6)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7)奴隶制度

和有关罪行；(8)禁止酷刑；(9)非法的人类实验；(10)海盗行为；

(11)劫持航空器和有关罪行；(12)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罪行；

(13)使用武力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14)劫持平民人质；(15)
毒品罪行；(16)淫秽出版物的国际贩运；(17)保护国家珍宝和

考古珍宝；(18)保护环境；(19)偷窃核材料；(20)非法使用邮件；

46 特别报告员确定该义务的其他来源为：国际习惯和一般

法律原则以及国家立法和各国的实践。
47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号

文件，第35段。

(21)干扰海底电缆；(22)伪造货币；(23)国际商业交易的腐败

行为；和 (24)雇佣兵行为。48

45. 第二类 (即程序性公约 )囊括在以下三个国

际组织主持下缔结的三组公约：联合国、欧洲委员会

和美洲国家组织。

46. 尽管该清单的本意是要涵盖所有类型的有

关条约，但其并非详尽无遗，例如，清单没有收录

最近的反恐怖主义条约以及制止各种国际犯罪或跨

国犯罪的公约。49

(b) 大赦国际的分类

47. 大赦国际2001年编写的一份备忘录也载列

了一份精选的涉及普遍管辖权以及或引渡或起诉义

务的国际条约目录。其中包括1929–2000年期间缔结

的21部公约，作者认为，就普遍管辖权问题以及或

引渡或起诉义务而言，这些公约最具代表性：(1) 《取

缔伪造货币国际公约》；(2)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

内瓦四公约；(3) 《公海公约》；(4) 《麻醉品单一公约》；

(5)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6) 《精神药物

公约》；(7)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

的公约》；(8) 《修正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9)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0) 《关于防

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

行的公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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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反

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1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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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制

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7) 《反对招募、

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18) 《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19)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

国际公约》；(20)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

约》；(21)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50

48 Bassiouni和Wise,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The Duty to 
Extradite or Prosecute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3页，引 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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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段。
49 例如，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

议定书，或《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另见《欧洲委员

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其中第18条规定“引渡或起诉” 的义

务，虽然该条并未直接针对恐怖主义行为，只针对与恐怖主义

有关的罪行。
50 见大赦国际，Universal Jurisdiction: The duty of States to 

enact and enforce legislation，第15章，第18页，引用于《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71号文件，第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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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八年后，即2009年，大赦国际又发表了一

份备忘录，51 此次是专为在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框架内

说明引渡或起诉义务。尽管这一备忘录的实质性范

围较窄，并限于或引渡或起诉义务问题，但所选条

约没有按实质性内容，而是按地域被分为四组，即

国际条约 (24部 )以及在美洲国家组织 (7部 )、欧洲委

员会 (3部 )和非洲联盟 (3部 )主持下通过的条约。

49. 在大赦国际这份备忘录中，没有对所选条

约进行更深入或比较性的分析，而是提供了更多技

术性资料，例如有关保留、声明、签署和批准的资料。

备忘录还引述了直接涉及普遍管辖权和引渡或起诉

义务的条约条款。

50. 一年后，即在2010年，大赦国际编写了另

外一份报告，52 这一次主要涉及了普遍管辖权问题，

但同时也载列了有关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有用资料，

并继续介绍和分析了先前在2009年报告中提到的相

关国际条约。在2010年报告题为“普遍接受普遍管辖

权和引渡或起诉义务” 的第三章中，报告作者对已获

批准、“规定对涉嫌在海外对其他外国人犯下某些罪

行的外国人行使管辖权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 53(结合

普遍管辖权 )的条约进行了一次更新的审查。通过审

查其中一些条约的批准情况发现，这些条约被广泛

接受：

– 194个国家已批准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这

些公约规定对被界定为严重破坏公约行为的国际武装冲突中

的战争罪行适用普遍管辖权； 

– 107个国家是《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1973年 )的当事方，该《公约》规定对构成种族隔离的行为适

用普遍管辖权； 

– 170个国家已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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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定书》规定对严重破坏《议定书》的行为适用

普遍管辖权；

– 167个国家是《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1979年 )的当

事方，该《公约》规定了引渡或起诉义务；

– 已有160个国家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海洋法公

约》 ) (1982年 )的当事国，该《公约》规定对海盗行为适用普遍

管辖权；

– 147个国家成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禁止酷刑公约》 ) (1984年 )的当事

51 大赦国际，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he obligation 
to extradite or prosecute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52 大赦国际，Universal Jurisdiction: UN General Assembly 
should support this essentail inernational justice tool。

53 同上，第12页。

方，该《公约》规定，若一国决定不向另一国引渡当事人，则

适用普遍管辖权；

– 已有164个国家批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997年 )，该《公约》规定了引渡或起诉义务；

– 146个国家已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反腐公约》 ) 
(2003年 )，该《公约》规定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 19个国家成为《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006年 )的当事方，该《公约》规定，除非一国向另一国引渡

当事人或将其移送至管辖权已被确认的某个国际刑事法院，

否则须行使普遍管辖权。54

51. 大赦国际在该报告结尾处建议，参加2010
年10月第六委员会讨论的各国应提出下列观点，支

持将普遍管辖权作为执行国际司法的一个至关重要

的工具，同时说明这一规则与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关

系紧密：

所有国家必须恪守对普遍管辖权这一久已确立的国际法

规则的承诺，并重申各国有义务对犯下国际法罪行者，包括

犯下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酷刑、法外处决和

强迫失踪罪行者行使管辖权。

根据与之相关的引渡或起诉 (或引渡或起诉 )义务，对涉

嫌犯下某些种类罪行的人，一国必须或行使管辖权 (其中必然

包括在某些情况下行使普遍管辖权 )或将此人引渡至能够且愿

意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或将此人移送对该涉嫌人和该罪行具

有管辖权的某个国际刑事法院。55

(c) 米切尔分类

52. 米切尔也对载有或引渡或起诉条款的国际

公约或条约进行了分类，这是又一次有价值和现时

的尝试。56 作者将其著作的第一章命名为“或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来源”，其中“公约或条约” 占据主导地位。

该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多边条约” 和“引渡条

约” —尽管这种分类法采用了两个较不兼容的标准

(当事方的数量和条约的实质内容 )。

53. 对两类条约进行分析时，作者注意到若干

学者曾表示引渡或起诉条款出现在至少70项国际刑

法公约中 (回顾上文引述的巴西欧尼和怀斯一书 )。57

54 同上，第12至第14页。
55 同上，第65页。
56  Mitchell,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The Extradite or Pros-

ecute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Law。
57 但在另一方面，她正确地评论道，并非所有这些条约都

在事实上引入了相关待择义务：“尽管很可能有70多项国际

条约要求缔约方 ‘禁止、起诉或惩罚’ 特定行为 (Bassiouni和
Wise，上文脚注48，第8页 )，但在这些条约中，要求国家选择

或引渡或起诉身处其境内的犯罪人的条约远远低于70项。例

如，《灭绝种族罪公约》确实规定国家有起诉义务 (若灭绝种族

罪发生在其境内 )和引渡义务 (第3至第6条和第7条分别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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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该书附件1中，作者决定仅回顾并引用

涉及该义务的30项多边公约和18项区域公约。和大

赦国际的研究结果一样，米切尔女士认为，第一项

载有或引渡或起诉条款的公约是《取缔伪造货币国际

公约》，该《公约》规定了两项重要义务：

首先，若一国国内法不允许引渡国民，当犯下公约所述

罪行的国民返回该国后，“应当” 视同在该国境内犯下该罪行

而予以惩罚；

其次，对在境外犯下《公约》所述罪行且目前所处国家的

国内法承认域外适用刑法的外国人，“应当” 按视同该罪行发

生在该国境内而予以惩罚，条件是就该犯罪人提出的引渡要

求因与罪行无关的原因而遭到了拒绝。58

55. 这些规定标志着用现代条约办法处理或引

渡或起诉义务问题的开始。米切尔回顾的最后一部

(普遍 )条约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该《公约》的引渡或起诉条款 (第九条第二款 )规定，

各缔约国须采取

必要措施，在指称的罪犯留在任何该国管辖的领土上时，确

定对该强迫失踪罪案的司法管辖权，除非该国根据其国际义

务将嫌犯引渡或移交给另一国家，或移交给该国承认其管辖

权的某个国际刑事法庭。

56. 关于1929年至2006年缔结的关于该义务的

“公约或条约”，米切尔指出，她认为在或引渡或起诉

义务的现代表述形式的形成过程中，某些公约发挥

了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公约中，她提到：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均载有一个形式完全相同的关于严重破

坏公约行为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制订必

要法律，对作出严重破坏公约行为的人规定有效的刑事惩罚

措施，不管其国籍如何，并有义务搜查和起诉犯罪人。作为

一项供选择的做法，一国可决定“将犯罪人移送” 另一缔约国

“接受审判”，条件是该另一国已证明具备初步证据。59

57. 作者还强调，或引渡或起诉条款最广为人

知的表述形式最早出现在《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

的公约》中，该公约规定：

第四条第二款： 当被指称的罪犯在缔约国领土内，而该国

未按第八条的规定将此人引渡给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一国家

时，该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实施管辖权。

有所规定 )，但这些义务不是要求国家采用非此即彼做法的引

渡或起诉义务。(因此，若被指控在其他地方犯下灭绝种族罪

的人身处一国境内，则该国可能有义务将其引渡至与该国有现

行引渡条约或其他引渡安排的请求国，但该国没有起诉义务，

不管他国是否提出引渡请求。)” (同上，第9页，脚注10)。
58 同上，第9至第10页。
59 同上，第11页。

第七条：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

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

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

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58. 另有15部多边公约“或多或少地逐字” 沿用

了这一表述形式。

(d) 国际法委员会秘书处的分类

59. 委员会秘书处2010年6月编写了一份研究

报告，60 这份最新研究报告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可能

与委员会今后本专题工作相关的多边公约资料，向

委员会提供协助。在这方面应该回顾，工作组在拟

议总框架的 (a)㈡节中着重说明了这一问题，其中提

到“现有条约中的引渡或起诉的义务”。61

60. 秘书处对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公约作了广

泛调查，确定有61项多边文书载有将引渡与起诉相

结合作为惩罚罪犯备选做法的条款。

61. 研究报告的第一章根据这些条款对相关文

书作出分类，并审查了在相关领域作为示范模式的

某些重要公约的准备工作，以及对相关条款作出的

保留。该部分还指出了不同公约相关条款的差异和

相似之处及其演变情况。

62. 第二章提出了一些总体结论，涉及：(a)相
关条款中引渡与起诉之间的关系；(b)不同公约中适

用于引渡的条件；以及 (c)不同公约中适用于起诉的

条件。

63. 附件按年月顺序载列了秘书处找到的含有

将引渡与起诉相结合条款的公约，并转载了这些条

款的内容。

64. 秘书处提出的分类方法旨在用比较的方法

概述这类条款的内容及其在公约实践中的演变情况，

将含有这类条款的公约分为四类：

(a) 《取缔伪造货币国际公约》及沿用同一模式的其他

公约；

(b)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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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关于引渡的区域性公约；以及

60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0号
文件。

61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9页，第

20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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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及沿用同一模式

的其它公约。62

 65. 这一分类将年月顺序标准和实质内容标准

结合在一起。首先，这种分类法大致上反映了将引

渡与起诉办法相结合的条款在起草过程中的演变情

况，这对于理解某些公约 (如1929年《取缔伪造货币

公约》或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对公约实践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类条款随着时间发生

变化的过程颇有助益。其次，这种分类法突显出同

一类别条款内容的一些基本相似点，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其准确适用范围以及该领域已经讨论过的主要

问题。63

66. 不过，从一开始就必须指出，这种分类法

虽然能够显示该领域的某些一般性趋势，但不应据

此理解为将相关条款作了严格死板的分类，因为同

一类别的公约内容常常差别很大，而且某些公约采

用的起草方法有时被不同类别的公约沿用。64

67. 在研究报告第一章，秘书处为上文第64段
提及的每个类别，确定了一个或多个在该领域作为

示范模式的重要公约，并介绍其中规定的惩罚犯罪

者机制、相关准备工作、以及影响将引渡与起诉办

法相结合条款法律效果的保留意见。

68. 第一章进一步列出同一类别的其他公约，

并介绍了这些公约如何沿用或偏离最初的模式，以

及相关准备工作和保留意见的资料。

69. 研究报告第二章题为“结论”，旨在从以下

三个主题着手，概括在各种文书中发现可能与该专

题研究有关的各项条款主要差异：

(a) 条款产生的引渡与起诉的关系 (揭示该条款

的总体结构和逻辑关系 )。在这方面，多边公约所载

相关条款可被分为两个大类：㈠ 第一类条款规定各

国有义务依据事实起诉在本国境内的被指称犯罪者，

如予引渡，则可免除这项义务；以及㈡ 第二类条款

规定只有在收到引渡请求后拒绝交出被指称犯罪者，

才产生起诉义务 (即规定只有在引渡请求已经提出但

未获准的情况下才产生起诉义务的条款 )；

(b) 引渡的适用条件；

6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0号
文件，第7段。

63 同上，第8段。
64 同上。

(c) 起诉的适用条件。

然后，该章在审查委员会先前就相关专题开展

的工作以及或与引渡或起诉义务相关的公约实践基

础上，提出一些一般性结论。

2. 第3条 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来源的条约

70.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65 中拟议的第三

条条款草案将条约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之一。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就已提出该建议，既然

其未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遭到反对，该条款草

案第一款的案文似可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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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然而，考虑到特定条约载列的与该义务相

关的条款种类繁多且存在差异 (见上文第43至第69
段 )，似应增加关于各国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并适用该

义务的第二款，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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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上文对载有适当条款和对该义务进行表述

的国际条约的各种分类进行了回顾，而且此类条约的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鉴于这两点，应正式确认条约

是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第一且应用最广泛的法律依据。

73. 各国在国际法院中就这一义务援引的公约

权利也似乎是任何争端当事方所用的最有效法律工

具。国际法院审理的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

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便属于这种情况 (见上文第37
至第38段 )。

C.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

74. 尽管本节标题中所包含的准则曾经受到许

多学者和众多国家的质疑，但在近些年似乎赢得了

相当多的支持者，正如以下法律学说所指出的那样：

65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3号
文件，第1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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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也可以根据习惯国际法确立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习惯国际法与条约法一样对国家具有约束力，它产生于

各国普遍、一致的惯例，由各国基于被称为法律确信的法律

义务感予以遵循。近年来，包括C. Bassiouni、L. Sadat、C. 
Edelenbos、D. Orentlicher和N. Roht-Arriaza在内的一些著名学

者主张，起诉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之人是一项习惯国际法

义务。

这些学者承认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采取大赦和驱逐安排，

但学者们注重的是联合国大会决议、激励性的国际会议宣言

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将之视作要求起诉犯有危害人类罪

者的新规则的证明。66

75. 习惯国际法起诉或引渡义务的援引者通常

会引述1967年《领土庇护宣言》，认为它是国际上最

早确认起诉危害人类罪犯罪人是一项习惯国际法义

务的文件。该《宣言》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凡有重大理由可认为犯有……危害人类罪之人，不得援用请求

及享受庇护之权利。67

76. 但是，正如该决议拟定过程的历史记录

所示，

多数成员强调，审议中的宣言草案无意提出法律规范或改变

国际法现有规则，而是阐述广泛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原则，各

国可依靠这些原则力求统一其关于庇护的做法。68

77. 以上文字是指，关于起诉危害人类罪的大

会决议和其他无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从一开始就只是

表达愿望而已，并没有创设法律义务的意图。69

D. 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2008年 )期间第六委员会讨

论的该义务的习惯性

78. 尽管自2006年以来，大会第六委员会在所

有届会，包括最近的第六十五届会议 (见上文第18段 )
上均讨论过或引渡或起诉义务可能具有习惯性质的

问题，但第六委员会在2008年就这一问题的讨论特

别丰富且卓有成效。

79. 一些代表团认为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来源不

仅限于国际条约，而且还具有习惯性，对于严重的国

66 Scharf, “Aut dedere aut iudicare”，第6和第7段。
67 大会1967年12月14日第2312 (XXII)号决议。
68 《1967年联合国年鉴》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

I.1)，第758至第759页。
69 Scharf (上文脚注66)，第8段。

际犯罪来说尤其如此。70 一些代表团在这方面提到的

犯罪包括海盗行为、71 贩卖奴隶、种族隔离、恐怖主义、

酷刑、腐败、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72

80. 其他代表团则持有相反观点，认为在国际

条约的规定之外，该义务不存在。73  
这些国家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禁止特定国际犯罪的习惯规则

不一定能推论出引渡或起诉义务具有习惯性。74 一些

代表团表示，习惯规则可能正在实践中形成。75 也有

人指出，无论如何，这种义务只适用于有限类别的

罪行。76

81. 许多代表团支持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该义务

可能具有的习惯来源及其所涵盖的罪行。77 这些国家

指出，为此，委员会应系统地调查有关的国家惯例，78  
包括国际条约、79 国内立法 80 以及国家和国际司法判

70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匈牙

利，第20次会议 (A/C.6/63/SR.20)，第33段；墨西哥，第23次
会议 (A/C.6/63/SR.23)，第58段；古巴，第24次会议 (A/C.6/63/
SR.24)，第30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47段；以及乌拉

圭，第25次会议 (A/C.6/63/SR.25)，第13段。
7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3/SR.24)，

第47段。
72 匈牙利，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3/SR.20)，第33段；

古巴，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30段；以及乌拉圭，第

25次会议 (A/C.6/63/SR.25)，第13段。
73 德国，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3/SR.22)，第58段；大

韩民国，第23次会议 (A/C.6/63/SR.23)，第26段；联合王国，同

上，第68段；马来西亚，同上，第81段；美国，同上，第88段；

以色列，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74段；以及牙买加，

同上，第79段。
74 德国，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3/SR.22)，第59段；以

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47段。
75 罗马尼亚，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83段。
76 联合王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3/SR.23)，第68段；

以及加拿大，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60段。
77 匈牙利，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3/SR.20)，第33段；

芬兰，第22次会议 (A/C.6/63/SR.22)，第57段；荷兰，同上，第

65段；大韩民国，第23次会议 (A/C.6/63/SR.23)，第26段；日本，

同上，第43段；墨西哥，同上，第58段；联合王国，同上，第68段；

新西兰，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13段；意大利，同上，

第23段；古巴，同上，第29段；波兰，同上，第58段；阿根廷，

同上，第69段；以及葡萄牙，第25次会议 (A/C.6/63/SR.25)，第

8段。
78 匈牙利，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3/SR.20)，第33段；

联合王国，第23次会议 (A/C.6/63/SR.23)，第68段；美国，同上，

第89段；新西兰，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13段及发

言；古巴，同上，第29段；阿根廷，同上，第69段；罗马尼亚，同上，

第83段；以及意大利，同上，第23段。
79 意大利，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23段。
80 匈牙利，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3/SR.20)，第33段；

古巴，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29段；以及阿根廷，同

上，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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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81 一些代表团认为可想而知会缺乏来自各国政府

的资料，但这不应延误委员会的工作，82 而其他一些

代表团则促请委员会留出充足的时间以收取和评价

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83

E. 在国际法院中援用权利的习惯依据

82. 在上文所述国际法院于2009年审理的与起

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中，

埃里克 · 戴维对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习惯依据作了最

全面的介绍。他于2009年4月6日就比利时援引权利

的习惯依据所作的发言似乎十分重要，值得在此完

整引述：

19. 无引渡即起诉规则是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表

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大会于1973年12月3日在没有

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第3074 (XXVIII)号决议。大会在

该决议中宣告： 

“1. 凡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无论发生于何时何地，

应该加以调查；对有证据证明犯此等罪行的人，应该加以

追寻、逮捕、审判，如经判定有罪，应加以惩治。” (强调

是后加的 ) 

20. 同样，国际法委员会在1996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9条中规定： 

“在不妨碍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的情形下，在其领

土上发现据指控有第17 [灭绝种族罪行 ]、第18 [危害人

类罪行 ]、第19 [危害联合国和有关人员罪行 ]或20条 [战
争罪行 ]所述罪行之个人的缔约国应引渡或起诉该个人。” 
(强调是后加的 ) 

21.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序言确认以上所述：《规

约》的当事国 (以及，如今天上午所指出的那样，其中包括塞

内加尔和比利时 )申明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

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犯罪，必须通过国家一级采取

措施并加强国际合作；” (第4段 )

当事国 (还在序言中 )宣称，他们“决心使上述犯罪的罪犯不再

逍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防这种犯罪” (第5段 )。最后，《规

约》当事国忆及“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

辖权” 。(第6段 )

这些摘自国际刑事法院 [《规约》]序言的节录很重要：显

然，各国通过使用庄严、正式的用语，表述了一项它们认为

属于国际社会的法律确信的义务，即起诉被指控犯有战争罪、

81 德国，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3/SR.22)，第59段，联

合王国，第23次会议 (A/C.6/63/SR.23)，第68段；以及古巴，第

24次会议 (A/C.6/63/SR.24)，第29段。
82 芬兰，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3/SR.22)，第56段。
83 美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3/SR.23)，第89段；波

兰，第24次会议 (A/C.6/63/SR.24)，第58段；以及阿根廷，同上，

第69段。

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者的义务，所有这些罪行均是《国际

刑事法院规约》所针对的罪行 (第六至第八条 )。

打击有罪不罚这一理念被重复了三次，当事国希望籍此

显示要求起诉被控实施上述犯罪之人的习惯规则所具有的力

量和无可争辩的范围。

22. 除上述规则之外，还有我之前盘点的条约规则，因

为毫无疑问，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1984年《禁止酷刑公约》

也表述了习惯国际法。显然，法院不需任何提醒，例如，国

际法院曾将日内瓦四公约称为“不容违背的国际习惯法原则”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㈠》，第257页，第79段 )。也可以对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采取相似的推理。此外，

塞内加尔与比利时一样，确认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

类罪都是具有习惯法性质的刑事罪行，因为我之前引述的并

将这些犯罪纳入《塞内加尔刑法典》的塞内加尔法律的理由说

明显示，这是“对源于条约和习惯的国际规则的采纳”，而根

据同一份理由说明，这些规则具有“强行法特点” (以上并非我

的文字，而是关于塞内加尔法律的理由说明中的文字 )。

23. 简言之，……与协议法一样，习惯国际法要求各国

起诉或引渡我所提到的国际法罪行的犯罪人。鉴于义务人对

所有其他国家承担这一义务，从塞内加尔的习惯义务中可推

断出比利时在侯赛因 · 哈布雷案中享有权利：我请求法庭原谅

我再次重复，这就是说比利时有权看到塞内加尔直接审理侯

赛因·哈布雷，或者如无法做到这一点，则有权要求将其引渡。84

83. 此外，还可以在比利时于2009年2月19日
就同一案件提交的诉请书中，找到比利时所编写意

见缩写版，其中援引了对侯赛因 · 哈布雷进行起诉或

引渡义务的习惯依据。85

84 国际法院，CR 2009/08号文件，2009年4月6日，第19
至第23段。

85 比利时提交的诉请书第12段中包含以下说明：

“根据习惯国际法，塞内加尔未能起诉侯赛因 · 哈布雷

或将其引渡给比利时以接受他被控犯下的危害人类罪的审

判，这已经违反了出现在许多次级法律 (国际组织的机构组

织法 )和条约法文本中的惩罚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犯罪的一般

性义务。

“侯赛因 · 哈布雷被指控的罪行可以被描述为包括反人类

罪。侯赛因 · 哈布雷担任乍得总统期间 (1982–1990年 )，对

政治反对派人物及其家属以及特定族裔群体的成员 (1987年
针对哈杰尔拉人，1989年针对扎格哈瓦人 )实行了广泛侵犯

人权的政策。据乍得司法部全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1992
年 )称，4万多人被即决处决或死于拘禁。

“上述行为符合危害人类罪的定义，即屠杀和酷刑的实

施 ‘构成针对任何平民群体进行的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的组

成部分’；反人类罪的这些界定要素反映了分别于1999年2月
2日和2000年6月26日开始对塞内加尔和比利时有约束力的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第7条 )等文书所表述的习惯国际法。

“起诉犯有此种罪行之人的义务还见于联合国大会各项

决议 (例如第3074 (XXVIII)号决议第1段 )、国际法委员会

1996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第9条 )
以及国际社会关于打击有罪不罚的众多呼吁 (例如见《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序言第4至第6段、《非洲联盟宪法》第4 (c)
条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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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确定可被归类为产生或引渡或起诉习惯性义务的

犯罪和罪行类别

84. 造成国际关切的国际法或国内法规定的

犯罪有各种分类方式。这些犯罪具有的国际因素产

生了国际制止措施的可能性。这种制止措施与有可

能适用普遍管辖权及适用或引渡或起诉义务都各有 
关系。

85. 当适用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依据是条约时，

情况似乎相对简单，尽管实际的适用可能会取决于是

否存在或不存在特定条约条件，例如在行使普遍管

辖权之前是否提出了引渡请求。比利时于2009年向

委员会提交的意见甚至对这种条约进行了具体划分，

区分了载有经典意义上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的条约

和载有无引渡即起诉条款的条约。86

86. 另一方面，无论针对一般犯罪类型还是具

体的有限犯罪类型，要找到并证明确实存在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习惯依据则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正如我

们在以往报告中所述，目前情况下很难证明存在引

渡或起诉的一般性国际习惯义务，因此我们不如专

注于确定哪些具体类别的犯罪可能会产生被国家间

国际社会确认为有约束力的此类习惯义务，尽管此

类义务的范围和内容有限。

87. 正如以往报告所述，人们做过许多努力，

试图确定哪些造成国际关切的犯罪可能被确认为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充足的习惯依据。

还必须区分普通刑事罪行即各国国内法规定的犯罪

与一些特定形式的、被冠以不同名称的罪行和犯罪，

如国际犯罪、国际关切的犯罪、严重违约行为、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犯罪等。尤其是最后这类犯罪，

由于组合了其他具有国际范围的要素或具有特别严

重的性质，因而可能被认为给适用或引渡或起诉义

务提供了充分的习惯依据。

86 比利时在意见 (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12号文件，第2段 )中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条约，目的是

区分两类义务：

“(a) 一类条约把不接受引渡所称犯罪行为人的要求作为

起诉义务的条件。这些条约载有经典意义上的或引渡或起诉

条款；

“(b) 另一类条约要求各国对公约所指严重罪行的被控行

为人行使普遍管辖权，而这项义务并不以履行先前的引渡要

求为条件。这些条约载有起诉或引渡条款。”

88. 问题是，这种对犯罪的“国际化” 是否导致

犯罪受“引渡或起诉” 义务制约并承担一切后果。为

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考虑沙巴斯的以下观点：

承认一项罪行是国际犯罪，其结果是赋予各国以调查、

起诉和引渡的义务。这有时表述为拉丁文的aut dedere aut ju-
dicare (或引渡或起诉 )。87

89. 委员会曾就确定这些特殊的犯罪类别做过

有意思的尝试。委员会于1996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9条规定，特定种类的犯罪

符合一经实施即产生需要行使引渡或起诉义务的特

点。该条款草案规定：

在其领土上发现据指控有第17 [灭绝种族罪行 ]、第18 [危害

人类罪行 ]、第19 [危害联合国和有关人员罪行 ]或20条 [战争

罪行 ]所述罪行之个人的缔约国应引渡或起诉该个人。88

90. 为确定适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可能具有的

其他习惯依据而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1998年通

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除在其序言部分强

调国际社会作为整体必须打击最严重犯罪的有罪不

罚以及每个国家有职责对国际犯罪的责任人行使刑

事管辖权之外，《规约》第5条还在法律上对该法院

管辖权内的犯罪作了划分。这些犯罪包括：(a)灭绝

种族罪；(b)危害人类罪；(c)战争罪；以及 (d)侵略罪。

91. 前三类犯罪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委员会在

上文所述的1996年法律草案 (见上文第89段 )中详细

阐述的模式，可以被视为一个好的指引，列出了适

合作为引渡或起诉义务依据的习惯规则。但是，为

此目的，所议犯罪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

罪 )似乎除了符合一般刑法对每种罪行的描述之外，

还应具有《规约》第六、第七和第八条所规定的具体

特征。89

87 Schabas, The UN Criminal Tribunals: the Former Yugo-
slavia, Rwanda and Sierra Leone，第158页。

88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页。
89 “第六条：灭绝种族罪……，‘灭绝种族罪’ 是指蓄意全

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

列任何一种行为……。

“第七条： 危害人类罪……，‘危害人类罪’ 是指在广泛或

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

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第八条： 战争罪，㈠ 本法院对战争罪具有管辖权，特别是

对于作为一项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所实施的行为，或作为在大

规模实施这些犯罪中所实施的行为。㈡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
‘战争罪’ 是指：1. 严重破坏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的

行为，即对有关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的人或财产实施下

列任何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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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强行法作为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来源

92. 一些评论者认为，国际法的强行法概念也

可以产生引渡或起诉义务。根据强行法概念，各国

不得实施反人类罪，并且，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助长

实施此类犯罪的国际协定自始无效。此外，人们越

来越确信，所有国家都有权对实施了强行法犯罪且

后来在其境内被发现的犯罪人起诉或受理对其提起

的民事诉讼。基于这一点，一些评论进一步作出符

合逻辑的推断，即认为强行法概念也能创设引渡或

起诉危害人类罪犯罪人的义务。90

93.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2004年7月9日国

际法院对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

果案发表的咨询意见中找到对上述观点的支持。法

院在该案中陈述：

鉴于所涉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重要性，法院认为，所有

国家都有义务不承认因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包括在东耶

路撒冷及其周围修建隔离墙而导致的非法状况。各国还有义

务不为维护这一修建行为所致局势而提供帮助或者援助。91

94. 毫无疑问，国际刑法领域的某些规范已经

具有强行法规范的地位 (如禁止酷刑 )，其依据不仅

是条约规定而且还包括习惯认可，但是，有人质疑

90 Scharf (见上文脚注66)，第14和第17段。
91 《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00页，第159段。

从这些强制性规范中衍生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是否

也具有强行法特点。学者对于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存

在意见分歧。

H. 第4条 国际习惯作为或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的来源

95. 根据上文D至G节所作的介绍和分析，特

别报告员提议在关于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一整套条

款草案中增加以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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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第2款包含的犯罪和罪行清单似乎仍未确

定，尚需进一步审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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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A. 各国政府的评论

1.  在2010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

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

的第三次报告。1 在报告中，他提供了各国和红十字

与红新月联会在大会第六委员会上就委员会迄今为

止进行的工作所作评论的概况。他随后审查了就需

要保护的人而言，激发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工作

的各项原则，并审查了受灾国的责任问题。该报告

载有三条与灾害应对 (第6条 )、人的尊严 (第7条 )和
受灾国的主要责任 (第8条 )方面的人道主义原则相关

的条款草案建议。

2. 委员会在2010年6月1日至4日第3054次至

第3057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次报告，2 并将第6至第8
条这三条草案全部提交起草委员会进行处理。

3. 在第3057次会议上，委员会还暂时通过了

第1至第5条草案，这些草案在起草委员会主席2009
年7月30日的报告中提交全体会议并经委员会上届

会议审议。同样，委员会在2010年8月2日第3072
次会议上通过了第1至第5条草案的评注。3 第1至第

5条草案及其评注案文转载于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工作报告中。4

4. 起草委员会根据全体会议的讨论情况认为，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拟议的三条条款草案

体现了值得单独处理的不同概念，并暂时通过了以

下四个附加条款草案：灾害应对工作的人道主义原则

(第6条 )；人的尊严 (第7条 )；人权 (第8条 )；以及受

灾国的作用 (第9条 )。

 * 特别报告员感谢以下人士为本报告的编写提供的协

助：波哥大安第斯大学法学院国际法课程主任René Urueña博
士和法学博士生Santiago Rojas；海牙T.M.C. Asser研究所博

士生Arjen Vermeer；荷兰蒂尔堡市蒂尔堡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Stefanie Jansen；纽约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Emma Dunlop；
拉乌尔 · 沃伦贝格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博士后客座研究

员 Juan Carlos Ochoa博士和瑞典隆德市隆德大学法学硕士生

Lucy Patchett；日本大阪市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

兼客座研究员Emika Tokunaga；海牙的Paul R. Walegur。
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号

文件。
2 同上，第一卷。
3 同上。
4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1段。

5. 这四条新的条款草案是通过起草委员会主席

在委员会2010年7月20日第3067次会议上提出的综

合报告提交全体会议的。由于没有时间准备和通过

相应的评注，委员会在该次会议上表示注意到起草

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6至第9条草案。这四条草案转

载于一份委员会文件 5 和前述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工作报告中。6 

6. 2010年10月和11月，在大会第六十五届会

议上，对第六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

告和委员会就此进行的辩论情况，并特别注意到了

委员会内拟订的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

九条条款草案。7 一些国家就委员会通过的附带评注

的第1至第5条草案以及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6
至第9条草案作出了评论。另一些国家将其评论仅限

于特别报告员最初拟议的第6至第8条草案。各国欣

见委员会在短时间内取得的进展并再次强调该专题

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7. 关于该专题的总体范围，有国家表示支持在

第1条草案评注中强调国家对需要保护人员所具有的

权利和义务，8 以及如评注第 (4)段所述，范围应涵盖

灾前阶段，包括降低、预防和减缓灾害风险活动。9 
另有国家表示应将条款草案的属人范围限定为自然

人，不包括法人。10 有国家还提议就援助国和过境国

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责任作出规定。11 

8. 关于第2条草案中的宗旨，有国家表示支持

“充分和有效地应对” 的措辞，认为这是发生灾害时

进行人员保护的必然之举，并表示支持“同时充分尊

5 A/CN.4/L.776号文件，油印件。
6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1334。
7 载于下文的第六委员会辩论情况摘要 (第7至第25段 )不

免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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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N.4/638，第75至第95段 )有所雷同。尽管如此，仍

认为宜将该摘要列入，因为与秘书处的摘要不同的是，该摘要

列出发言国家的名称，并标明第六委员会的相应记录。
8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瑞士，

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6段。
9 泰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71段。另

见古巴，同上，第94段；以及波兰，同上，第99段。红十字与

红新月联会指出：“如第1条草案评注第 (3)段指出的那样，只

把民间社会行为者在灾害应对工作中的作用放在次要地位，会

留下至关重要的空白”，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
第47段。

10 爱尔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3段。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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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他们的权利” 的提法，这一提法不仅包括基本人权，

还包括既得权利。12 

9. 一些国家同意对灾害的定义作出限定，以排

除可能也会扰乱社会运转的其它严重事件。13 有国家

表示担心，第3条草案设定的“严重” 扰乱社会运转

的门槛要求过高，14 因此可能会将没有扰乱整个社会

的灾害排除在外，这样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履

行保护的义务。15 有国家还指出，如果“普遍生命损失、

巨大人类痛苦和危难、或大规模物质和环境损害” 仅

是各种结果中的三个可能结果，就应在之前加上“尤
其是” 一词。16 还有国家提议对“人道主义响应” 的概

念也作出定义。17 

10. 有国家认为，应将关于与国际人道主义法

的关系的第4条草案理解为，如果现有的国际法规则

不适用，就可以将条款草案适用于发生武装冲突的

情形。18 还有国家指出，今后的工作宜继续考虑视灾

害发生时是否存在武装冲突进行区分。19 

11. 关于第5条草案规定的合作义务，有国家表

示支持提及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吁请委

员会考虑制订相关规定，处理与这些组织合作时产

生的具体问题。20 

12. 有几个国家表示同意在第6条草案中列入

人道主义、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虽有

很大程度的重叠，但体现的要素有助于澄清第三国

12 萨尔瓦多，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63段。
13 瑞士，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6段；和

萨尔瓦多，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64段。
14 瑞士，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6段；和

泰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72段；另见爱尔

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4段。
15 瑞士，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6段。
16 泰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72段。
17 法国，同上，第84段。
18 萨尔瓦多，同上，第64段；比较古巴，同上。第94段和

哥伦比亚，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5/SR.20)，第74段 (指出

武装冲突引起的灾害不应列入委员会条款草案的范围 )。
19 芬兰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2段。
20 摩纳哥，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88

段；古巴，同上，第94段；以及爱尔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4段。另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

第37段。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指出：“条款草案工作的问题

是，没有区别国内救灾和国际救灾行动”，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48段。

针对另一国发生的灾害采取行动的依据。21 有国家提

议委员会考虑列入独立原则、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

和非歧视原则。22

13. 有国家认为人道原则是一项重要而独特的

指导原则。23 还有国家指出，人道主义原则涵盖的内

容不清楚，可能与第7条草案中所列的人的尊严的思

想相混淆，因此提议委员会应明确阐述第6条和第7
条草案之间的关系。24 还有国家提出最好将这一原则

放在该文书的宣言性部分，例如序言中。25 

14. 一些国家一致认为中立原则特别重要，能

确保提供援助方开展活动的唯一目的是根据人道主

义原则进行救灾，不是出于干涉受灾国内政的目的。26 
一些国家表示关切的是，中立原则与武装冲突密切

相关，因此可能带来混淆和不必要的复杂性，因为

即使作出更为宽泛的理解，中立这一概念的假设前

提仍是有两个对立方存在，而这一情形在发生灾害

的情况下并不存在。27 还有国家指出，在没有发生武

装冲突的时候，公正和不歧视的内容与中立相同。28 

15. 有国家强调，公正原则举足轻重。关于该

原则中的相称性，该国家主张，救灾行动应与受灾

地区和人员的实际需要相称，也应与受灾国自身救

援与接受救援的实际能力相称。29 

21 瑞 士，同 上，第22次 会 议 (A/C.6/65/SR.22)，第37
段；希腊，同上，第50段；捷克共和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24段；摩纳哥，同上，第87段；波兰，

同上，第100段；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37段。
22 捷克共和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24

段和泰国，同上，第70段 (着重于独立原则 )；俄罗斯联邦，同

上，第56段 (着重于不干涉各国内政原则 )；匈牙利，同上，第

21次会议 (A/C.6/65/SR.21)，第33段；爱尔兰，同上，第24次
会议 (A/C.6/65/SR.24)，第55段；以及印度，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35段 (着重于非歧视原则 )。
23 荷兰，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44段。
24 法国，同上，第84段。
25 希腊，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50段。
26 瑞士，同上，第37段；中国，同上，第62段；巴基斯坦，

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7段；以及斯里兰卡，

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43段。另见俄罗斯联邦，

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56段。
27 葡萄牙，同上，第11段；和爱尔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5段；另见奥地利，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38段。
28 爱沙尼亚，同上，第68段；和摩纳哥，同上，第87段。另

见奥地利，同上，第38段。
29 中国，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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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国家表示支持在第6条草案中列入不歧

视原则。30 有国家强调，对不同境况人员，主要是特

别弱势者，给予区别待遇，并不构成歧视。31 

17. 一些国家表示赞同关于人的尊严的第7条
草案，重申尊重和保护人的固有尊严的义务在应灾情

况中的相关性。32 但有国家指出，这一概念无法从法

律上全面界定，在此类情形中更多地是作为一个首要

概念加以考虑。33 另一些国家认为，人的尊严本身可

能不是一项人权，而是一项根本原则，是所有人权

赖以确立的基础。34 有国家提议在序言中提及这一原

则，35 另有国家倾向于在案文中保留。36 有国家还提

议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一项关于要求保护受灾国利益，

例如主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原则。37

18. 一些国家同意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8
条草案。38 在这方面，有国家忆及，在紧急情况中有

时不得不暂时减损某些人权义务，以确保救灾活动

迅速和高效率地进行。39 还有国家提议改在条款草案

的序言中提及人权。40

19. 第9条草案是起草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在

其第三次报告中提议的第8条草案第1款的基础上暂

时通过的。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同意在案文中指出，

保护受灾国境内人员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责

任在于受灾国。41 有国家指出，受灾国在提供救灾援

30 匈牙利，同上，第21次会议 (A/C.6/65/SR.21)，第33段；

以及印度尼西亚，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68段。
31 法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84段。
32 捷克共和国，同上，第24段；波兰，同上，第100段；以

及斯里兰卡，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43段。
33 希腊，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51段。
34 巴基斯坦，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7段。

另见印度尼西亚，同上，第69段；以及墨西哥，同上，第25次
会议 (A/C.6/65/SR.25)，第4段。

35 爱尔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5段。
36 波兰，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100段。
37 俄罗斯联邦，同上，第57段。
38 中国，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64段；捷

克共和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24段；以及

俄罗斯联邦，同上，第57段。
39 希腊，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52段；

中国，同上，第64段；以及俄罗斯联邦，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57段。
40 法国，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85段；以

及爱尔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5段。
41 俄罗斯联邦，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58

段；爱沙尼亚，同上，第69段；罗马尼亚，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48段；以及西班牙，同上，第87段。

助方面的首要责任是基于国家主权，产生于国家对本

国公民的义务。42 从实际角度看，灾害发生国最适于

评估其境内的应灾需求，并便利、协调、指挥、控

制和监督救灾行动。43 还有国家提议委员会在其中特

别提及主权原则和不干预原则。44

20. 有国家表示支持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

9条草案的版本，特别是其中提到受灾国有“义务”，
而不是有“责任” 确保保护人员和开展救灾工作。45 
另一些国家表示关切的是，没有明确这一义务在法

律上有何内容，由谁承担，实践中有哪些后果。46

21.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提议并提交

起草委员会的第8条草案第2款涉及受灾国的同意。47 
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同意关于提供外来援助须经受

灾国同意的提议。48 还有国家指出，国家有权根据灾

害严重程度和自身救灾能力，决定是否邀请其他国

家参与救灾活动。49

22. 尽管如此，有国家仍主张必须平衡国家主

权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50 有国家提出，在受灾国

因缺乏能力或意愿未能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的情

况下，受灾国应按照第5条草案寻求其他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援助。51 还有国家认为，一国应对拒绝接受援

42 巴基斯坦，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7段。
43 印度，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36段。
44 印度尼西亚，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

69段。
45 瑞士，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8段。
46 联合王国，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65段；

以及大韩民国，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29段。

另见爱尔兰，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55段。
47 见上文第2段。
48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瑞士，

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8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

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37段；印度尼西亚，同上，

第68段；以及大韩民国，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
第29段。

49 中国，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65段；印

度，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36段；智利，同上，

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11段；以及斯里兰卡，同上，

第44段。
50 西班牙，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87段；

以及巴西，同上，第26次会议 (A/C.6/65/SR.26)，第72段。另见

罗马尼亚，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48段；以及

墨西哥，同上，第25次会议 (A/C.6/65/SR.25)，第6段。
51 芬兰代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

同上，第22次会议 (A/C.6/65/SR.22)，第31段；葡萄牙，同上，

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12段；以及荷兰，同上，第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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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如果这种行为侵犯了灾民

依照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就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52 
有国家认为进行此类定性须谨慎，因为此类定性可

能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并成为干预受灾国

的理由。53

23. 有国家认为，同意私人和非政府行为体开

展活动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54 还有国家指出，非

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只需遵守受灾国的国内法律即

可。55 有国家还指出，不论是否需要征得同意，国际

社会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至少应提供援助。56

24. 有国家建议委员会应紧密结合国家实践。57 
在这方面，有国家提出委员会应继续编纂和研究国

家立法、国际协定和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践，

以澄清该专题的法律和实践问题。58 有国家还提议，

委员会与在实地运作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紧密

互动。59

25. 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形式，有一些国家指

出，为所有行为体编制无约束力的准则、实践指

52 葡萄牙，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13段。
5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

第36段。
54 爱沙尼亚，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69段。
5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

第37段；爱尔兰，同上，第56段；以及日本，同上，第25次会

议 (A/C.6/65/SR.25)，第41段。
56 奥地利，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39段。
57 法国，同上，第86段。
58 哥伦比亚，同上，第20次会议 (A/C.6/65/SR.20)，第74段。
59 意大利，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26段。

南或原则框架，将更具有实用价值，会得到广泛 
接受。60

26. 古巴和萨尔瓦多分别通过2011年1月5日
和17日的书面来文，转递了其关于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报告反映的委员会迄今所完成工作的评论。这

些来文将作为委员会内部文件分发。

B. 相关事态发展

27. 据天主教鲁汶大学灾害传染病学研究中心

统计，2010年共发生约373起自然灾害，296 800多人

丧生，近2.08亿人受灾，损失金额将近1 100亿美元。61 
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率和规模不断增加，包括最近发生

在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哥伦比亚等国的洪灾和美国的

风暴，各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开

始重视法律在灾害局势各个阶段的作用。在这方面，

在委员会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结束后，召集了若

干国际会议着重考察了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特别报

告员受邀参加了其中一些会议，包括预防冲突与和平

论坛最近在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主持下举办的灾

害预防和复原协商会议 (2011年3月，纽约 )和关于“风
暴后的重建：法律在灾后发展中的作用” 的专题讨论

会 (2010年11月，哈佛大学法学院 )，特别报告员在

后一次会议上做了主题发言。特别报告员还将在海牙

国际法学院2012年1月主办的“应对自然和工业灾难

的挑战：国际法的新方向” 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

60 联合王国，同上，第24次会议 (A/C.6/65/SR.24)，第64段；

以及俄罗斯联邦，同上，第23次会议 (A/C.6/65/SR.23)，第58段。
61 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新闻稿，2011年1月24日。

第一章

受灾国在本国应对能力不足时寻求援助的责任

28. 鉴于起草委员会已经确定“受灾国由于其主

权，有责任在其领土上确保保护人员和提供抗灾救

济和援助” (见第9条草案 )，特别报告员现在将审议

的问题是在灾害的规模或持续时间超出受灾国本国

应对能力时受灾国应履行的责任。

29. 在确定受灾国在灾害超出其本国应对能力

时应作出何种适当反应时，有必要重申国家主权和

不干涉的核心原则。国际法院将独立国家相互尊重

领土主权视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62 大会第46/182

62 科孚海峡案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

亚 )，1949年4月9日的判决，《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页

号决议附件中的指导原则 63 申明，在应灾问题上，“必
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

整和国家统一”。因此，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

报告中通过提出第8条草案第2款所确认的那样，实

施国际救灾援助必须获得受灾国的同意。该条款后

来被提交到起草委员会。

(指出“在各个独立国家间，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

要基础”)。
63 见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附件中的指导

原则第3段 ( “必须在受灾国同意和原则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

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见《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

应的协定》第3条第1款 (指出“只有在受灾缔约方提出请求或

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提供外部援助或表示愿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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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特别报告员重申，受灾国当局对协助在本

国境内发生的灾害的受害者负有首要责任。如起草

委员会临时通过的第9条草案第2款所述，受灾国对

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救灾和援助的提供负有主

要责任。受灾国的主要责任来自于受灾国的主权权

力和对本国领土上的受灾人口所负有的责任。国际

法学会2003年在布鲁日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人道主义

援助的决议反映了后一项根据。该决议指出：

受灾国有义务照管境内的灾民，因而负有组织、提供和

分配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责任。因此，受灾国有义务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挪用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滥用行为。64 

31. 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核心原则以及获得受

灾国同意的要求本身，必须结合各国在行使主权过程

中所承担的责任加以考虑。65 这些义务既可以水平地

归结为对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义务，又可以垂直地

归结为对本国领土上受其控制的民众和个人的义务。

在当前专题的范围内，尤其应当重视各国根据国际人

权文书和习惯国际人权法为本国领土上的人员提供

保护的责任。受灾国对受灾人员应负责任的范围以及

这些责任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原则以及提供国

际援助必须获得受灾国同意的要求之间的相互作用，

构成当前研究的基础。

A. 受灾国对本国领土上的个人的责任

32. 临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第9条第1款规定，受

灾国由于其主权，有责任在其领土上确保保护人员

和提供抗灾救济和援助。该条款草案申明，一国对

本国境内的人员承担的责任至为重要。正如特别报

告员在其初次报告中所述，在发生灾害时牵涉到若干

人权，包括生命权、食物权、健康和医疗权、供水权、

适当住房、衣物和环卫权以及不受歧视权。66 

33. 举例而言，对一项所涉的权利进行分析有

益于阐明受灾国责任的性质。《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在实现食物权的过程中：

64 第三条，第1段 (国际法学会，“Humanitarian assistance”， 
第268页 )。

65 “温布尔登”号轮船案，《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

1923年，第1号，第25页，其中指出常设法院“不认为一个国家

在缔结的任何条约中承诺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是放弃本国

主权的做法。勿庸置疑，任何规定此类义务的公约都对该国主

权权利的行使施加了限制，因为它要求以某种方式来行使这些

权利。但是，达成国际协定的权利是国家主权的属性之一。”
66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98

号文件，第26段。

缔约国将采取适当步骤确保此种权利之实现，同时确认在此

方面基于自由同意之国际合作极为重要。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适当食物

权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如果某缔约国辩称，

出于资源方面的困难，它无法向有需要的人提供获

取食物的机会，那么：

该国必须表明，它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利用它掌握的所有资源，

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履行这些最低限度的义务。……如果一个国

家声称由于它无力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履行其义务，则有责任

证明这种情况，并证明它已寻求取得国际支持以确保供应和

取得必要的粮食，但未能成功。67 

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一国在履行其义务时应

采取的“适当步骤” 包括在国内条件致使食物权无法

实现时寻求国际援助。与此相关联的是，在一国声

称无法履行其义务时采取这一步骤。因此，该一般

性意见表明，寻求国际支持可能是一国在认为本国

资源不足以满足保护需求时为履行其对个人承担的

责任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

34.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和《残疾人权

利公约》具体提及发生灾害时的权利。《非洲宪章》第

23条规定，各国应采取“所有适当措施” 确保寻求或

具有难民身份的儿童以及因“自然灾害” 等事件沦为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能够“在享受本《宪章》和各国加

入的其他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文书所规定的权利的

过程中获得适当的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所有适当

措施” 的措辞让人回想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第11条中所提及的“适当步骤”。

35. 《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及缔约国在发生灾害

时应对残疾人承担的义务：

缔约国应当依照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

法规定的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危难情况下，包

括在发生武装冲突、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时，残疾

人获得保护和安全。

“一切必要措施” 这一措辞可视为包括在受灾国

的国家能力不足时寻求国际社会的可能援助。这一办

法符合适用于国际法律体系的人道指导原则。国际

法院在科孚海峡案 (案情实质 )中申明，出于人道的

基本考虑被视为国际法律制度的公认一般原则，“在

6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和第二十一届会

议，补编第2号》，附件五，第12号一般性意见，第102页，第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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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需要比战时更加注意到这种考虑”。68 起
草委员会临时通过的第6条草案申明应灾中的人道主

义原则这一核心立场。69 

B. 合 作

36. 在灾害的影响超出受灾国国家能力的情况

下，合作的义务也与受灾国的责任相关。委员会临

时通过的第5条草案申明： 

根据本条款草案，各国应酌情相互合作，并与联合国和其他

主管政府间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合作。70 

该条款草案确认，合作的义务不仅适用于第三

国，而且在此类合作适宜的情况下也适用于受灾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人权与国际

团结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也默示这一办法： 

与国际援助和合作有关的义务是国家需要履行国家人权

义务这一首要责任的补充。国际合作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可

能不拥有充分实现各项人权盟约和公约所载权利所需的资源。

共同发展责任是通过国家履行国家义务和促进全球执行的国

际合作义务来实现的。71

《发展权利宣言》第3条第3段也体现出这一办

法，其中大会指出：

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

各国在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着眼于促进基于主权平

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与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激

励遵守和实现人权。72 

37. 若干国家的评论意见支持将合作的义务与

受灾国在灾害影响超出其国家能力时的责任挂钩。在

第六委员会讨论国际法委员会2008年报告时，芬兰

代表北欧国家评论说：“如果受灾国不能提供居民生

存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就必须与愿意和有能力这样做

68 1949年4月9日的判决，《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
页，注意到“阿尔巴尼亚当局义不容辞的义务包括为了一般航

行，通知在阿尔巴尼亚领海有一个雷区和警告接近的英国军舰

注意雷区使它们暴露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这些义务不是

根据适用于战争时期的《1907年第八号海牙公约》的规定，而

是根据某些一般公认的原则，即基本的人道考虑，在和平时期

比战争时期还要严格……”
69 第6条草案规定：“应对灾害应根据人道主义、中立和公

正的原则在不歧视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考虑到特别弱势者的需

要”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1334)。
70 同上，第330段。
71 A/HRC/9/10号文件，第21段。
72 大会1986年12月4日第41/128号决议，附件。

的其他国家或组织合作。” 73 2010年10月芬兰代表北

欧国家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也采取了这一立场，在

该发言中指出：“如果受灾国没有能力或意愿保护受

灾民众和向他们提供救济，该国应根据第5条草案寻

求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以履行本国的义务。”74 

38. 特别报告员重申，对合作的解释不应减损

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律体制内享有的权利。大会第

46/182号决议附件中的指导原则阐明了国家主权和不

干涉的核心原则与一国为履行其国际责任而采取的

适当措施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重申，应“在受灾国

同意和原则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况下” 提供任何人道

主义援助。75 在重申一国同意任何给予的国际援助是

重要条件的同时，秘书处的备忘录还指出，这些指

导原则看来也支持受灾国在紧急状况超出本国反应

能力时开展国际合作的隐含责任。76 大会在附件第5
段指出：

许多紧急情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可能不是许多受灾国

的能力可以应付的。因此进行国际合作以处理紧急情况和加

强受灾国的应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应根据国际法和各国法

律提供这种合作。

因此，第46/182号决议的框架结构引起对两种不同

考虑的注意。首先是一国同意任何提供的援助这一

前提条件，其次是在灾害影响超出国家能力的情况下

寻求国际援助的潜在责任。前者将注意力指向领土完

整的核心要求和各国在国际法律制度内的横向义务。

后者则将注意力指向受灾国对民众所负的责任。

39. 以上文书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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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也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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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会1990年12月14日第

45/100号决议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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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芬兰代

表北欧国家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 )，第22次会议

(A/C.6/63/SR.22)，第53段。
74 芬兰代表北欧国家，同上，第六十五届会议，第22次会

议 (A/C.6/65/SR.22)，第31段。
75 见上文脚注63。
76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秘书处的备忘录 (A/CN.4/590

和Add.1–3) (可查阅委员会网站，第六十届会议文件；最终案

文将作为《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的增编发

表 )，第57段，以及该段的第一处脚注。
77 序言部分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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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自然灾害状况下人员保护业务准

则》重申了这一立场： 

各国负有向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员提供援助和保护的主

要义务和责任。在此过程中，各国有义务尊重受影响人员的

人权，并保护他们的权利不致受到私人行为体 (如犯罪人和犯

罪集团 )的侵犯，保护他们免遭灾害引发的危险 (如自然灾害

的二次影响 )。78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7条草案申明人的尊严

原则在这一专题上的核心地位。79 第7条草案申明各

国、主管国际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有义务在应灾

时尊重和保护人的固有尊严。

C. 寻求援助的具体义务的表述

40. 上文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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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习惯国际法规定的主要责任的一个要素。

41. 秘书处在其关于所涉专题的备忘录中确认，

受灾国请求援助的积极义务，至少在灾害超出受灾

国应灾能力的情况下负有的这种义务，正得到越来

越多的承认。80 这一义务已经纳入处理救灾问题的非

约束性国际文书。该原则出现在国际法学会2003年
布鲁日会议通过的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中。该

决议第三条第3段规定： 

在受灾国无法向其管辖或实际控制下的灾民提供充分人道主

义援助的情况下，受灾国应向主管国际组织和 (或 )第三国寻

求援助。81

42. 同样，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的国际应灾法

律准则规定：

如果一个受灾国判定灾害状况超出本国的应对能力，应寻求

国际和 (或 )区域援助来满足灾民的需要。82

第三种表述被纳入《在救灾中使用外国军事和民防资

源的准则》 ( 《奥斯陆准则》 )，该准则规定：“如果需

78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自然灾害状况下人员保护业务准

则》 (布鲁金斯—伯尔尼境内流离失所项目，2011年5月出版 )，
第二条，第1段。

79 见上文脚注5。
80 秘书处的备忘录 (A/CN.4/590和Add.1–3) (上文脚注

76)，第57段。
81 国际法学会，“Humanitarian assistance”，第270页。
82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复原援助

的国内协助及管理准则》，准则3.2，第12页 (2008年，日内瓦 )。

要国际援助，受灾国应在灾害发生后尽快提出请求

或表示同意，以使援助取得最大效果”。83 

43. 国际法学会2003年布鲁日会议决议和红十

字与红新月联会的国际应灾法律准则对这一义务的

表述有共同之处，可与上述讨论联系在一起。首先，

寻求国际援助的义务只有在国家缺乏能力的情况出

现时才会产生。这一前提条件强调，寻求援助的义

务源自受灾国根据国际人权法律文书和习惯法规定

向其境内人员提供保护的主要义务。其次，这一义

务被称为“寻求” 援助的义务，而不是“请求” 援助的

义务。

44.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寻求”

援助的义务比“请求” 援助的义务更为妥当。请求援

助的隐含之意是：第三国接受这一请求后，受灾国就

会予以同意。秘书处备忘录指出，请求援助的义务

可能限制一个国家“拒绝接受他国表示的援助意向的

能力”。84 而特别报告员则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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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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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别报

告员认为，寻求援助的义务既确保所涉民众和个人

得到保护，又符合得到受灾国同意的核心要求。因此，

特别报告员认为，为这一专题奠定最佳基础的是寻

求援助的义务，而不是请求援助的义务。

45. 鉴于以上几点，可以就一条条款草案拟议

如下措辞。

“第10条草案： 受灾国寻求援助的义务

“如果灾害超出受灾国国家应付能力，受灾

国有义务酌情寻求第三国、联合国、其他主管

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46. 这一措辞结合了国际法学会2003年布鲁日

会议决议 (第三条第3段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准则

3.2和大会第46/182号决议的表述，并呼应了委员会

暂时通过的第5条草案中所包含的适当合作范围。85 
根据上文的讨论，采用了“寻求” 这一用语。“国家应

付能力” 的提法呼应了第46/182号决议中关于一国

83 人道协调厅，《在救灾中使用外国军事和民防资源的准

则》，2007年11月修订版1.1，第58段。
84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76)，第65段。
85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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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能力” 的提法 86 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的国

际应灾法律准则中关于“本国应对能力” 的提法。

47. “援助” 一词反映出提供人道主义保护的业

务方面的广泛范围。由此，该词着重指出，受灾国

有权决定怎样的援助范围和类型最有利于履行本国

在国际人权法和习惯国际法下承担的责任。国际法

学会2003年布鲁日会议决议将人道主义援助界定为

为满足受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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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和人力及物质资源。87 

48. 该条草案强调，只有在灾害超出一国的国

家应付能力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寻求援助的义务。

如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有关第2条草案的讨论所

述，并不是所有灾害都被认为超出一个国家的应灾

能力。88 因此，当前的条款草案仅适用于第2条草案

中所界定的那类灾害。

86 见大会第46/182号决议附件中的指导原则第5段，指出
“许多紧急情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可能不是许多受灾国的能

力可以应付的”。
87 国际法学会，“Humanitarian assistance”，第264页，第一

条，第1款。
88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号

文件，第46段。

49. 特别报告员认为，一国政府最有能力判定

一场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其国家应灾能力的限度。这一

立场符合欧洲人权法院采用的“判断余地” 原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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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对受灾国在确定灾害

已超出本国能力方面所起核心作用的承认也符合大

会第46/182号决议附件阐述的核心原则，即“必须在

受灾国同意和原则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况下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90

50.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表述符合各国在第

六委员会发表的评论意见，即“如果受灾国不能履行

对其处于危难中的人民提供及时救济的义务，则必

须具有寻求外界援助的义务”。91 这些评论载于委员

会2008年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第六委员会2010
年关于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的讨论又予

以重申。92 

89 欧洲人权法院，A等人诉联合王国案 (大法庭 )，诉请书

编号：3455/05，2009年，第180段。
90 见上文脚注63。
91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243段。
92 见上文第22段。

第二章

受灾国不任意拒绝同意外部援助的义务

51. 首先，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在大多数应

灾情况下，受灾国愿意为救助灾民允许援助和接触

灾民，尤其是在当局无法应对灾情和明确需要救助

灾民的情况下。93 这并不是说，此种一般做法确凿说

明存在允许外部援助的法律义务。

52. 同意是主权国家允许在其领土上开展活动

的意愿表示，如果没有获得同意这些活动可能构成对

不干涉原则的违反。因此，同意还在接受或拒绝灾

害中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作为国际

法的一个问题，受灾国有权拒绝愿提供援助的表示。

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是无限制的。特别报告员在其

第三次报告中，强调主权也意味着义务。94

93 最近的例子是对分别于2011年2月和3月袭击新西兰和

日本的地震作出的反应。见www.reliefweb.int。
94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号

文件，第75段。

53. 在若干事例中，由于否认有关状况构成灾

害，或者由于没有同意或在较长时间后才同意接受

适当救济或提供救济的表示，受灾者的状况更加恶

化。所有这些因素，无论其原因为何，使得已经脆

弱的局势更加严重。因此，大会在1988年12月8日
第43/131号决议 95 和1990年12月14日第45/100号决

议 96 中十分明确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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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对受灾者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

受灾国没有能力或不愿作出适当的反应而这切实危

害、甚至侵犯受灾者的权利和尊严的情况下。由于

对援助的同意为国际法所认可，一个合理的做法可

能是也依据国际法对这种同意的行使作出限制，而

95 序言部分第8段。
96 序言部分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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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其置之不顾。已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

这方面的提议：

可以考虑承认受灾国责任的法律后果，规定在不妨碍其主

权—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外部援助的前提下，受灾国“不应无

理地不予” 同意。97

55. 在应灾中互动的各国有义务与其他国家真

诚合作，以满足受灾者的需求。委员会在暂时通过的

第5条草案中确认了合作义务的重要性。98 特别报告

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这一义务。99 
合作的义务影响塑造了受灾国表示同意的法律框架，

并加强了这样一种论点，即同意是国际法律制度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仍可对其加以限制。例如，在

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负责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秘书

长代表陈述了以下观点：

可以认为，这种合作义务作为两个重申各国向在其领土

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受害者提供援助的主要责

任的大会决议的主要基础述及。这一责任意味着各国有在需

要时接受所提供的国际援助的相应义务。100

56. 该代表的说法的前提是应当以最有助于保

护和援助有需要的人的方式行使国家主权。101 在此

方面忆及，委员会已承认，受灾国由于其主权有义

务在其领土上确保人员保护和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102

57. 受灾国确保在发生灾害时提供此种保护和

援助的义务旨在保护受灾者的生命和尊严和保证需

要援助的人能够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因此，该义务

重申国际法规定的国家确保其管辖下的民众享有生

命权的首要义务。生命权在所有主要人权文书中已

经得到明确承认，并且世界性和区域性人权机构广

9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23段。
98 同上，第298、第299和第331段。
99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号

文件，第50至第70段。
100 见E/CN.4/1996/52/Add.2号文件 (1995年12月5日 )，第

362段。
101 按Lauterpacht的话说：“通过对国家内部主权的适当限

制和国际监督，落实对人及其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包括国内法和

国际法的所有法律的最终目的这一原则”，International Law: 
Being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H. Lauterpacht, 第47页。

10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1334，第

9条草案。

泛处理了这一权利问题，与此同时，它在国际法中

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地位。103 

58. 对拒绝人道主义援助权利的限制可见于各

种旨在保护人员的法律制度，如国际人权法、有关境

内流离失所者的法律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委

员会目前就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所做的工作

可以受益于这些制度的宗旨，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步

报告中已经对此做了说明。104 

59.  国际人权法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国家相互间

以及国家与其领土上和其管辖下的个人之间的利益

平衡。国家不仅对特定公约的其他缔约国负有义务，

对那些个人也可以说同样负有义务。为确保履行这

些义务，还可在各个人权文书中对外部层面作出明

确或隐含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将《公民权利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体现的生命权解释为包括各

国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享受这一权利的义务。105 因此，

拒绝提供援助的表示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构成对生命

权的侵犯。此外，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中规定的权利，106 必须提到该文书第二条第一

款中说明的一般性义务。这一规定是： 

每一缔约国家承担尽最大能力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

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

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

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

60. 从这一案文可以得出，各国为实现《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载的人权，必须进行

103 Ramcharan, “The Concept and Dimension of the Right to 
Life”，第3页。

104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98
号文件，第159页。

105 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

议，补编第 40号》 (A/37/40)，附件五，第6号一般性意见，第5
段：“ ‘固有的生命权’ 这一表述不能以局限的方式加以正确理

解，并且对这一权利的保护需要各国采取积极措施。” 其他人

权机构，例如美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对生命权做了类

似解释。注意大会在第43/131号决议和第45/100号决议中间

接地显示了无法获取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法之间的联系。
106 在此方面的相关权利包括获得食物、不忍受饥饿、获

得住房和衣着的权利 (第十一条 )、健康权和获得医疗服务的

权利 (第十二条 )、水权和环卫权 (第十二条 )以及不受歧视的

权利 (第二条第二款 )。在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方面，秘书长

代表正确指出：“因此，可以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缔约国有义务在发生严重影响境内流离失所者生存需

要的紧迫人道主义问题时至少不要无理拒绝提供国际援助的

表示，并且，也许有义务接受合理的援助表示。……拒绝接受

对实现条约中确认的生存权所必需的国际合作和援助可被视

为至少构成 ‘故意的倒退措施’，至多构成对条约义务的违反” 
(E/CN.4/1996/52/Add.2号文件，第36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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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如果受灾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并且

无法充分应对一场灾害的后果，该国就有合作的义

务。因此，合作的义务不仅为当前说明的同意要求

提供了基础，还进一步强调了条约法意味着负有不

任意拒绝同意的义务。

6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大会在一致通过的决

议中欣见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107 秘
书长将其称为“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基本国际规

范”。108 指导原则25第2段在最后规定：

有关当局，特别是在它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必要的人道

主义援助的情况下，不得任意拒绝 [他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62. 在这一案文中规定，不仅在提供援助前需

要得到同意，而且“不应任意拒绝给予” 此种同意。

在受灾国“无能力” 或 ‘“愿意” 提供在特定情况下所需

的援助的情况下，这一限定尤其有效。109 因此，在

这方面，确认了给予同意的主权权利，但限定条件

是在某些情况下，“不应任意拒绝给予” 同意。

63. 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有关国际武装冲突和

非国际武装冲突方的义务以及占领国义务的各种规

定。《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五十九条

规定作为一项积极义务：

如占领地全部或部分居民之给养不足时，占领国应同意*救济

该项居民之计划，并对该项计划使用力所能及之一切方法予

以便利*。

居民的需求在此作为同意占领地居民救济计划并予

以便利的义务的触发因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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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条第一款

规定，在国际冲突一方控制下的非被占领土上：

如果除被占领领土外为冲突一方所控制的任何领土的平民居

民未充分获得第六十九条所载的用品的供应，属于人道主义

和公正性质并在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条件下进行的救济行动

应予进行，但须受有关各方关于这种行动的协定的拘束*。

在这种情况下，在同意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义务方面

不仅考虑到居民的需要，还考虑到救济行动的性质。

107 E/CN.4/1998/53/Add.2号文件 (1998年10月16日 )。
108 A/59/2005，第210段。
109 下文讨论了“无能力或不愿意” 问题 (第70段和第71

段 )。

这一规则规定，采取有益于平民居民的人道主义行

动之前必须达成协定。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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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八条更为明确地要求得到同意，其中规定： 

如果平民居民由于缺少生存必需品，如粮食和医疗用品，

而遭受非常的困难，对该平民居民，应在有关缔约一方同意*
下，进行专门属于人道主义和公正性质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

的救济行动。

这条规定涉及国家境内发生的情况，灾害也往往

属于这种情况。它确认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前必

须得到将在其领土上提供援助的国家的同意的规则。

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这一国家是受灾国。

66. 但是，有人提出了各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

在武装冲突中自由决定给予或拒绝给予同意的问题。

1972年和1973年《附加议定书》的草案版本包含在救

济满足公正和人道等特定要求的情况下接受救济的

义务。110 为保护接受救济的国家的主权，增加了同

意的要求，同时明确说明这一条件：

并不意味所涉各方有拒绝同意救济行动的绝对和无限制的自

由。拒绝同意的一方这样做必须有合理理由，而不是任意或

难以捉摸的理由。111

因此，有人认为不能任意拒绝给予同意，因为这将

使该规定失去意义。112

67. 国际法学会两次处理了人道主义援助情况

下的同意问题。其1989年关于“保护人权和不干涉国

家的国内问题原则” 的决议第5条第2段的法文原文

规定：

Les États sur le territoire desquels de telles situations de 
détresse [où la population est gravement menacée dans sa vie ou 
sa santé] existent ne refuseront pas arbitrairement de pareilles 
offres de secours humanitaires.113

11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

公约附加议定书草案》 (1973年 )，第78和第79页。
11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

四公约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附加议定书评注》 (1987年 )，第

2805段。
112 Bothe, “Relief Actions”，第171页。
113 国际法学会，“保护人权和不干涉国家的国内问题原

则”，第5条，第2款。其法文案文包括明确的强制性语言 (“ne 
refuseront pas arbitrairement”)，英文版译文则为：“其领土内存

在这些紧急情况的国家不应当*任意拒绝此种人道主义援助的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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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003年，该学会再次处理了这一问题。学

会通过的关于拒绝同意问题的决议在几个方面有针

对性。“受灾国不任意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善意

表示的义务” 标题下的相关案文是：

受灾国有义务不任意无理地拒绝目的仅为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的善意表示或拒绝他方接触灾民。特别是，如果拒绝一

项表示或拒绝他方接触可能使灾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危害或构

成对关于把制造平民饥馑作为战术的禁令的违反，受灾国则

不得作出此种拒绝。114

有意思的是，学会成员认为有必要在“任意” 之后加

上“无理”。这可能显示，他们认为仅列入“任意” 一

词未能明确表明需就拒绝善意表示说明原因。

69. 最后，辛德勒教授还就此进行了一项重要

的个人努力，他在1995年根据一些有法律约束力和

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拟定了一套规则，其中一些

文书在上文已有述及。他的第6条规则规定如下：

各国根据国际法有义务接受其他国家、政府间组织或非政

府组织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它们不得任意拒绝给予同意。115 

70. 对于不具备必要资源或不愿动用这些资源

向其领土上有需要的人员提供保护和援助的受灾国，

上述分析具有特别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当一国无能

力或不愿意保护和援助其境内受灾害影响的人员时，

作出合理限制关于同意的一般规则的规定可能是正

当的。事实上，为了有效地履行国家确保提供保护

和援助的义务，特别报告员得出的结论是，同意作

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权利，在需要并可以获得适当的

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如果其使用会导致保护和援助

的缺乏或减少，则不能使用该项权利。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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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概而

论。如果受灾国显然缺乏所需的商品或服务，无能

力的客观元素可能得到满足。当一个国家的确具备

适当救济所需的资源和能力，但表示它不想使用这

些资源或能力时，可以认为该国不愿意提供援助。

72. 不接受援助的决定是否任意取决于个案的

具体情况，应逐案确定。在此方面的实践不是结论

性的，因此在归纳一般规则方面没有什么价值。上

述例子可能已经显示在接受或拒绝人道主义援助方

面何种做法可以被认为是任意的。

114 国际法学会，“Humanitarian assistance”，第274页。
115 Schindler, “The right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ight and/

or obligation?”，第6段。

73. 如上文所述，缺少提供援助的明确需要可

能是一个非任意的拒绝原因。116 在某些标准没有得

到满足时，可能会找到另一个非任意的拒绝人道主义

援助的原因。在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6条草案中

已确认，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符合某些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原则必须确保援助注重受灾者的权利和需求。117 
“中立” 和“公正” 意味着提供的援助没有任何政治含

义。此外，这些人道主义原则还意味着提供的援助

不要求任何回报。因此，对这些原则的遵循确保援助

活动“不背离救灾目的”。118 暂时通过的第6条草案从

而确保向受灾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应满足某些标

准，以在原则上为援助获得接受提供充足理由。因此，

如果提供援助的表示确实满足这些标准，受灾国则

必须有选择不给予同意的非常强有力和合理的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拒绝给予同意时没有提供此种理由，可

以认为该国的拒绝是“任意的”。

74. 此外，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的决定意味着受

灾国有义务至少向援助国提供作出此种决定的正当

理由。这一结论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最为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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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条的评注，“仅
可因合理原因，而不是任意或难以捉摸的原因而拒

绝给予” 同意。119 在评注中这一陈述旁的解释是： 

如果居民的生存受到威胁，并且一个满足公正和非歧视的所需

条件的人道主义组织有能力对这一情况进行补救，则必须开展

救济行动。……当局……没有合理理由不得拒绝接受此种救济。120 

根据这一段，“不任意地拒绝给予同意” 意味着一个

国家必须有在居民需要援助时不给予同意的强有力

和合理的原因。因此，为使受灾国不任意拒绝给予

同意，还需要该国说明作出不同意决定的原因。一

个更为透明的机制有助于发生灾害时的保护和援助

制度的有效性。

116 见 E/CN.4/1996/52/Add.2号 文 件。Schindler (国 际 法

学会，“Humanitarian assistance”，第413页 )使用了“un besoin 
urgent d’aide (对援助的紧急需要 )” 一词。Hardcastle和Chua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wards a right of access to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认为，在自然灾害中维持生命和尊严的需要

是接受人道主义援助义务的充分理由。
117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10段。
118 同上，第311段。
11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

公约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附加议定书评注》 (1987年 )，第2795
和第2805段。

120 同上，第48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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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此外，就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表示作出决定

的时间不可无正当理由地加以延长。提供救济的速度至

关重要。尽快得知受灾国就外部援助或提供这种援助的

表示作出何种决定符合所涉各方的利益。在此精神下，

大会在其1988年12月8日第43/131号决议和1990年12
月14日第45/100号决议121 中列入了以下段落：122 

关注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在接受人道主义援

助方面可能遭遇的困难，

深信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提供粮食、药品或医

疗保健而这些援助切需达到灾民手中时，行动迅速可使灾民

数目不致急剧上升。

《民防援助框架公约》第3条 (e)款将以下内容

纳入缔约国在发生灾害时提供援助方面承诺遵循的

原则：

对于援助的提供或请求，接收国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审查并给

予答复。

任何延迟均应有相应的理由。在国际武装冲突

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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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条的评注中称：“具体而言，只有在因安全原

因不可能进入接受援助的居民所在的领土时，延迟

才可能真正是有理由的”。123 同样，国家安全原因可

能是在发生灾害时延迟作出接受或不接受援助提议

121 序言部分第9和第10段。
122 序言部分第8和第9段。
12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

四公约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附加议定书评注》，第2846段。

的决定的一个合理理由。因此，受灾国应毫不延迟地

依据合理原因作出拒绝或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决定。

76. 总之，关于同意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规则

必须符合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2条草案界定的委员会

在此专题方面工作的目的。124 为加强这一目的，就

应灾的充足性和有效性而言，如果人道主义援助是满

足有关人员的基本需求所需要的、适当的并充分尊

重其权利，则不应任意拒绝此种人道主义援助。因此，

需要援助的人员在所有保护制度中和大会通过的文

字中的地位对于说明限制同意的理由十分重要。此

外，所涉的业务方面可能会受益于更大的清晰度和

透明度，以加强应灾系统。这要求受灾国解释其行为，

尤其是在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

77. 特别报告员铭记这些考虑因素，拟议了以

下条款草案：125

“第11条草案： 受灾国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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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灾国接到根据本条款草案第12条
草案第1款提出的援助提议时，应毫不延迟地通

知有关各方其有关此种提议的决定。”

124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30段。
125 该条款草案紧接在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号文件，第96段 )
所拟议的有关同意的第8条草案第2款之后，该条款已提交起

草委员会并正在由其审议。

第三章

国际社会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

78. 关于特别报告员先前三次报告的整个讨论

和随后委员会暂时通过的九条条款草案就保护灾民

的国际法律基础问题提供了宝贵指导。团结是人道、

中立、公正和不歧视原则的基础，这些原则已成为

界定当前工作的法律框架 (第6条草案 )。反过来，对

个人的保护仍然是最终的目标和启迪，这体现在委

员会对人的固有尊严 (第7条草案 )和保护人权 (第8
条草案 )的关注上。

79. 委员会随后审议了受灾国的作用。其定义

也受到了尊严和人权的启发，因为受灾国有义务确保

其境内人员得到保护。同样，受灾国对于指挥、控制、

协调和监督在其领土上提供救济和援助的努力负有

主要责任 (第9条草案 )。

80. 基于这一理解，保护灾民是整个国际社会

的一项事业，它以受灾国的主要责任及其主权为前

提。这就是以基于团结的人道、中立、公正和不歧

视原则为框架的法律结构的基石。

81. 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未受灾国在保护遭

受本国境外所发生灾害的灾民方面有着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应结合受灾国保护其境内人员的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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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理解，因为它同样体现以团结为基础的人道原则。

而且，确认这种利益对于发生灾害时维护人的尊严

和保护人权至关重要。

82. 关于未受灾国在保护其境外灾民方面的相

关利益，也许最突出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发生健康危

害的时候。对于这种情况，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126 
规定，世卫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均有义务报告其境外受

害人员未得到适当治疗的证据。根据第九条第二款：

在可行的情况下，缔约国应该在获得在本国领土外确认

发生有可能引起疾病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风险证据后的24小
时内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其依据为出现以下输出或输入性：

㈠ 人间病例；

㈡ 携带感染或污染的媒介；或

㈢ 被污染的物品。

83. 通过2005年《兵库行动框架》127 的186个国

家曾指出灾害的这种双重性质，即一方面是受灾国

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利益攸关

的全球事件。该框架第13 (b)段确认了1994年《横滨

战略》，并规定：

考虑到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各国在自己的可

持续发展和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灾害风险方面负有首要责任，

包括保护境内的人民、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财产不受灾害影

响。同时，在全球日益相互依存的情况下，需要形成协调的

国际合作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刺激和推动发展各级减少灾

害风险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积极性。

84. 受灾国的主要责任与未受灾国在保护灾民

方面的利益之间适当的互补点可体现在后者有权在

发生灾害时表示愿意援助。国际社会的援助表示是

团结的实际表现，从本项工作伊始即为其提供了信

息依据。因此，它是这样一种认识的逻辑推断，即

保护灾民从来就是一项全球事务，它超过受灾的主

权国家能力之所及，但也确认受灾国作为保护本国

民众的主要责任方的重要作用。

85. 很久以来，这种从全局角度处理冲突的办

法一直是国际法发展的内容之一，尤其是在国际人

道主义法范畴内。早在1907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第一 )公约》即确立了发生国际争端时第三方表示援

助意向的权利，同时也确认争端国有权拒绝可能提

出的调停手段。根据该《公约》第3条：

126 世卫组织，WHA58.3号决议。
127 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

架：建立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世界减灾会议 (2005年1月
18日至22日 ) (A/CONF.206/6号文件，决议二 )。

除了上项请求以外，各缔约国认为一个或数个与争端无

关的国家主动地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向争端各国提供斡旋或

调停是有用的和适宜的。

即使在敌对行动期间，与争端无关的国家也有权提供斡

旋或调停。

该权利的行使决不应被争端的任何一方视为不友好行为。

86. 此外，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

约的共同第三条第 (2)款也载有同一原则，规定第三

方有权表示援助意向：

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之武装冲突之场合，

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 (2) 伤者、病者应予收集与照顾。公正的人道团体，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向冲突之各方提供服务。

87. 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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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

条也确认在发生冲突时，第三方有权表示援助意向：

一、 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救济团体，如红十字会 (红新

月会、红狮与太阳会 )组织，得提供服务，对武装冲突受难者

执行其传统的服务。平民居民即使在其自己主动下，也得提

供收集和照顾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的服务。

二、 如果平民由于缺少生存必需品，如粮食和医疗用品，

而遭受非常的困难，对该平民居民，应在有关缔约一方同意下，

进行专门属于人道主义和公正性质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救

济行动。

A. 未受灾国表示援助意向

88. 这种全局思想启迪了武装冲突法之外的近

期国际法律发展。与当前任务特别相关的是，多个国

际条约也确认国家有权表示救灾援助意向。《核事故

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第二条第4款建立了在发

生核灾难时公开表示援助意向的制度，其规定如下： 

各缔约国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定并通知机构，在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下向其他缔约国提供援助可动用的专

家、设备和物资以及据以能够提供这种援助的条件，尤其是

财务条件。

89. 此外，《美洲便利灾难援助公约》第一条b
款也列明这一权利，该款规定，“……一个缔约国接

受另一个缔约国提供的援助应被视为对这种援助的

请求”。该《公约》第二条阐述适用于按照未受灾国事

先表示意向然后由受灾国自愿接受的方式提供援助

的可能性的规则。该《公约》对此制度规定如下： 

a. 请求、提供和接受一个缔约国对另一个缔约国的援助

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外交渠道或国家协调当局进行沟通。

b. 发生灾害时，援助国应与受援国协商，以便向后者了

解最适于向灾民提供何种援助。



218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c. 为便于援助，接受援助的缔约国应立即通知其主管国

家当局和 (或 )国家协调当局根据本《公约》向援助国提供必要

便利。

90. 类似的解决办法见于《关于为减灾救灾行动

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该《公约》所载文字

也确认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根据其第4条第5和第

6款：

5. 依照本《公约》提供的任何电信援助，未经请求国同

意不应提供。请求国应保有权利根据其本国现行的法律和政

策，拒绝他国愿意依照本公约提供的任何电信援助的全部或

部分。

6. 缔约国确认请求国直接请求非国家实体及政府间组织

提供电信援助的权利，和非国家实体及政府间组织遵照管辖

它们的法律，依照本条向请求国提供电信援助的权利。

91. 《民防援助框架公约》第三条确认了这一模

式，该条规定：

当对受到某种灾害的威胁或影响的某国实施援助时，缔

约国承诺尊重下述原则：

(a) 只有应受援国的要求或由援助国建议并经受援国接

受，才能提供援助。

(b) 提供的所有援助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独立、领土

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必须尊重受援国的风俗习惯。

此类援助不应被看作是对受援国内政的干涉。

(c) 提供援助时，不应有任何歧视，特别是在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观念以及国籍或社会背景、财富、

出生或任何其他标准方面。

(d) 民防援助行动应当坚持人道、团结和公正的原则。

(e) 对于援助的提供或请求，接受国应在最短的时间进

行审查并给予答复。

92. 近期，《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的协

定》确立了以下指导原则 (第3条，第1款 )：

在执行本协定时，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东南亚友好

和合作条约》，尊重各缔约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在这方面，每个受灾缔约国应负有对其境内发生的灾害做出

反应的主要责任，外部援助只能在受灾国请求提供或援助国

提出并为受灾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提供。

93.  其他很多国际文书也确认表示援助意向

的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

于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 ( 《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 )的第14号一般性意

见 (2000)中指出，128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各国有单独

128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第二十三

和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号》，附件四。

责任做出贡献，这样做也符合其利益。该意见第40
段内容如下：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世界卫生大会的有关

决议，缔约国有共同和单独的责任，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在

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进行合作，包括援助难民和国

内流离失所者。各国应尽其最大能力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

在提供国际医疗援助、分配和管理资源等方面，如安全和洁

净的饮水、食物和医疗物资，以及在财政援助中，应优先考

虑人口中最脆弱和边缘的群体。此外，鉴于有些疾病很容易

跨过国家的边界传播，国际社会都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经

济发达的缔约国有特殊的责任和利益，在这方面帮助较穷的

发展中国家。

94. 此外，一些关注国际法发展情况的专家组

织也提出发生灾害时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对此，国

际法学会在1989年关于保护人权与不干涉各国内政

的原则的决议第5条中指出：

一个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或立场公正的人道主义

机构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愿意向境内人口的生命或健康

受到严重威胁的另一个国家提供食品或医药用品，不得被

认为是对该国内政的非法干涉。但是，此种提供援助的表

示，尤其是提供援助所用的手段，不得带有威胁进行武装干

涉或任何其他恫吓措施的意味；应不具歧视性地给予和分配 
援助。

境内存在此种紧急情况的国家不应任意拒绝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的表示。129

95. 国际法学会发展了这一原则，最近在2003
年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中阐述了表示援助意向

的具体权利。在第四条下，具体规定了

表示愿意提供和实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

1. 国家和组织有权向受灾国表示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这种表示只要完全属于人道主义性质，即不应被视为非

法干涉受灾国的内政。

2. 国家和组织有权向受灾国境内的受灾者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前提是得到受灾国的同意。130

B. 国际组织和其它人道主义行为体表示援助意向 

96. 通过国际组织和其他人道主义行为体始终

按照基于团结的人道、中立、公正和不歧视原则框

架便利地参与，可以更好地实现国际社会在保护灾

民方面的利益。

129 国际法学会，“保护人权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第

339页 (特别报告员：Giuseppe Sperduti)。
130 国际法学会，“Humanitarian assistance”，第262页 (特别

报告员：Budislav Vu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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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前述几项文书确认了未受灾国有权表示援

助意向，将这种权利延伸到国际组织和其他人道主

义行为体。而且，这类行为体表示援助意向的情况

也得到了具体处理，也属于国际救灾法律的范畴。

98. 在联合国范围内，秘书长被认为有权呼吁

各国向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例如在大会1988年12月8日第43/131号决议 (向自

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1981年12月17日第36/225号决议 (加强联合国系统

应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能力 )以及1991年
12月16日第46/108号决议 (向非洲境内的难民、回返

者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援助 )中即是如此。

99. 世卫组织也被明确赋予在发生全球性健康

危害时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力。根据2005年《国际卫生

条例》第十条第三款，

世界卫生组织在收到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信息后，应该表示愿意与有关缔约国合作，评估疾病

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对国际交通的可能干扰和控制措施是否

适当。这种活动可包括与其他制定标准的组织合作以及建

议动员国际援助以支持国家当局开展和协调现场评估。在

缔约国提出要求时，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提供支持上述建议的 
信息。131

100. 与此相似，根据《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

援助公约》第五条 (d)款，国际原子能机构被授权

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在各缔约国和成员国之

间起中介作用。

101. 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在其1993年“人道

主义援助权利指导原则” (圣雷莫原则 )中采取了相应

的办法。其中原则5规定：

国家当局、根据法定任务可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

组织和国际组织，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难民署 [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以及专业人道

主义组织，有权在本原则所定条件都已满足时表示愿意提供

这种援助。此种表示不应被视为不友好行为，或对一国内部

事务的干涉。有关国家当局在行使其主权时，应该对向本国

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表示给予合作。132

102. 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也在应灾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大会明确认可这一点，在1988年12月8
日第43/131号决议 (向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

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中指出：

131 见上文脚注126。
132 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人道主义援助权利指导原

则”，第521页。

大会，

……

意识到在同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并肩行动时，这类援

助之是否迅速有效，往往取决于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的当

地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和援助，

……

3. 强调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4. 请所有需要此种援助的国家便利这些组织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的工作，特别是提供粮食、药品和医疗保健，而这些

援助切需到达灾民手中；

5. 因此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向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

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这些组织。

103. 因此，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的援助表示是

目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法的过往发展也反映

了这一点。确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拥有这一权利的文书

大多数也将这一权利延伸到人道主义组织。在国际人

道主义法范围内，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

公约共同的第三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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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第86和第87段分别

引述了这两条 )均确认人道主义组织有权在发生冲突

时表示援助意向。

104.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也

在其原则25下规定：

1. 国家当局负有对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

主要义务和责任。

2.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适当的机构有权向国内流离

失所者提供它们的服务。当局应诚意对待这种服务，不得认

为提供这种服务是不友善的行为，或是干预一国的内政。有

关当局，特别是如果它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

援助，不得任意拒绝别人提供这种援助。133

105.　最近的国际实践表明，国家、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在向受灾国表示援助意向方面有着广泛

和一致的做法。根据新闻报道，针对2011年3月11
月在日本发生的地震和海啸，截至3月17日已有大约

113个国家表示愿意援助。134 与此相似的是，根据有

关新闻及美国国会消息来源，2005年发生“卡特里娜”

飓风后，很多国家向美利坚合众国提供现金和实物援

133 E/CN.4/1998/53/Add.2号文件。
134 关于各国所提供援助意向完整清单，见路透社，

“Factbox: Aid and rescue offers for Japan quake”, 2011年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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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价值达8.54亿美元。135 同样，很多国际组织也

向受灾国提供援助。例如，根据新闻报道，2010年1
月12日海地发生地震后，欧洲联盟向这个满目苍夷

的国家提供了3.37亿欧元的援助。136 2011年日本发

生地震和海啸后，除了约113个国家向日本提供援助

外，还有2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137

106.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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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一权利的确认，目前的工作确定了

实现国际社会在保护灾民方面的利益所需的相关行

为体的范围。

C. 不干涉

107. 规定有关行为体有权在发生灾害或类似情

况时表示援助意向的国际文书一致重申特别报告员

第三次报告中的基本假定，即任何这类援助表示不

应被视为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或侵犯其主权。例如，《民

防援助框架公约》138 第三条 (b)款规定，此类援助不

135 Bill Rodgers, “Katrina foreign aid handling generates 
criticism”，美国之音新闻，2007年5月14日。

136 路透社，“EU offers over 400 million euros quake aid to 
Haiti”, 2010年1月18日。

137 见上文脚注134。
138 见上文第91段。

应被看作是对受援国内政的干预。同样，《人道主义

援助权利指导原则》原则5载有一条规定，表示援助

意向不应被视为不友好行为，或对一国内部事务的

干涉。139

108. 相关领域的法律文书也含有类似的规定。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规定，不得认

为提供这种援助是不友善的行为，或是干预受灾国

的内政。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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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的评注也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表

示的援助意向，无论其是否被接受，不应被视为干

预国家内政或侵犯国家主权。141

109. 鉴于上述讨论，特别报告员提出关于表示

援助意向的权利的第12条草案如下：

“第12条草案： 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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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见上文脚注132。
140 E/CN.4/1998/ 53/Add.2号文件，附件，原则25，第2段。
14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

公约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附加议定书评注》，第48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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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 [英 ]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

970至第973号，第3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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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卷，第17513号，第

609页。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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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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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国家豁免公约》 [英 ] (1972年5月16日，巴塞尔 ) 同上，第1495卷，第25699号，第181页。

《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 (1975年3月14日，

维也纳 )
联合国，《联合国法律年鉴》，1975年

(出售品编号：E.77.V.3)，第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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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65卷，

第24841号，第112页。

目 录

  页 次

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221

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222

 段 次  
导言 ............. .................................................................................................................................................................  1–10 223

章 次   
 一、 豁免的程序问题 ..............................................................................................................................................  11–57 225

A. 审议豁免的时间 ......................................................................................................................................  11–13 225
B. 豁免的援引 ..............................................................................................................................................  14–31 225
C. 放弃豁免 ..................................................................................................................................................  32–55 231
D. 官员所属国放弃豁免后能否援引豁免？ ..............................................................................................  56–57 237

 二、 官员的豁免与官员所属国的责任 ..................................................................................................................  58–60 238

 三、 总结 ..................................................................................................................................................................  61 239



222 第六十三届会议文件

AKANde, Dapo and Sangeeta SHAH
“Immunities of State officials,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foreign do-

mestic courts”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4, 2010, pp. 815–852.

BRAdLeY, Curtis A. and Jack L. GOLdSMITH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 individual officials, and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Harvard Law School,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0-05, 13 Green Bag 2D, 
pp. 9–23, Autumn 2009.

BROWNLIe, Ian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UZZINI, Gionata Piero
“Lights and shadows of immunities and inviolability of State of-

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law: Some comments on the Djibouti v. 
France case”,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2009, pp. 455–483.

CRYeR, Robert and oth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MINICÉ, Christian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immunité de juridiction pénale 

de l’ancien chef d’Etat”, RGDIP, vol. 103, No. 2, 1999, 
pp. 297–308.

GATTINI, And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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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173–200.

HAAS, Megan
“Fujimori extraditable!: Chilean Supreme Court sets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vol. 39, 2007–2008, pp. 373–40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vol. 69, Ses-
sion of Vancouver, 2001, Paris, Pedone, 2001.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rson and the immunity from jur-
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vol. 73, parts I and II, 
Session of Naples, 2009, Paris, Pedone, 2009.

“Resolution on the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and of 
persons who act o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case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Yearbook, vol. 73, parts I and II, Session of Naples, 
2009, Paris, Pedone, 2009.

KeITH, K. J.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criminal justice” ,  Inter-

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59, October 2010, 
pp. 895–910.

KOIVU, Virpi
“Head-of-State immunity v.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XII, 2001, pp. 305–330.

NOLLKAeMPeR, André
“Concurrence betwee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te respon-

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52, July 2003, pp. 615–640.

O’ KeeFe, Rog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Alan Dashwood and Angela Ward (eds.), The Cam-
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vol. 2. Oxford and 
Portland, Hart, 1999–2000, pp. 507–520.

SeYeRSTed, Finn
“Jurisdiction over organs and officials of States, the Holy See an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
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14, 1965, pp. 31–82.

SHATALOVA, S.V.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n the case of Saman-

tar v. Yousuf, and the immunities of foreign officials” (in Rus-
sian only), Mosco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1 (81), 
2011, pp. 111–130.

SHAW, Malcolm N.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TePHeNS, Beth
“The modern common law of foreign official immunity”,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9, 2011, pp. 2669–2719.

TOMONORI, Mizushima
“The individual as beneficiary of State immunity: Problems of the 

attribution of ultra vires conduct”,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29, 2000–2001, pp. 261–287.

TUNKS, Michael A. 
“Diplomats or defendants? Defining the future of Head-of-State 

immunity”, Duke Law Journal, vol. 52, 2002, pp. 651–682.

VAN ALeBeeK, Rosanne
The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Officials in the Light of Inter-

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VAN deR WILT, Harmen
“The issue of functional immunity of former Heads of State” , 

in William J. M. van Genugten and others (eds.), Criminal 
Jurisdiction 100 Years After the 1907 Hague Peace Confer-
ence: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Hague Joint Conference held 
in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28–30 June 2007.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9, pp. 100–104.

VeRHOeVeN, Joe (ed.)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immunités: contestation ou consolidation? 

Brussels, Larcier, 2004.

WATTS, Arthur 
“The legal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Heads of States, Heads 

of Governments and Foreign Ministe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4–III, vol. 247,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p. 9–130.

YANG, Xiaodong
“Jus cogens and State immunity”, New Zealand Yearbook of Inter-

national Law, vol. 3, 2006, pp. 131–179.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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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223

1. 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五十九届会议 (2007年 )上
决定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专题列入其

工作方案，并任命了一位专题特别报告员。1 在同届

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关于该专题的

背景研究报告。2 

2. 委员会在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 )上审议了关

于本专题的初步报告。3 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编写

的关于本专题的备忘录。4 由于未收到进一步报告，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9年 )未能审议本专题。

3. 在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0年 )期间，特

别报告员向秘书处提交了第二次报告，5 委员会未能

审议该报告。6

4. 初步报告简要叙述了委员会和国际法学会审

议国家官员的外国管辖豁免问题的历史，并概述提出

供委员会在处理这一专题初期阶段审议的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渊源

问题；“豁免” 和“管辖”、“刑事管辖” 和“刑事管辖豁

免” 概念的内容问题以及豁免和管辖之间的关系；国

家官员豁免的类型问题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 )；国家

官员豁免的理由问题，以及官员豁免与特别使团成

员豁免之间的关系。7

5. 初步报告还列出特别报告员认为为确定本专

题的范围而需要审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委员会

将来在审议本专题后可能编写的指导原则草案或条

款草案是否应涵盖所有国家官员或仅一部分国家官

员 (例如，只涵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

1 2007年7月20日第2940次会议 ( 《2007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376段 )。大会在2007年12月6日第62/66
号决议第7段中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将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

根据委员会报告附件A中的提议，此专题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

被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 (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257段 )。

2 《2007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16页，第

386段。
3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

文件。
4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可查阅委员会网站，第六十

届会议文件 )；最终案文将作为《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的增编出版。

5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号
文件。

6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43段。
7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

文件，第186至第204页，第27至第101段。

“国家官员” 这一概念的定义问题；本专题范畴内的承

认问题；以及国家官员家庭成员的豁免问题。8 

6. 特别报告员认为为确定本专题的范围而需要

审议的其他问题为：将来任何指导原则草案或条款草

案将涵盖的现任和卸任国家官员所享受豁免的范围

问题；豁免的放弃 (可能还有豁免的其他程序方面 ) 
问题。9

7. 特别报告员根据对初步报告所作分析得出的

结论载于该报告第102和第130段。10 

8 同上，第211至第212页，第125至第129段。
9 同上，第180页，第4段。
10 同上，分别在第204和第212页。

“102. ……

“(a)  国家官员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基本渊源是国

际法，特别是习惯国际法； 
“(b) 管辖与豁免虽然有关联，但是又不同。就当前讨论的

专题而言，对豁免的审议应是有限的，不应审议管辖权问题本

身的实质；

“(c) 一国的刑事管辖权，就象国家的整体管辖权一样，是

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管辖权的形式 (或如果行政管辖被理解为

包括行政和司法管辖两者，那么只有立法和行政管辖权的形

式 )行使的；

“(d) 行政 (或行政和司法 )刑事管辖权与民事管辖权具有

共同的特点，但与后者不同，因为许多刑事程序措施是在司法

程序的预审阶段采取的。因此，国家官员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问题在预审阶段更重要； 
“(e) 官员享有的外国管辖豁免是国际法和相应司法关系的

一项规则，在这样的司法关系中，享有豁免者不受外国管辖这

项司法权利反映了外国国家不得对有关人员行使管辖权这项

司法义务；

“(f) 刑事管辖豁免意味着仅仅享有行政和司法管辖豁免

(或如果行政管辖理解为包括行政和司法管辖两者，那么仅仅

是行政管辖豁免 )。因此，这是享有刑事诉讼或刑事程序措施

豁免，而不是享有对外国国家实体法律的豁免；

“(g) 国家官员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程序性的，而非

实质性的。这是刑事责任的一个障碍，但在原则上并不排除刑

事责任； 
“(h) 一个官员以官方身份采取的行动归于国家。因此，该

官员因为属事管辖豁免而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保护。但这并

不排除将此类行动同时归于实施者； 
“(i) 最终而言，站在官员豁免背后的是国家，无论这是属

人豁免还是属事豁免，站在享有豁免者背后的也是国家，只有

国家有权放弃一个官员的豁免； 
“(j)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一些相辅相成和相互关联

的组成部分：职务和代表性部分；国际法中有关国家主权平等

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确保国际关系稳定以及各国独立开展活

动的必要性。

导言

(下一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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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次报告审议的事项如下：作为一般规则，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范围问题，其中包括所有

现任和离任官员一般享受的属事豁免 11 以及仅有某些

高级官员享受的属人豁免的问题；12 因豁免而被排除

的管辖权行使国的行为的问题；13 国家官员豁免的领

土范围问题；14 豁免规则是否有例外、特别是在某官

员实施国际法范畴内的严重罪行时该规则是否存在

例外的问题。15 

9. 特别报告员根据对第二次报告所作分析得出

的一般结论载于报告第94段。16

(脚注10续 )

“130. …
“(a)  这个专题只涵盖一国国家官员不受另一国 (非该官员

所服务的国家 )的国内 (非国际 )刑事 (非民事 )管辖的豁免； 
“(b)  有人建议这个专题应涵盖所有官员； 
“(c) 或可设法为本专题确定“国家官员” 的定义，或为本专

题之目的确定此概念所涵盖的官员；

“(d) 因其职位而享受个人豁免的高级官员主要有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e)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要人，或可设法确定享受属人管辖

豁免的其他高级官员。如果能够确定这类高级官员享有特殊地

位的标准，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官员从所有高级官员中单列出来； 
“(f) 在此专题框架内进一步审议承认问题以及高级官员家

庭成员的豁免问题是否可取，值得怀疑。”
1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号

文件，第463至第467页，第 21至第34段。
12 同上，第468页，第35至第37段。
13 同上，第469至第471页，第38至第51段。
14 同上，第472页，第52至第53段。
15 同上，第473至第487页，第54至第93段。
16 同上，第488页。

“94. … 
“(a) 总体而言，国家官员享有外国管辖豁免与国家本身享

有外国管辖豁免一样，是一项一般规则，具体案件中不存在豁

免是这一规则的例外； 
“(b) 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事豁免，即以官方身

份所施行为享有豁免，因为这些行为是官员所服务的国家本身

的行为； 
“(c) 区分为界定责任目的和为豁免目的对行为所作的归

属，这种做法缺乏客观依据。没有什么理由能断言，官员的同

一行为在确定国家责任时被归于国家并被视为国家的行为，但

在考虑管辖豁免时则不归于国家，且被认为只是官员的行为。

按照逻辑，应先审议官员行为的性质应被确定为官方行为还是

个人行为，以及相应地是否应将该行为归于国家的问题，再审

议与该行为有关的官员豁免权问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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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因素是该官员是以公务身份行事。‘作
为官员的行为’，即 ‘公务行为’ 的概念，必须与 ‘公务范围内的行

为’ 这一概念加以区分。第一个概念更宽泛并涵盖第二个概念；

10. 因此，初步报告和第二次报告审议了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实质方面。第三次报告

将审议此专题的程序方面。此外，如对此专题的审

议所示，另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一国关于其官员享

有豁免的主张与该国对该官员引出豁免问题的不法

行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本报告也审议了该问题。

“(e) 国家豁免的范围与国家官员豁免的范围不完全一样，

尽管实质上只有同一种豁免。如果官员履行的商业性质行为

归于国家，则该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 
“(f) 属事管辖豁免延伸至官员的逾越权限行为和非法行为；

“(g) 属事管辖豁免不适用于官员在就职之前从事的行为；

前官员就其在担任官员期间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受属事管

辖豁免的保护； 
“(h) 官员或前官员在国外、包括在行使管辖的国家境内

停留的性质，几乎不会影响属事管辖豁免。很显然，该无论人

是因公务访问出国还是以私人身份停留国外，就其以公务身份

从事的行为而言，他都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i) 属人管辖豁免仅由少数高级别国家官员享有，延伸至

官员以公务身份和私人身份从事的非法行为，包括在就职之前

的行为。这被称为绝对豁免； 
“(j) 因与确定的高级职位相关联，属人豁免属于临时性质，

在官员离职时中止。即便行使管辖权所针对的行为是官员超

越其职能范围实施的，属人管辖豁免也不受影响；并且，官员

在国外、包括在行使管辖的国家境内停留的性质，也不影响属

人管辖豁免；

“(k) 在职官员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范围取决于其担任

职务的级别。所有在职官员都就其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享

有豁免权。只有某些在职的高级别官员能额外就其以私人身

份从事的行为享有豁免权。无论曾担任什么级别的职务，前官

员的豁免范围完全相同：就其任职期间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

享有豁免权； 
“(l) 对外国官员提出指控 (被控的罪犯、嫌疑人等 )的情况

下，如果该官员享有属人管辖豁免或属事管辖豁免，则不能针

对其在履行公务行为过程中犯下的罪行，采取属于限制性质且

通过对该官员施加法律义务来阻止其履行职务的刑事诉讼措

施。作为证人出席刑事诉讼程序的外国官员如果享有属人管

辖豁免或属事管辖豁免，且案件涉及传唤该官员就其本人履行

的公务行为作证或者就其因履行公务职责而获知的行为作证，

则不能对该官员采取上述刑事诉讼措施； 
“(m) 官员在外国停留期间及在其任职或曾任职的国家境

内居留期间，豁免权都有效。对外国官员施加义务的刑事诉讼

措施侵犯该官员享有的豁免权，无论该人在国外还是在其本国

境内。一国在对外国官员采取刑事诉讼措施之时，便违反了不

得采取此等措施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在被采取措施之人出国之

时方构成违反；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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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说豁免例外已发展成一项国际法规范，同样，不

能确定地断言已经存在确立这一规范的趋势；

“(p) 如果被指控的罪行发生在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境内，

且该国并未同意在其境内实施导致罪行的活动，且并未同意犯

下被指控罪行的外国官员在其境内的存在，则这种情况在这方

面是一个特例。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有充分理由提出豁免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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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豁免的程序问题

A. 审议豁免的时间 17

11. 在实践中，只有在一国主管当局准备采取

相关行动时，才会遇到外国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问

题。在这一阶段，此人所服务的国家通常并不知晓

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刑事程序的初步行动

与豁免排除的措施无关。18 在这种情况下，刑事管辖

权行使国没有必要审议豁免问题，而且不能将此视

为其义务。然而，关于国家官员享受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的问题，原则上应在司法程序的初期阶段审议，

甚至更早一些，在预审阶段，当管辖权行使国就针

对一个官员采取豁免所排除的刑事程序措施作出决

定时，予以审议。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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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咨询意见

中所表示：“豁免问题是……初步问题，必须在诉讼开

始立即决定。这是程序法普遍公认的原则。” 19英国地

方法院法官在考虑关于向以色列国防部长沙乌尔 · 穆
法兹将军发出逮捕令的申请时，指出：“申请人辩称，

如果该将军享有任何豁免，……那么提出豁免的适当

时机应该是在逮捕状发出后的第一次预审之时。恐

怕我不同意此提议，我认为国家豁免是我必须考虑

的问题之一。” 20原则上，有必要早日审议豁免，以实

现其基本目标：确保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和维护各国主

权。21 考虑豁免也需要在诉讼刚开始的初始阶段，因

17 见秘书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20至第225段。
18 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第38至第51段，关于因豁免而在行使刑事管辖时无法

采取的措施。
19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8页，第63段。在《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文件，第195
页，第67至第68段中提到了及早考虑豁免问题的必要性。

20 博街地方法院，关于对沙乌勒 · 莫法兹将军签发逮捕

证的诉请，2004年2月12日，第5段，转载于《国际法和比较

法季刊》，第53卷，第3册，2004年7月，第772页。另见布西

尼，“Lights and shadows of immunities and inviolability of State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law: Some comments on the Djibouti v. 
France case”，第473页。从本质上讲，以下裁决提到了在诉讼

初期考虑豁免问题的必要性：检察官诉查尔斯 · 甘凯 · 泰勒案，

关于管辖豁免的裁决，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上诉分庭，案

件号SCSL-2003-01-I, 2004年5月31日，第30段。另见美国上

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在贝勒哈斯等人诉摩西 · 亚阿

隆案，515 F.3d 1279, 2008年2月15日，第7页 ( “当一方声称

它有权享有外国主权豁免时，法院有义务 ‘在预审阶段就事实

和法律作出充分认定，以使其具备审理案件的权威性’”)。
21 见Gattini的意见，认为“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秩序

以确保主权国之间的和平交往，以及避免可能的不公平和

为其结果决定法院地国能否继续对官员行使刑事管

辖权。22 如果法院在诉讼开始时未能考虑到豁免问题，

可能导致法院地国违反由豁免规则产生的义务。此

外，在预审期间不考虑豁免问题则可能被视为违反

这一义务。在上述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指出，马

来西亚法院有责任将特别报告员豁免权的问题作为

一个初步事项来考虑。23 

12. 后者还涉及在行使刑事管辖，当涉及采取

已为豁免所排除的措施问题 (如因涉嫌犯罪采取的逮

捕 )时，在预审阶段对豁免进行审议的情况。有关当

局如果在这方面未考虑到官员的豁免权问题，管辖

权行使国就有可能违背由豁免而产生的义务，未考

虑豁免的做法本身可被视为违背义务。

13. 然而，审议上述问题应参考援引豁免和援

引豁免之责任的情况，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考

虑。特别是，如果享有属事豁免的官员所属国在诉

讼初始阶段不曾援引这一豁免，那么这一诉讼可以

继续，且不会引起违反豁免义务的问题。

B. 豁免的援引 24

14. 为了让管辖权行使国法院或有关当局考虑

一位外国官员的豁免问题，必须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提出这个问题：由该官员还

是该官员所 (或曾 )服务的国家？还是应该由管辖权

行使国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25 

(或 )歧视性的解决方案”，国家豁免是必要的，而且“为取得

效果，只能在诉讼开始阶段提出”(“The dispute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before the ICJ: Is the time ripe for a change 
of the law?”，第192页 )。

22 见秘书处备忘录第220段Verhoeven的相关评论 (上文

脚注4)。事实上，作为确定有能力或无能力行使外国管辖权的

一项重要内容，豁免如果在司法程序的最初阶段得不到充分重

视，则失去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实质意义。然而，正如第二

次报告所述，承认一名官员的个人豁免和职务豁免并不排除在

行使刑事管辖时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而只是那些将义务强加

于官员或具有胁迫性的措施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31号文件，第38至第51段以及第94段，第 (l)
小段 )。

23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7 (2) (b)段。
24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15至第229段。
25 布西尼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他写道，“对这一问题

可能没有明确的答复” (上文脚注20，第4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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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初步报告指出，豁免权不属于官员本人，

而属于官员服务 (或曾服务 )的国家，即官员所属国。26 
严格地说，官员只是“享受” 豁免权，这一豁免权在

法律上属于国家。因此，豁免的固有权利是国家的

权利。在坚持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所固有的权

利时，国家是在维护其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官员的权

利。27 在这方面，可以说，只有当官员所属国援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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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官员自己宣布他享有豁免，这似乎

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因为官员仅仅是豁免的受益人。

这并不意味着该官员所做声明在涉及本人的法律程

序方面毫无意义。正在对该官员提出刑事诉讼的国家

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该国可根据这一声明考虑豁

免权问题。不过，这一声明如得不到官员所属国相

关意见的证实，则似乎缺乏足够的法律份量和意义。28

26 “站在官员的外国管辖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背后的是国

家。国家有权放弃官员享有的豁免，无论是属人豁免还是属事

豁免 (对现任高级官员而言 )或只是属事豁免 (对已卸去政府职

务的任何官员而言 )。归根结底，国家官员的外国管辖豁免权

属于国家本身，因此只有国家有权放弃这一豁免权。” (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文件，第 
94段 )。

27 这适用于前官员的豁免。在 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中，比利时明确表示，耶罗迪亚已不再是外交部长，刚果民主

共和国并不是在维护国家权利，而是在维护该名个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是在行使外交保护，所以此前已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见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判

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至第18页，第37至第38段 )。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理解是，这不是一项外交保护行动，该国是

在其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受到侵犯问题时维护刚果的国家权利

(见同上，第17页，第39段 )。法院基本上同意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立场 (同上，第40段 )。正如美国政府在萨曼塔尔案中所指

出的，“一名前官员的剩余豁免不是一项个人权利。这是官员

所属国的利益”，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亚历山大

部，巴什 ·阿卜迪 ·尤素福等人诉穆罕默德 ·阿里 ·萨曼塔尔案，

2011年2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陈述，第13段。自2004
年以来，该案已在美国法院在索马里侨民对前索马里国防部长

和副总统M. Samantar使用酷刑、法外处决和其他侵犯人权行

为提出起诉的民事案件中处理问题的先例。有关此案件的评

论，见诸如Shatalova,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n the case of Samantar v. Yousuf, and the immunities of foreign 
officials”及Stephens, “The modern common law of foreign official 
immunity”。

28 放弃豁免权时，也适用同样的逻辑。见下文第33段。另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文

件，第94段。关于一美国法院在审议未能执行数项逮捕证的

事项时，费迪南德 · 马科斯 (菲律宾前总统 )说，作为国家首脑，

他享有有关管辖的豁免权。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务院向菲律宾

使馆发出照会，提供了根据法院裁决可能对马科斯所采取措施

的信息。该使馆在答复照会中表示，菲律宾政府已放弃其前总

统的任何豁免权 (载于 In re Grand Jury Proceedings, John Doe 
No. 700, 1987年5月5日，817 F.2d 1108)。

16. 一名官员的所属国要能够宣布该官员享有

豁免权，就必须知晓针对该人正在采取或计划采取

的有关刑事诉讼措施。因此，一国如正在实施或计

划此类措施就必须就此告知这名官员所属国。当然，

只有获知或有理由认为一名外国官员涉案，才能这

样做。因此，管辖权之行使所涉之人如声明他是 (或
曾是 )一名它国的官员，管辖权行使国才有理由相应

告知官员所属国。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
布提诉法国 )的判决中，国际法院除了论及其他事项

外，指出

吉布提政府没有在任何阶段通知法国法院 (通常会在此对管辖

权提出异议 )以及本院，法国政府所指控的行为是吉布提政府

的行为，且共和国检察官和国家安全负责人是实施这些行为

的机关、机构或部门。为其一家国家机构提出豁免的国家应

通知另一相关国家的当局。29

17. 因此，国际法院指出，援引豁免的责任在

于要防止其官员受外国刑事管辖的国家。如果该国不

这样做，那么管辖权行使国就没有义务自行考虑豁免

问题，并因此可以提出刑事起诉。30 与此同时，官员

所属国似乎也可以在刑事诉讼后期提出此人的豁免。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在援引豁免之前，管辖权行使

国对该官员采取的措施不能视为侵犯豁免权 (但自然

有一项谅解是，官员所属国知道外国正在对其官员

行使刑事管辖权，但并未援引豁免权 )。

1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从上下文来看，上文

第16段提到的国际法院的判决针对的是享有职能豁

免而非属人豁免的官员的情况。以这种办法处理涉

及属事豁免权享有者的情况，似乎合乎逻辑。31 这一

豁免的享有者系非高级官员及前官员，且仅在其以

公务身份行事时方可享有。这一豁免不包括现任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与下文所述“三要人”

的情况不同，对这一类人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并无义务

从一开始就知晓或推定这些人是外国官员或前官员，

也无义务知晓或推定这些人在违反法律时是以其公

务身份行事的。32 因此，若某官员所属国家要援引豁

免以防该官员受外国刑事起诉，则应将以下情况通

29 判决，《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4页，第196段。
30 本报告进而研究了不援引豁免权的后果；见下文第53

至第55段。
31 然而，布西尼对国际法院的这一立场提出了质疑 (上文

脚注20，第472至第473页 )。
32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案件档案有可能会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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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管辖权行使国：此人是其官员，享有豁免权，因为

此人是以公务身份实施涉嫌犯罪的行为的。33

19. 若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对享有属人豁免的

最高级别在任官员“三要人”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

外交部长 )行使外国刑事管辖权的情况，则上文所提

问题的答案似乎就会不同。首先，至少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现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是广为人

知的。故而，对这类人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通常

知晓有一位外国高级官员涉案。34 其次，得到公认的

33 因此，例如，在马塔尔诉迪希特案中，以色列援引了以

色列安全部门前负责人A. Dichter 的豁免权：“2006年2月，

Dichter请求撤案，理由是 (1) 按照《外国主权豁免法》，他享有

豁免权；(2) 该诉讼是一个法院无权审理的政治问题；(3) 该诉

讼牵涉到国家行为原则。大约在同一时间，以色列驻美国大

使Daniel Ayalon致函美国国务院，宣称 ‘Ditcher先生与该事件

有关的任何行为……均是在其执行公务和推行以色列国官方

政策过程中进行的’。地区法院请国务院就撤案请求中提出的

问题，或就国务院认为与案件相关的其他问题 ‘表明意见’。国

务院2006年11月提交的说明认为，《外国主权豁免法》给予豁

免权的对象是国家而非个人，但是仍要求法院撤销该诉讼，理

由是根据普通法，Ditcher作为一外国官员享有豁免权” (美国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裁决，563 F.3d 9 (2d Cir 2009); ILDC 
1392 (US 2009), 2009年4月16日，第6段 )。以色列驻美国大

使在贝勒哈斯等人诉亚阿隆案 (上文脚注20)中关于以色列国

防军前将军 (担任军事情报负责人 )摩西 · 亚阿隆的表态与此

完全相同。前文所述美国国务院在萨曼塔尔案中就援引豁免

问题发表的说明称 (第9段 )：“国务院已确定，被告不享有对民

事诉讼的官方豁免权……本案案情中特别重要的几点而且对

本利益说明而言也非常关键的几点是：(1) 萨曼塔尔是一国的

前官员，但目前没有一个获得承认的国家政府代其请求豁免

权，包括就其是否以公务身份作出有关行为的问题表达立场；

(2) 政府评估认为，鉴于此案的案情，适当的做法为像萨曼塔尔

这样受美国法律保护的美国居民通常应受我国法院的管辖，在

诉讼者为美国居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见上文脚注27)。
34 的确，鉴于国际关系中业已确立的惯例，世界各国属于

“三要人” 的人士为所有 (或几乎所有 )其他国家当局所知，因

此，若要求必须将有关人士的法律状况及固有豁免权告知管辖

权行使国的规定有些欠妥。若一国提出将这一规定作为承认

豁免权的条件，而在客观上一外国国家元首 (政府、外交部长 )
的身份应已为其所知晓，则很难认为该国在认真履行其国际

义务。

但是，对这一问题可有不同的考虑方式。国际法学会2001
年在编写题为“国际法中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执行与管辖

豁免” 的决议过程中，审议了将向外国法官提交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身份证据的规定纳入其有关条款是否可取的问题。该

学会的成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一点没有必要。其主要论点是，

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 (见国际法

学 会，“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第452至第485页 )。
因此，该决议第6条规定：“一国当局一旦获悉一外国元首或政

府首脑的身份，就应尊重后者所享有的不可侵犯性、管辖豁

免及行政措施豁免”。换句话说，管辖权行使国当局若知晓一

国家元首的身份，就足以据此认为其应履行关于外国元首豁

免权的固有义务。但是，我们注意到，该学会成员 Jacques-Ivan 

是，这些现任高级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人豁

免权，也就是说，在以公务身份以及以个人身份行

事时均享有豁免权。因此，刑事管辖权行使国并不

需要先知晓或确定某外国官员是以何种身份行事的，

便可判定该官员是否享有豁免权。因而在一外国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涉案时，刑事管辖权行

使国应自行提出此人的豁免权问题，并确定该国在

国际法框架内可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恰当的做法是要求该官员所属国家仅仅放弃豁免权。

因此，该官员所属国家没有向刑事管辖权行使国当

局提出豁免问题的责任。35

20. 在涉及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

诉法国 )的口诉程序中，36 法国法律顾问阿兰·佩莱谈

到，关于在任国家元首或外交部长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的推定是“绝对且可能是不容辩驳的”，而其他政

府官员则不同，不能适用该推定，其豁免问题须根

据每次的情况而定。37 吉布提法律顾问路易吉 · 孔多

雷利不同意将推定论适用于属人豁免，他特别指出，

“首先应强调，对外国现任元首适用真正意义上的 ‘推
定’，不应有任何疑问，因为很简单，他们的所有行为，

包括私人行为，均享有完全的豁免。” 38

Morin在其关于决议草案的评论意见中称，“对我而言，实践似

乎表明应就豁免权提出要求”(同上，第584页 )。
35 布西尼得出一类似结论，尽管他列举的论据有所不同。

他写道：“关于国家豁免和属人豁免，可找到的若干因素似可

支持如下观点：在适用时，法院地国当局应遵守豁免义务，而

无论豁免有无得到具体援引…… 关于赋予外交人员和特别使

团成员的属人豁免，有关公约只涉及此类豁免的放弃问题 (放
弃必须始终是明示的 )而非其援引问题。关于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的豁免问题，国际法学会在2001年温哥华会议上通过的

决议措辞中也似乎暗示了同样的解决方案。” (上文脚注20，第

470至第471页 )。但应该指出，在这方面，对该学会的决议可

有不同解释 (见前注 )。在另一支持其立场的论述中，布西尼提

到，国际法院在 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

比利时 )的裁决中“认为比利时侵犯了刚果 [民主共和国 ]外交

部长的豁免权，但不曾提到刚果 [民主共和国 ]或该国部长本

人是否曾向比利时当局妥善援引这一豁免权的问题” (同上，第

471页 )。
36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法国 )，判决，

《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37 “如果是在任国家元首 (或外交部长 )，‘推定豁免’ 是绝

对且可能是不容辩驳的。他们享受豁免别无他论；另一方面，

如果涉及其他政府官员，则不能适用该推定，准予 (或拒绝准

予 )豁免必须视情况和根据每种情况的所有要素而定。这意味

着将由国家法院来评定所涉及的是公务或非公务情况下实施

的行为” (口诉程序，CR 2008/5, 2008年1月25日，第51页，第

77段 )。
38 口诉程序，CR 2008/6, 2008年1月28日，第46页，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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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际法院对该案以及对 2000年4月11日
逮捕证案的判决似乎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即一国

元首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以及整个“三要

人” (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的属人豁免无需任何

推定而存在，管辖权行使国应履行其由此应负的义

务。而针对涉及两名不享有属人豁免的吉布提官员的

情况，法院则指出，吉布提应以适当方式将这两名

人员的身份告知法国当局。39 然而，在判决书涉及吉

布提共和国元首的部分，并未提到吉布提应以某种

方式提出豁免问题 (不过，在收到法国当局提出的询

问后，吉布提即提醒法国该元首享有豁免权 40)。正如 
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的判决中指出的那样，法

院在该案中是以下列立场为出发点的：“在国际法中

业已牢固确立的一点是，……一国某些高级官员，如

国家元首……，在其他国家享受民事和刑事管辖豁免

权，” 而且“特别是国家元首，享有对刑事管辖的完全

豁免权。” 41同时，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的判决也

不曾提到刚果当局应将其外交部长享有豁免权一事

告知比利时当局，以便豁免问题得以考虑。42 

22. 为什么仅仅应讨论豁免推定问题，而不是

更宽泛地讨论豁免问题，这一点的确不甚明了。无

论我们谈论“三要人” 属人豁免的“绝对且可能是不容

辩驳的” 推定问题，还是仅谈论他们的属人豁免本身，

大概均可断言，鉴于豁免固有的限制，对外国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

应自行就有关人员的豁免问题以及可对有关人员采

取的措施问题得出结论。43 而享有属人豁免权的官员

所属国无须为了让管辖权行使国得出这一结论而将

该官员享有豁免权一事告知该国。

39 见上文第16段。
40 《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94页，第32段。
41 同上，第236至第237页，第170段。
42 关于这一点，见布西尼的观点 (上文脚注20)。
43 这正是在实践中通常会发生的事情。法官或独立考虑

一外国国家元首的豁免问题，或就这一事项征求本国行政机关

的意见，行政机关可发出一项结论或建议，描述赋予特定个人

的特权和豁免权 (法国，最高法院，卡扎菲案，2001年3月13日，

第1414号裁决，Cass Crim.1)。例如，见关于在荷兰对印度尼

西亚总统尤多约诺发出逮捕证一事的裁决 (法院独立确定印度

尼西亚总统享有作为国家元首的豁免权，并拒绝签发逮捕证，

海牙地区法院，民事部门，377038/KG ZA 10-1220, 2010年10
月6日 )。另见比利时最高法院对A.沙龙、A.亚龙等人案的判

决，关于A.沙龙的部分。比利时最高法院：H. S. A.等人诉S. A.等
人案 (关于起诉阿里埃勒 ·沙龙、阿莫斯 ·亚龙等人案的裁决 )，
2003年2月12日，《国际法律资料》，第3卷，第3号 (2003年5
月 )，第596页。

23. 初步报告指出，除了“三要人”，还有一些

其他“高级官员” 44 享有属人豁免权。国际法中并不存

在一份此类官员清单。在初步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建

议审议用以确定不属于“三要人” 的高级官员是否享

有属人豁免权的标准问题。45 报告具体指出，除了确

保国家参与国际关系外，高级官员履行确保国家主权

职能的重要程度 46 可以是将所涉官员纳入享有属人豁

免权官员之列的一个标准。开始对某一不属于“三要

人” 的外国高级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不需要知

晓或推定此人符合上述标准并享有属人豁免权。该国

只需要将其采取的措施告知该官员所属国家。似乎可

以合乎逻辑地推定，若该官员所属国家认为该官员符

合上述条件并享有属人豁免权，那么援引豁免权的

负担应由该国承担。就这一程序意义而言，不属于“三
要人” 的高级官员的属人豁免权同属事豁免权类似。

24. 在应由管辖权行使国处理的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属人豁免权问题上，可合乎逻辑

地推定，该官员所属国家没有义务提供豁免证据或

为其权利主张提出依据。在有关人员的官方身份不

明确时，47 仅须予以确认即可。可通过外交途径予以

确认，即使此事正在法院审理也无妨。48 援引不属于

“三要人” 的官员职能豁免或高级官员属人豁免的国

家应否参与在外国法院对某一官员进行的诉讼程序，

以便豁免问题得以考虑，并提供豁免证据？

25. 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法国坚

持认为官员的属事豁免问题在外国法庭应当视个案

情况处理。法国指出，“不这样做会造成严重后果，

并会表明一名官员不论级别或职务如何，所要做的

就是申明他是在职能范围内行事，以便逃避外国的

刑事起诉”。法国认为，“由于职能豁免并不是绝对的，

在对个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时，每个国家的司法系统

都根据公共权力机构在此人职责范围内的行为，评

估他作为国家代理人应否享有赋予外国的刑事管辖

豁免”。49 国际法院在这方面注意到，吉布提政府并

44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
文件，第209至第210页，第117至第121段。

45 同上，第210页，第121段。
46 同上。
47 撇开承认豁免权的重要性 (特别报告员对相关问题的论

述载于同上，第211页，第124段 )，似乎在高级官员的身份问

题上也存在不明确之处，例如在一过渡政府运行过程中 (当一

新的政府首脑已被任命，但前一政府首脑仍在履职时 )，或在进

行宪法改革，对政府各主要职位进行职责重新分配之后。
48 本报告第27和第28段提到了援引豁免的方法。
49 《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2页，第1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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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告知法国法院：吉布提官员的行为是政府自己的

行为。更一般而言，“设法为本国国家机关要求豁免

的国家理应通知另一有关国家当局”。50 因此，国际

法院的判决仅提及把豁免问题“告知” 或“通知” 另一

国，并没有提到为豁免“提出依据”，也没有说明可

以声称官员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是国家机关行为

的原因。国际法院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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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没有提

到联合国必须为其官员的职能豁免提出依据。51 在刑

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法国 )的判决中，

国际法院还指出，“关于法国发出出庭作证传票所针

对的行为是否的确为国家机关在其职能范围内的行

为，在国际法院尚未得到 ‘具体核实’”。52

26.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指出以下几点。首

先，在上述引文中，国际法院仅提及吉布提官员行为

的公务性质并没有在特定法院得到“具体核实”。国

际法院在这方面没有提及法国法院。其次，特别报

告员重申，严格来说，尽管国际法院回顾了没有具

体核实的情况，但却不曾提到吉布提有义务为豁免

提出依据或证明豁免所根据的官员行为的公务性质。

布西尼在评论判决中的这段话时写道： 

可以认为，特别就所谓作证豁免而言，希望行使这种豁免权

的国家不能被视为有义务通过提供有可能令整场豁免失败的

详细信息或证据，来为其主张提出依据。53 

这种逻辑似乎总体适用于对职能豁免的援引，而不

仅仅是作为证人提供证据的豁免。为了在外国法庭

或外国其他机关证实一国官员的行为具有公务性质，

官员所属国可能需要为此提供极为敏感的信息，披

50 同上，第244页，第196段。美国国务院在谈到萨曼塔尔

案 (上文脚注27)的声明时指出 (第11段 )，“典型做法是外国

代表其官员提出请国务院豁免的建议……。豁免属于国家，而

不是个人，只有前官员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动才有权根据习

惯国际法获得豁免，因此，行政部门确定前官员豁免或不豁免

时要考虑到外国是否了解其官员以公务身份行事的情况。” 换

言之，一方面这是一个关于“谅解” 的问题，而不是一国证明其

官员以公务身份行事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当局在处理豁免

问题时考虑到这种“谅解”，虽然从各方面来看，这并非是强制

性的。
51 咨询意见仅仅表示，秘书长作为该组织的最高级别官

员，应通知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政府，为该组织服务的人员以公

务身份行事并享有豁免权。这些理由确立了规定管辖权行使

国有关义务的法律立场。由于国际法院承认这个立场为“推定

的”，因此它不需要证据，只有极为强有力的理由才能将其搁

置。见《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7页，第60和第61段。
52 《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3页，第191段。
53 布西尼 (上文脚注20)，第467页。

露与其内部主权事务相关的数据。然而，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恰恰是用来在这个领域提供保护的。54

27. 特别报告员还要指出，国际法院在刑事事

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提到要通知管辖权行使国“有
关当局”，而不是仅限于通知法院。国际法院提到可

以通知管辖权行使国“有关当局” 而不是仅限于通知

法院的情况似乎表明，国际法院认为官员所属国并没

有义务为了外国法院可以考虑有关官员的豁免问题，

而就其豁免事宜通知外国法院。官员所属国可通过

外交途径为官员援引豁免权，从而把有关情况通知

管辖权行使国。为使外国法院考虑豁免问题，这样

做应是足够的。55 一国没有与外国法院直接联系的义

务，这一点来源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56

28. 在实践中，各国的行为可以各不相同。57 
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向外国法院主张其官员的豁免

54 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在贝勒哈斯等诉亚阿隆案 (上文

脚注20) (因美国地区法院拒绝接受关于考虑被告是否具有公

务豁免的民事诉讼而提出上诉 )时，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

诉法院指出，证实被告经以色列国适当授权实施归咎于他的行

为之文件的“发现”，会彻底损害豁免的根本目的 (如该法院在

法德勒案中所认定的，“根据 [被告 ]递交地区法院的证据以及
[原告 ]不曾提出任何证据证明 [被告 ]没有以公务身份行事的

情况，有关文件的发现将有损于就该诉讼享有的意义和利益”)。
55 从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

议案 (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0至第61段 )的咨询意见中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还可以谈到收到通知的一国当局

提请审理有关官员豁免问题的国家法院注意此事的义务。不

论怎样，国际法院在上述咨询意见中指出：“[ 《联合国特权和

豁免公约》 ]缔约国政府当局有义务把这类信息转递给有关国

家法院，因为国家法院要适当适用该《公约》，就需要有这些信

息” (同上，第61段 )。在这种情况下，管辖权行使国当局的有

关义务产生于国际条约中的联合国官员豁免规则所规定的义

务。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以一般国际法为基础。因此，

一般国际法也构成管辖权行使国政府履行上述义务的根据。
56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第6条在评注中

指出：“在外国法院出庭援引豁免权会使得诉讼当事国牵涉到

重大经费问题，因此不见得需要把它列为确定国家豁免问题的

条件。另一方面，本条款也无意反对诉讼当事国出庭抗辩，出

庭能为取得满意结果提供最佳保证” ( 《1991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26至第27页，评注第 (5)段 )。
57 有人对罗马教廷提起民事诉讼，而菲律宾早先不承认梵

蒂冈主权豁免，因此罗马教廷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

求承认这一主权。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审理罗马教廷的申诉的

判决书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援引豁免权做法的差别。在

考虑菲律宾国际关系部能否作为第三方参加此案时，法院叙述

了在外国法院援引国家豁免的做法：“一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如

果在外国法院要求主权豁免或外交豁免，那就是请诉讼所在国

外交部把有关被告享有豁免权的情况转告法院”。在提到美国

和联合王国的这种做法的某些方面时，法院则指出： 
“菲律宾的做法是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首先让行政部门

认可其关于主权豁免或外交豁免的要求。不过菲律宾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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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其他国家可以仅通过外交途径援引豁免权，所

基于的前提是管辖权行使国有关当局将自行把官员

所属国提出的管辖权所针对的官员享有豁免权的情

况通知法院。58 一国也可以不采取任何这些立场，而

视具体情况行事：在有些情况下，直接向法院宣布其

官员的豁免权；在其它情况下，仅通过外交途径行事；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利用各种可能性。此外，应

该牢记，在行使刑事管辖权时，豁免问题就可能在

预审阶段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在法院援引豁免权

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

29. 为援引职能豁免，官员所属国应表明，该

官员被指控的行为乃其以公务身份所为，即为国家

本身的行为。这样做确属官员所属国的特权，因为

这是该国内部组织的事务，涉及国家与其官员之间

的关系。正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在

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的判决中指出的那样：

习惯国际法保护每个主权国家的内部组织：习惯国际法让每个

主权国家决定其内部结构，尤其是指定以国家人员或机关资

格行事的个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向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

中运作的机关作出指示，并且规定对不遵守指示行为的制裁

或其他补救办法。这种专有权力的必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

有权声称，国家某个机关以公务身份实施的行为或进行的交

易归于该国家，因此，不得追究该机关对这些行为或交易的

责任……这里讨论的一般性规则已经在国际法中得到确立，其

基础是国家主权平等 (平等者之间无统治权 )。……这个一般性

原则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执行，但主要是与其推论有关，即

向法院转告其认可的方式各不相同。在国际天主教移徙委
员会诉卡列哈案中，……外交部长直接写信给劳动和就业部

长，通知他说，被告—雇主享有外交豁免权，因此不能被诉

讼。在世界卫生组织诉阿基诺案中……，外交部长向审判法

庭发了一份大意如此的电报。在贝尔诉蒂松案中……，美国

大使馆要求外交部长请首席检察官代表驻三描礼士省奥隆阿

波市美国海军基地司令向被告国法官提出一项 ‘建议’。首席

检察官作为法庭之友在一份说明和备忘录中列入了这项 ‘建
议’ ……。

“在有些情况下，被告通过私人律师直接向当地法院提

出主权豁免的抗辩……。在外国绕过外交部的情况下，法院

可以就所涉行为和事项的性质调查事实，作出自己的裁决。” 
(罗马教廷诉斯塔布莱特销售企业公司，1994年12月1日菲律宾

最高法院第G. R. 101949号案，《国际法律汇编》，第102卷 (1996
年 )，第167至第168页 )

58 在前述贝勒哈斯等人诉亚阿隆案 (上文脚注20)中，以色

列驻美国大使丹尼尔 · 阿亚隆给美国副国务卿尼古拉斯 · 伯恩

斯的信中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前将军摩西 · 亚阿隆 (曾担任军事

情报部门负责人 )在美国享有民事管辖豁免。请求撤销诉讼时，

摩西 · 亚阿隆将此信提交初审法院，后来又提交上诉法院。以

色列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维 · 迪希特的行为同样被视为具有

公务性质。迪希特先生也提出一项撤销诉讼的请求 (马塔尔诉

迪希特案 (上文脚注33))。

国家有权为其机关要求不受外国管辖的职务豁免……这一规则

毫无疑问适用于国家间关系。59

国家官员的这一特权来源于国家主权。60

30. 但是，似乎也值得注意Van Alebeek的著述：

“职能豁免规则……并不要求法院盲目接受外国国家

关于其官员是根据其授权行事的任何声称。法院可

以独立调查此类声称的合理性。” 61确实，外国法院 (或

59 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IT-95-14-AR108之二，上诉分

庭，关于克罗地亚共和国请求复核第二审判分庭1997年7月18
日裁决的请求的判决书 (1997年10月29日 )，第41段，可查阅

http://www.icty.org/case/blaskic/4。国际法院在其关于人权委员

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咨询意见中，对于联

合国秘书长就本组织官员享有的特权问题采纳了同样立场： 
“法院注意到，秘书长作为本组织的行政主管官员，负

有保卫本组织利益的首要责任；为此应由秘书长来评估自己

的工作人员是否在职权范围内行事，并且在做出肯定判断

时有责任通过主张豁免权来保护这些工作人员，包括特派 
专家。” 

(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7页，第60段 )
60  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 (前注 )，第41段。如Seyersted

指出的那样，“一国的整体管辖权意味着，该国与其机关和

官员之间的所有此类关系以及其机关与官员之间和内部的

所有关系均受该国公法制约并由该国的行政和司法机关管

辖，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法、私法或任何机关制约” 
(“Jurisdiction over organs and officials of States, the Holy See an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第33页 )。Shaw在提及国家

元首的地位 (尤其是放弃豁免权 )时，还提到官员任职国的宪

政秩序 ( “首先，国内法院确定国家元首地位的问题主要是相

关个人的国内级别事项。例如，在菲律宾共和国诉马科斯 (1号 )
案中，美国第二巡回审判区上诉法院裁定，马科斯一家，即被

罢免的菲律宾领导人及其妻子，无权主张主权豁免权。在之后

的一份裁决中 (见 In re Grand Jury Proceedings Doe No. 770)，
第四巡回审判区上诉法院裁定，国家元首的豁免权主要具有

国家主权属性，而不是一项个人权利，因此，菲律宾政府对

马科斯一家豁免权的撤销应被赋予完全效力” (International 
Law，第736页 )。Tomonori提到了这一点 (“The individual as 
beneficiary of State immunity: Problems of the attribution of ultra 
vires conduct”, 第276页 )：“曾有人无可争辩地指出，‘应由国

内法律秩序和国家法律来决定个人在何种情况下作为国家机

关行事’。” 作者此处提到的是Hans Kelsen, Principles of Inter-
national Law (1952)，第117页。在回复报告员在起草国际法学

会2009年决议时提出的问题时，Morin回顾了以下既定原则：
“每个国家可自由决定将其权能的行使授予其指定作为代理人

的个人。”
61 The Immunity of States and their Officials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第115页。Van Alebeek接着指出，“某些行为是固有的个人行

为，无法合理地声称是根据国家授权实施了这些行为。例如，

国家元首在盛怒之下谋杀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园丁，很难反驳这

就是一起纯粹的个人犯罪。同样，国家授权的面纱无法令人信

服地覆盖完全是为私人利益而进行的麻醉物品交易。即便此

类纯粹的私人行为是在官员行使职务时实施的，也没有什么

不同。总之，外国不应轻率地依赖官员所属国为保护其国家

官员所作的相关行为应归于国家而非国家官员个人的声称。”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231

管辖权行使国任何其他主管部门 )没有义务“盲目接

受” 官员任职国所作的此类声称。但法院不得无视此

类声称，除非案件的情形明确显示不同情况，因为，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只有官员所属国而非管辖权行使

国才有权将其官员的行为划归国家自己的官方行为。

也许应在此考虑是否存在以下推定，即如果一国任

命某人为官员，则该官员的行动或行为就产生于其所

代表的国家的授权。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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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了类

似推定。该案件审议的情形的一个主要要素是，代

表秘书长行事的联合国法律顾问通知马来西亚政府，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在马来西亚遭到诉讼的行为

是以公务身份实施的，因此就这些行为而言，他享

有豁免权。62 该案件因此与联合国官员的属事豁免有

关，其根据是该官员以公务身份实施这些相关行为。

联合国已就此通知了马来西亚。在这方面，法院指出：

如果国家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对联合国人员的豁免存有争议，

秘书长就应立即将关于豁免的定论通知该国家法院。对基于

这些定论及其书面表述所作的推定，只有在提出最令人信服

的理由时方可不予考虑，因此国家法院应给予最高度的重视。63

显然，此处所指的不仅是推定职能豁免，而且

推定当本组织将官员以公务身份行事的情况通知管

辖权行使国时，该官员的行为即具有公务性质。64

(同上 )。第二次报告 (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

分 )，A/CN.4/631号文件，第26段起 )也讨论了将国家官员的

行动或行为归于国家自身的标准问题。委员会在审议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时，详细审查了这一问题 ( 《200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77段，特别是第

45至第49页，第4条及其评注以及第52至第54页，第7条及其 
评注 )。

62 “作为秘书长代表的法律顾问考虑了采访的情形以及该

文章受到质疑的段落，然后确定帕拉姆 · 库马拉斯瓦米酋长是

以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官方身份接受的采访，

文章明确提到了他的联合国公务身份以及联合国授予特别报

告员的全球任务，即调查与司法机构独立性有关的指控，并且，

被引述的段落与这些指控有关。因此，法律顾问在1997年1月
15日给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普通照会中 ‘请马来西亚的

主管部门立即将特别报告员的法律程序豁免权告知马来西亚

法院’。”(根据1998年8月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8/297号
决定向国际法院转递的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第6段 )。

63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7页，第61段。
64 美国地区法院和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显然也考虑到

类似的因素，所以确认亚阿隆将军在以色列武装部队军事行动

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享有豁免权。上诉法院在其2008年
2月15日的裁决中指出：“鉴于诉状没有表明亚阿隆将军的行

事超出其职权范围，并且，鉴于以色列大使已声明将军的行动

是在以色列国给予其的授权之内，亚阿隆将军有资格享有《外

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豁免权” (上文脚注20)。

31. 关于官员所属国没有义务参加享有职能豁

免的官员所涉的法庭诉讼，包括没有义务为促使外

国法院考虑豁免问题而将该官员的豁免权直接告知

法院，上文提到的考虑因素似乎也适用于不属于“三
要人” 的高级官员的属人豁免权案件。在此类案件中，

官员所属国也没有义务参与法庭诉讼，并且，为了让

行使管辖权国家的适当机关 (包括法院 )考虑豁免问

题，官员所属国可以将其官员享有豁免权一事仅通

知外国政府，不一定通知法院。但是，考虑到上文

第23段讨论的情形，官员所属国必须说明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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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人豁免的标准。官

员的地位、职务及其对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问题，

以及个人是否以公务身份行事的问题，属于官员所

属国的内部权限。65 为此，管辖权行事国不得无视对

官员属人豁免的援引，即便该官员并非“三要人” 的

一员。但是，如同在将官员行为描述为公务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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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放弃豁免 66

32. 委员会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

评注中指出，如一国同意另一国对其行使管辖，则不

适用国家豁免。67 没有这种同意是豁免的一个要素。68 
一国同意另一国对其行使管辖是放弃豁免的实质所

在。这似乎也完全适用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69 秘书处的备忘录指出，“放弃豁免的根本理由，

如同豁免一样，是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和平等者之间

无统治权的原则”。70

65 正如委员会委员哈穆德先生在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上

指出的那样：“官员的地位是由享有豁免权的国家根据其国内

法决定的事项，而不是由管辖权行使国的主管部门裁定的事

项”，《2008年……年鉴》，第一卷，第2985次会议，第37段。
66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46至第269段。
67 “如一国同意另一国法院行使管辖，则……管辖豁免不

能适用，一国……没有义务按照其权限规则避免对已同意其行

使管辖的另一国行使管辖。避免使另一国服从其管辖的义务

并非绝对义务。很明显，这项义务的条件是，谋求行使的管辖

权所针对的国家没有同意或未表示同意” (条款草案第7条的

评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 (及其评注 )，《199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8页，评注第 (3)段 )。

68 同上。
69 关于国家元首的豁免，Watts写道：“如果存在豁免，

可以放弃豁免，并同意行使管辖权 ” (“The legal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Heads of State, Heads of Government and 
Foreign Minister”，第67页 )。

70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4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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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文第15段回顾了初步报告中提出的意

见，即豁免不属于官员个人，而属于官员所属的国

家。因此，只有国家才能从法律上对其官员援引豁免。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放弃豁免。人们普遍认为，不

论是属人豁免还是属事豁免，放弃国家官员豁免的

权力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官员。71 委员会早在编写

外交关系条款草案时就已对外交使团工作人员作出

这一结论，72 委员会随后在编写领事关系、特别使团

和国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的代表权条款草案时

71 见同上，第265段。如国际法院对 2000年4月11日逮捕

证案的裁决所述，“国家官员将停止享受外国管辖豁免，如果

其现在或曾经代表的国家决定放弃这项豁免” ( 《2002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25页，第61段 )。美利坚合众国在萨曼塔尔案的

利益陈述中表示 (上文脚注27)，“因为归根结底豁免属于国家，

外国可以放弃现任或前任官员的豁免，甚至是以官方身份采取

的行动”。美国政府提到 In re Doe案 (该案涉及对审判法庭向

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 · 马科斯及夫人发出传票提出的异议。

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860 F.2d 40)。该案的裁决指出，“由
于国家赋予领导权力及所有权力的象征—包括豁免—因

此国家可以收回赋予前任领袖的权力”。另见国际法学会2001
年的决议，第7条，第1款 ( “如果国家放弃其国家元首的利益，

国家元首可能不再享有不可侵犯权、司法豁免或国际法赋予

的执行措施的豁免。这种放弃或可明示或可默示，但前提是放

弃是肯定的。有关国家的国内法确定哪个机构有权表示这种

放弃。”) (“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第3页 )。关于放

弃豁免问题，学会在2009年关于在国际犯罪情形中的国家管

辖豁免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豁免的决议中认为，“如果指称

国家人员实施了国际罪行，国家就应考虑放弃豁免。” (第2条
第 (3)款 ) ( “Resolution on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and of persons who act o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case of interna-
tional crimes”，第227页 )。但是，显然这里设想的不仅是作为

豁免受益方的国家放弃这一豁免的权利，同时也是建议国家在

罪行发生的情况下如此行事。比如，另见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335页；布西尼 (上文脚注20)，
第474页；Dominicé,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immunité de 
juridiction pénale de l’ancien chef d’Etat” ( “豁免，其范围和限

制是由国际法所确定的。在有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放弃其自身

或其机构之一的豁免权”，第306页 )。在 An Introduction to In-
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中，Cryer等人称“豁免

的真正受益人是国家，而且可以放弃豁免的也是国家，无论声

称享有豁免者的愿望为何” (第534页 )。Shaw在审议外交代表

们放弃豁免的问题时指出：“在法耶德诉阿尔–塔吉尔案 [1987 
2 All ER 396]中，上诉法院提到一名大使在应诉辩护时似乎放

弃了豁免。Kerr正确指出根据国际法和英国法律，豁免属于派

遣国的权利，因此 ‘只有君王才能够放弃其外交代表们的豁免。

他们本人不得自行其事’” (上文脚注60，第771页 )。
72 见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条款草案

审议期间对放弃豁免进行的讨论，1957年5月27日 ( 《1957
年……年鉴》 [英 ]，第一卷，第405次会议，第111至第113页 )。
委员会一致通过第21条第1款，规定放弃豁免为国家行为。在

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中，这项规定载于第30条第1款：“外交

代表管辖豁免可由派遣国家放弃” ( 《1958年……年鉴》 [英 ]，
第二卷，第99页 )。

采用了这项结论。73 各国表示同意这项结论，并把相

关条款列入了根据这些条款草案通过的各项公约。74 
没有理由假定，这项结论不对所有国家官员适用。75

34. 关于哪个国家部门有权放弃官员的豁免，

应由国家本身在其内部组织框架内确定，并且似乎

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76 但是，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

属于“三要人” (当然是指在位者 )的国家官员的豁免

放弃。77

35. 国家元首以及在很多情况下的政府首脑是

最高国家官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被认

为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代表而无需出具其它证书。

在这方面，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们本人是否

能够放弃其享有的外国管辖豁免。

36.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假设性。滕克

斯指出，“实际上，在位国家元首放弃豁免的情况极

为罕见，因为国家元首往往掌握着是否放弃豁免的

权力”。78 在法律学说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关

73 委员会对领事关系条款草案第45条的评注具有典型意

义：“放弃豁免的能力是派遣国的专属权力，因为国家拥有这些

条款赋予的权利。领事官员本人没有这种能力” ( 《1961年……

年鉴》 [英 ]，第二卷，第118页，评注第 (1)段 )。
74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32条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 (第45条 )；《特别使团公约》 (第41条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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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条和

第61条 )。
75 在审查国家放弃国家元首豁免的合法性问题时，美国上

诉法院还采用了与外交豁免的类比：“相关的外交豁免原则支

持这一结论，即国家元首的豁免可通过君主放弃……显然，个

人是否享有外交豁免，完全由国家确定。的确，《维也纳 [外交

关系 ]公约》的这项规定仅对外交官适用，但是我们不认为这

一理由不应同样适用于国家元首。如果说国家有权放弃外交

豁免，但无权放弃国家元首的豁免，这将是奇怪的。” (载于 In 
re Grand Jury Proceedings, John Doe #700 (上文脚注28))。

76 学会2001年决议 (上文脚注71)第7条第1款第二项明确

指出，“通过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来确定哪个机关有权表示这种

放弃”。
77 “如果存在问题，那么问题首先涉及这个身处官僚机

构但又没有直属上级的个人，主要就是指外国国家元首” 
(Verhoeven (编 )，Droit international des immunités: contestation 
ou consolidation?，第114页 )。

78 Tunks, “Diplomats or defendants? Defining the future of 
Head-of-State immunity”，第673页，脚注123。在作者继而提

及拉丰唐诉阿里斯蒂德案，就这一理论提出了明确的说法：“这
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在阿里斯蒂德案中得到展现。海地事实政

府支持诉讼，并试图放弃阿里斯蒂德的豁免，但又无法放弃，

因为阿里斯蒂德代表着唯一为美国所承认的海地政府；因此，

只有阿里斯蒂德能够放弃自己的豁免”。在审议豪兰诉雷斯唐

纳案中的放弃豁免的假设能力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指出，“即
使国家元首豁免权适用于前国家元首，那么可通过米切尔博士

目前以格林纳达国家元首身份或通过米切尔博士任期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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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元首，Watts指出，“放弃国家元首的豁免……

因其为本国最高当权者而变得复杂”。79 他认为，鉴

于国家元首为国家最高权威，放弃豁免将是具有效

力的。80 但是，费尔赫芬认为，国家元首本人不能

放弃自己的豁免，因为国家元首要“捍卫其作为国家

元首专门为国家利益而履行的职能”。81 费尔赫芬表

示，放弃国家元首豁免的特权掌握在本国主管部门

手中。82 关于放弃其他官员豁免的问题，应通过本国

的国内法来确定哪个部门具有放弃豁免的权力。83

37. Watts显然是根据官员和国家机构的等级作

出推断，外交部长不能放弃本人的豁免，因为外交

部长职位不是国家机构中的最高职位，可以放弃外

交部长豁免的更高一级的官员或机构始终存在。如

果采用这一办法，政府首脑的情况就不明确；在一些

国家政府首脑为最高官员，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不是。

38. 考虑到所有三位官员都因其职位而被认为

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代表，审议这个问题或许有

用。如果除等级外还考虑到这个情况，就可以假设

一国如对这样一位官员行使刑事管辖，而且其本人

也同意放弃豁免，这个国家就有权推定这反映了这

位官员所代表的国家的意愿，至少在这个国家作出

相反表示之前是如此。

执政的任何政府随时放弃豁免” (此案涉及对包括格林纳达总

理基思 · 米切尔及夫人玛丽埃塔 · 米切尔在内的三名被告提起

民事诉讼；根据美国国务院提出的豁免主张和没有放弃豁免的

事实，法院承认这两人的豁免权，但不妨碍提出诉讼的可能性 )
(查尔斯 · C.豪兰诉埃里克 · E.雷斯唐纳等人案 , 美国联邦地区

法院，纽约东区，2007年12月5日，第07-CV-2332号 )。毫无

疑问，国家元首的豁免可以放弃。比如，见国际法学会2001年
决议 (第7条第1款 )即有此规定。此外，比如Yoram Dinstein
在学会2009年决议草案的审议中指出，“放弃豁免权的能力

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作为豁免受益方的个人。即使在豁免被贴

上 ‘属人豁免’ 标签时都是如此，因为从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

讲，豁免从来不具有个人属性。如果国家选择放弃这一 ‘属人

豁免’，有关个人 (不论其意愿如何 )都将接受其本人试图避免

的管辖权的行使”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rson and the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199页 )。

79 Watts (上文脚注69)，第67页。
80 同上，第68页。Watts分别研究了国家元首就其以公务

身份和个人身份行事放弃豁免的情况。他在两种情况中都认

为，可以由国家元首本人放弃豁免，但认为国家元首放弃豁免

的能力在其以个人身份行事方面更为明显。
81 国际法学会，“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第550
页，第 (x)点。

82 同上。
83 同上，第534页。另见学会2001年决议第7条第1款第

二项 (上文脚注71和76)。

39. 在考虑谁有权放弃官员豁免的问题时，必

须考虑这种放弃可以采取的形式。84 放弃官员豁免是

否必须明示，抑或默示放弃就已足够？或者，不论

明示还是默示，只要放弃是明确的，就应该认为是

充分的？

40. 委员会在拟订关于外交往来、领事关系、

特别使团、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以及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时审议了这一

问题。委员会在关于外交往来的条款草案中对这一

问题的处理对前四个方面的条款草案都具有确定意

义。委员会关于放弃外交人员豁免权的条款草案中

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放弃概须明示”。85 在对此项

规定的评注中，委员会指出，“应区别刑事诉讼和民

事诉讼。就前者而言，放弃必须明示。在民事诉讼中，

与行政诉讼一样，放弃可以明示或默示”。86 但各国

另有决定，它们认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2条
第2款中关于放弃豁免概须明示的规定对刑事和民事

管辖豁免都适用。87 有关放弃豁免权的类似措辞的规

定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45条第2款 )、《特别

使团公约》 (第41条第2款 )和《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

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第31条第

2款和第61条第2款 )中也可找到。88 应当指出的是，

放弃豁免必须明示的规定适用于享有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权的个人，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规定的

除外。而且，在所有情况下，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

在居住国是众所周知的。领事官员和只享有职能豁

免权的领馆雇员即属于这一类。

41. 国家法院做出的一些裁决认为，放弃国家

元首的豁免权必须明示。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列举

了此类裁决的例子，其中包括瑞士联邦法院在费迪

南德多和伊梅尔达 · 马科斯诉联邦警察局案、美国纽

84 “放弃国家官员豁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放弃可以

采取何种形式”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50段 )。
85 《1958年……年鉴》 [英 ]，第二卷，第99页，第30条，第

2款。
86 同上，第99页，对第30条的评注，第 (3)段。
87 一些与会代表团认为，只有明示放弃才是表明派遣国

放弃豁免真实意向的充分证据。由于豁免权主要是保护国

家 (而外交人员只是从中受益 )，因而不需要为确定放弃豁免

而区分刑事管辖和民事管辖。见《联合国外交往来和豁免会

议正式记录》 (1961年3月2日至4月14日，维也纳 )，第一卷 
(A/CONF.20/14)，第29次会议，第174页起。

88 但显然，这些公约都允许默示放弃民事管辖豁免。特别

是，上述所有条款都包含相同规定，即如果享有豁免权的官员

提起诉讼，则其不得就与主诉直接相关的反诉援引管辖豁免。

见下文脚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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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东区地区法院在拉丰唐诉阿里斯蒂德案和英国上

诉法院在艾哈迈德诉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案中所做

的裁决。89 

42. 明示放弃豁免 (即官员派遣国家明确同意由

另一国对该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 )的形式可以是派遣

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或发出通知，或该国与管辖权行使

国家订立国际协定。可以针对刑事诉讼所涉及的某

一具体官员或多名官员明示放弃豁免，也可以更为

笼统地明示放弃。这两种类型的明示放弃豁免在《联

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7条第1款中有

所规定。90 

43. 皮诺切特案涉及到了对前国家元首放弃豁

免权的形式问题。秘书处的备忘录对该案的这一方

面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并载有相关学术评注。91 特
别是，备忘录指出：

在皮诺切特(3号)案中，放弃问题围绕智利对《禁止酷刑公约》

的批准展开，七位大法官都在一定程度上谈到了放弃豁免问

题。一位大法官认为这是一种明示放弃的情况，其他六位认

为这甚至连默示放弃都算不上；但七位大法官中有五位认为，

归根结底，批准该文书表明智利同意其前国家元首接受管辖。92

正如萨维尔大法官所指出的：“有人说……，各国

放弃任何豁免都必须明示，至少不能含糊。对这一

普遍主张我没有异议。但在我看来，《禁止酷刑公约》

的条款明确而不含糊，因此符合任何这类要求”。93 

89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51段。
90 在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的评注中，

委员会除其他外阐述了其对随后纳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

辖豁免公约》第7条第1款的各项规定的态度 ( “似乎有好几种

可确认的方法表示或表明同意。……不应将同意视为当然，也

不应认为它必然是默示的。关于 ‘默示同意’ 的任何理论作为

本部分概述的国家豁免普遍原则的一种可能例外，都不应仅被

视作是例外，而是对原本有效和普遍接受的例外情况的一种附

加解释或正当理由。因此，对未以清楚和被认可的方式、包括

以第8条规定的方式表示同意的没有意愿的国家，不可认为其

已默示同意……。表示同意的简单和不容质疑的证据是，在纠

纷已产生后，由国家以书面形式专门向权力机构就一项具体诉

讼表示同意。……如果是以国家订立的条约中某一项规定的

形式表示同意，则其当然对同意国有约束力，有权援引条约规

定的缔约国可以明示这种同意。条约法认可明示同意接受管

辖的有效性以及条约中其他规定的适用性 )”( 《1991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9页，第7条草案，第1款，评注第

(8)至第 (10)段 )。委员会设想的第三种表示方法，即书面合同，

显然不适用于刑事管辖豁免的放弃。
91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58至第264段。
92 同上，第258段。
93 见皮诺切特3号案，《国际法律资料》，第38卷 (1999年 )，

第581页起，详见第643页。

戈夫大法官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公约》既没有明

示放弃豁免、也没有默示放弃豁免的规定。除其他外，

他指出： 

在我看来，很显然，根据国际法和在这一点上反映了国际法

的本国法律，国家以条约的形式放弃豁免权概须……明示。事

实上，如果不这样，就很可能引起国际混乱，因为一项条约

的不同缔约国的国内法院就放弃豁免是否是默示的问题会得

出不同的结论。94 

因此，从本质上讲，两位大法官似乎都认为，放弃

豁免权，至少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做出的放弃，必须

明示。95 

44. 法理文献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包含关于

放弃豁免的规定的一些国际协定与豁免不相容。这

些协定包括将某些行为定为刑事罪并规定对这种行

为行使普遍刑事管辖权的人权条约。96 因此，如果一

国同意接受此类协定的约束，则在其官员侵犯受该

协定保护的人权或施行被协定定为刑事罪的行为时，

该国事实上默示放弃这些官员的豁免权。97 初次报

告和第二次报告讨论了管辖权与豁免权之间的差异，

94 同上，第604页。
95 在审议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默示放弃国家豁免的问

题时，美国地区法院在无名氏等人诉以色列等案 (动议结讼，

400 F Supp. 2d 86, 95–96 (D.D.C. 2005); ILDC 318 (U.S. 2005))
中认为，“要依据这一规定做出默示放弃，需要外国君主 ‘曾在

某一时刻表示不反对诉讼’，并且在主观上有此意向”。
96 O’Keefe认为，默示放弃豁免原则“假定当国家缔结一项

国际协定，设立或承认某一国际罪行并规定惩罚该罪行的义务

时，从逻辑上讲，这与在被指控者是外国官员时维持其豁免权

的规定不相容。因此，必要的含义是，如果被指控的行为不符

合协定，则这些国家选择事先放弃其对这些行为推定享有的

所有国家豁免权。简而言之，就可能的公务行为建立普遍的强

制性刑事管辖，这意味着事先同意由外国法院行使该管辖权，

而不考虑国家豁免原则。”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crimes”，第513页 )。该作者根据其

对《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第2条 (a)款的理解支持这一理论，除

其他外，他指出该条款“至少有可能支持基于不相容的国际协

定而默示放弃的观点” (同上，第517页 )。但他也认为，不能

由协定推断出存在默示放弃，除非各缔约方毫不含糊地明确

表示有意向同意外国法院就协定规定为刑事犯罪的行为行使

刑事管辖权。他认为，行使管辖权的义务的存在 (包括根据引

渡或起诉原则行使管辖权 )即构成了这种意向的证据。Koivu
指出，为了确定存在默示放弃，国际协定必须“与豁免的适用

规定明鲜抵触” (“Head-of-State immunity v.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第318页 )。

97 尽管同意接受此类协定的约束通常不被视作是放弃

豁免，而只是在可能放弃豁免的同时存在的一种豁免例外或

豁 免 缺 失。 例 如 见Bradley和Goldsmith,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 individual officials, and human rights litigation”。第二

次报告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
一部分 )，A/CN.4/631号文件，第63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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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体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强制性的禁止各种行

为并将其定为刑事罪的人权规范和准则与豁免权的

程序性之间的差异。98 第二次报告认为，普遍管辖权

和此类准则都不排除豁免。99 这些意见也适用于本案。

出于类似原因，一国同意接受这种国际协定的约束，

并不意味着同意对其官员行使外国刑事管辖权，即

放弃其豁免权。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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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正如费尔赫芬在谈到有关国

际法范畴内的罪行的协定时所指出的：“但无法看出

签署国有默示但确定的放弃豁免的意愿”。100 

45. 在对 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的判决中，

国际法院就各国订立一项将某些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并要求各国对这些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际条约

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放弃其官员的豁免权这一问题

表达了最明确的意见。法院说，在某种程度上：

管辖权并不意味着豁免缺失，而豁免缺失也不意味着管辖权。

因此，虽然关于防止和惩罚某些严重罪行的各种国际公约规

定各国有起诉或引渡的义务，从而要求他们扩大刑事管辖权，

但管辖权的这种扩大绝不影响习惯国际法规定的豁免，包括

外交部长的豁免。在外国法院，豁免仍是据以抗辨的理由，

即便这些法院是依据上述公约行使管辖权。101

这一意见似乎也完全适用于人权条约与放弃豁免之

间的关系。

98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号
文件，第64至第70段；《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31号文件，第64至第77段。

9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31号
文件，第64和第77段。

100 Droit international...(上文脚注77)，第123页。该作者还

指出：“这些公约 (种族灭绝、酷刑等公约 )中没有明确撤销此

类情况的条款，无论在草拟过程中还是在其他情况下，都不能

认为这曾经是已经谈判达成公约或者已经成为公约缔约国的

国家的默示意向” (同上，第125页 )。
101 《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至第25页。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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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指出，“《禁止酷刑公约》未提到国家豁免问题。这种未提及可

能是一种假设，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没有关于国家豁免的

具体规定时，对《禁止酷刑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应遵从有关这

一问题的现有国际法规则。正如国际法院明确指出的，普遍管

辖权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豁免丧失”(“Jus Cogens and State 
Immunity”，第144至第145页 )。比利时最高法院在审议对阿

里埃勒 · 沙龙的战争罪指控的豁免问题时指出，“1949年8月
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

书都不包含任何阻止被告在比利法院援用管辖豁免的规定” 
( 《国际法律资料》 (上文脚注43)，第600页 )。

46. 总之，秘书处的备忘录指出“大家普遍不愿

意接受以认可一项协定为依据的默示放弃”。102 

47. 国际法学会的决议未在明示或默示放弃豁

免之间作选择，而是强调放弃豁免的明确性和不模

糊性。关于放弃对国家元首的豁免权，决议第7条
规定：“这类放弃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只要是确

定的即可。” 103 正如费尔赫芬在其报告中就这一点所

指出的：“无论如何，此处重要的是：国家的意愿乃

是确定的。” 104 作为一国毫不模糊地表达其意愿的例

子—意愿倘非明确表达，则可能被视为默示的豁

免放弃—作者援引了一国政府审判前国家元首的

情况。105 

48. 但是，这样就很明显吗？例如，一国可以

审判其前国家元首 (或其他官员 )，该国甚至可以要

求将他从另一国引渡过来。106 这类要求明显意味着

放弃了该人员在外国采取引渡他的程序行动时所享

有的豁免权。但同时，该国可继续要求让其前国家元

首在一外国以对该名国家元首提起刑事诉讼或为将

其引渡到第三国之目的而采取行动时享有豁免权。107 
总之，一国起诉其前官员的愿望似乎并不意味该国

已停止认为有关行动是以公务身份采取的，也不等

同于同意外国可对该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即放弃

102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59段。
103 “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上文脚注34)，第
689页。

104 同上，第534页。
105 同上。
106 因此，几年来秘鲁一直试图引渡前独裁者阿尔贝托 · 藤

森，开始是从日本 (未获成功，因为他具有日本国籍 )，然后是

从智利。在秘鲁领导人的要求下，藤森到达智利后立即被逮捕，

之后不久于2007年被引渡到秘鲁，遭到刑事起诉。从这个案

例的叙述中可以确定，在决定是否逮捕他和考虑引渡要求时，

没有出现藤森是否享有豁免的问题。例如，见Haas, “Fujimori 
extraditable!: Chilean Supreme Court sets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107 在拉丰唐诉阿里斯蒂德案中，美国巡回法院驳回了如下

说法，即在海地发出的对让 -贝特朗 · 阿里斯蒂德的逮捕证可

被认作是放弃了对国家元首的豁免权。此外还指出，在海地驻

美国大使的信中没有放弃豁免权。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阿

里斯蒂德享有豁免权，这对法院在这个案件中的判决具有决定

性作用。由此可见，美国不承认海地政府，因为美国仍然承认

当时流亡在外的阿里斯蒂德为唯一合法的国家元首 (美国地区

法院，纽约东区，1994年1月27日，《国际法律汇编》，第103卷，

第58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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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权。更可能的是恰恰相反：该国不想让其前任官

员在国外受到起诉，而想自行将他绳之以法。108

49. 也许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一国要求某

外国针对其某一在任高级官员—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或外交部长—采取某些刑事诉讼措施。这种

要求当然可假设为放弃该名人员在有关措施方面的

豁免权。但是，这类情况似乎仅属假设性质。

50. 在关于外交关系、领事关系、特别使团、

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和关于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公约中有类似的规定，即

享有豁免的主体提起诉讼时，不得就与主诉直接相

关的任何反诉援引管辖豁免权。109 很明显，这里涉

及的是民事管辖权。但是，在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

法中存在着对受害人以各种形式主动参与刑事诉讼

的规定。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这是放弃了某一官员 (若
他是某一刑事案件中的受害方 )在对其采取的刑事诉

讼措施方面所享有的豁免权，包括就案件被告方采

取的反措施采取的措施方面所享有的豁免权？

51. 一般情况下，将在受害方启动或参与一刑

事案件的情况中，与涉及民事管辖的豁免情况作类比

似乎不十分恰当。在以司法调查或国家起诉的方式进

行的刑事审判中，不管受害方或有关国家当局是否

参与，都将采取诉讼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

豁免权属于官员所属国，而该官员仅仅是豁免权的

受益者。利益得到豁免保护的该国不能因其官员的

行动而被认为放弃了豁免。110 

52. 同时有这样的情况，某一官员在刑事案件

的审判阶段以唯一检察官的身份行事，在没有任何国

家检察官参与的情况下享有检察机关的所有诉讼权

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导致放

108 一国在对其前任元首提起刑事诉讼可同时表明该国同

意某一外国对该人员行使管辖权 (例如，见玻利维亚前总统贡

萨洛 · 桑切斯 · 德洛萨达的案例 )。在玻利维亚对他提出刑事

指控的同时，玻利维亚政府在美国考虑对他提起民事诉讼方面

放弃了一切剩余豁免权 (马马尼等人诉何塞·卡洛斯·桑切斯·贝
尔赞和贡萨洛 ·达尼埃尔 ·桑切斯 ·德洛萨达案，美国地区法院，

佛罗里达南区，迈阿密分庭，2009年11月9日 )。这仅仅确认，

把启动刑事起诉的企图等同于默示放弃豁免的做法可能是不

合法的。
109 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2条第3款、《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第45条第3款、《特别使团公约》第41条第3款、

《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第31
条第3款，以及《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8条。

110 同样，尽管当出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启动

一刑事诉讼案的假设情况时，局面会更不明晰。

弃在与推定犯罪有关的反指控方面的豁免权？在所

谓的私诉案件中就可能出现这类情况，在若干国家

的立法中对数目有限的犯罪行为 (通常是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犯罪行为，如造成轻微伤等 )有着关于这方面

的规定。111 在私诉中没有国家检察官，受害方 112 行
使通常由国家检察官享有的所有权利，因此受害方实

际上与被告争执，由法院作为该争端的仲裁方。为

此，在这类审判中允许反诉。113 换言之，就其程序

方面来说，这类案件与民事法律案件非常接近。当然，

基于管辖国刑事诉讼法的细微差别，其接近程度的

高低，114 在涉及“私诉” 案件的放弃豁免权情况中事实

上起着决定作用。

53. 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国际法

院在审议法国就吉布提共和国检察官和国家安全局

负责人采取的行动问题时，得出如下结论：法国没有

违反这些官员可能享有的职能豁免，因为吉布提不

曾援引这类豁免。与此同时，法院不曾指出吉布提

没有援引豁免权就是放弃了豁免权。但是，似乎有

理由问一下：一国不为某一官员援引豁免权的做法是

否可以认作是默示的放弃豁免权？ 115 

54. 上文提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涉及“三要人”

时，援引豁免权的责任在于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

当涉及享有职能豁免权的官员，或不属于“三要人”

但享有属人豁免权的官员时，该责任就在于官员所属

的国家。116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在针对其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行使外国刑事管辖权时，

如果官员所属国不援引豁免权，这并不意味该国同

意对其人员行使外国刑事管辖权，因此也并不意味

放弃豁免权。依同样的逻辑推论，在针对享有职能

111 例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43和第318条；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4至第394条；《乌克兰刑事诉讼法》第

27条；以及《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71条。有些规则规定，涉

及某种形式犯罪行为的刑事案件只能以私诉的形式提起—

政府检察官无这种权利，即政府在刑事起诉中不具有管辖权或

从根本上说没有法律利益。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20
条，第2款 (其中包括造成轻微伤害、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击

打、诽谤或者污蔑和侮辱 )。
112 例如，见《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71条，第5款和《俄罗

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2款。
113 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88条。
114 在某些国家，私诉可有多种形式，有时还可采取混合形

式。例如，德国有“协作性私诉” (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95至
第402条 )，其中国家检察机关在审判中发挥主要作用，而私诉

则起到辅助作用。
115 另见布西尼 (上文脚注20)，第474页。
116 见上文第18至第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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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权或属人豁免权但不属于“三要人” 的官员行使

外国刑事管辖权的案件中，可以作如下假设：官员所

属国家不援引豁免权的做法可被认作该国同意管辖

权的行使，因而也放弃了豁免权。117 同时，不能妨

碍管辖权行使国本身不就外国的在任或前任官员采

取行使行动，并承认其享有豁免权。

55. 因此，关于国家官员放弃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的形式问题，一般性结论大致如下：在适用于在任

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时，放弃豁免应作

明示说明。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假设出现了这类官员所

属国要求外国对该官员采取某些刑事诉讼措施的情

况。这类要求毫无疑问意味着放弃了对这类措施的

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是默示的。在适用于“三
要人” 以外但享有属人豁免的在位官员、享有职能豁

免的其他在位官员和同样享有职能豁免权的所有前

任官员时，放弃豁免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

在这种情况下，默示放弃具体表现为官员所属国不

援引豁免权。

D. 官员所属国放弃豁免后能否援引豁免 118

56. 一国如果明示放弃豁免，即同意另一国对

其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则在法律上似乎就不可能

117 然而，特别报告员不知道有任何法院判决、惯例、国

家意见或学说明确确认或有别于对这个问题的这类做法。上

文提及的美国国务院有关萨曼塔尔案 (见上文脚注27)的声明

中的规定表明，在援引豁免权失败和外国对某一原则上可能

享有豁免权的人员行使刑事管辖权之间存在联系。有不少法

院拒绝或根本不考虑豁免权的判决案例，其中 (前 )官员所属

国家未曾援引豁免权。这些例子包括19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

地方法院对逊卡克斯诉格拉马乔案 (886 F. Supp. 162)所作判

决，西班牙的一个类似案件，危地马拉种族灭绝罪案，西班牙

最高法院，2003年2月25日 ( 《国际法律资料》，第42卷，第

686页 )；以及比利时最高法院对H.S.A.诉S.A.等人 (上文脚注

43)。就美国特工人员被控在意大利劫持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

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而提起的刑事诉讼案中，美国政府

在意大利法院未曾援引豁免权 (见2009年11月4日米兰法院

第四刑事庭判决书，其中包括美国领事馆一些工作人员在内的

25名前中情局雇员被缺席判决。公诉人诉阿德勒等人案。初

审判决，第12428/09号，意大利，米兰法院，第四刑事庭，编入

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Courts, ILDC 
1492 (IT2010))。美国领馆的一名雇员甚至因未在这个案件中

援引领事豁免权而起诉了美国政府，要求援引这类豁免权 (见
萨布里纳 · 德索萨诉国务院及其他人等案，案件编号：09-cv-
896 (RMU)，投诉人和被告的驳回动议 )。但是，不能肯定地说，

在这些案件中，官员所属国家未能援引豁免权就是豁免权被拒

绝的原因。
118 这是上文 (上文第11至第13段 )开始的对援引豁免时机

问题的审议的延续。

援引豁免。尤其是这样做不符合诚信原则。119 同时，

明示放弃豁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只影响有关某些措

施的豁免。例如，一国可以放弃其外交部长前往听

证会作证的豁免。似乎这一放弃豁免不能视为在出

现传唤他作证的国家后来打算对他进行刑事起诉的

情况下放弃他的豁免。120 

57. 如前所述，对不属于“三要人” 之一的某人

不援引豁免时，可能会发生默示放弃豁免的情况 (当
然，一项谅解是，该官员所属国知道外国在对此人行

使刑事管辖权，但没有援引豁免 )。121 特别报告员不

能肯定的是，在出现此类默示放弃豁免的情况下，在

刑事审判后期是否也不能援引豁免。122 一方面，如

前所述，123 豁免问题应在这一程序的早期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在一种情况下，例如，官员所属国在预

审阶段没有援引此人的豁免，从而可被视作已放弃

对在该阶段所采取的措施的豁免，当案件进入审判

阶段时，该国决定援引豁免是否非法？似乎在此种

情况下，援引豁免仍然是可能的。然而，行使管辖

权的国家在援引豁免前对该官员已经采取的诉讼行

动，不能被视为非法，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

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并不需要考虑自行豁免的问

题，援引该官员的豁免的责任得由其所属国承担。124 
与此同时，对此种办法是否适用于下列情况也有怀

疑：在初审法院没有援引豁免，但在上诉阶段官员所

属国决定援引豁免。125

119 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外交往来与豁免的条款草案第30
条的评注中说，在一定程度上，“不言而喻，不论在何法院，有

关诉讼程序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在初审法院明示

或默示放弃豁免，则不可在上诉时援引豁免。” ( 《1958年……

年鉴》 [英 ]，第二卷，第99页，评注第 (5)段 )。另见，例如，关

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第45条的评注：“一旦放弃豁免，不可

在诉讼的以后阶段 (例如上诉时 )要求豁免” ( 《1961年……年

鉴》 [英 ]，第二卷，第119页，评注第 (5)段 )。
120 秘书处的备忘录 (上文脚注4)第269段指出，一定程度

上，“关于放弃豁免的法律效力问题—包括不属于放弃范围

的所有剩余豁免—在明示豁免时，应该通过放弃本身的明确

术语来澄清这一问题。”
121 见上文第54段。
122 当然，此处所涉问题是，官员所属国知道某外国正在 (或

打算 )对其官员行使刑事管辖，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援引豁免。

正如布西尼所指出，“……尚不完全清楚的是，直至诉讼程序

中哪个时间点仍能提出豁免 [问题 ]” (上文脚注20，第474页 )。
123 见上文第11至第13段。
124 见上文第17段。
125 见上文脚注119引述的委员会在关于外交往来与豁免

的条款草案的评注中所表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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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官员的豁免与官员所属国的责任

58. 如果官员所属国放弃其豁免，这就为外国

对该官员充分行使刑事管辖权打开了通道。这也涉及

对该官员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动的管辖权问题 (即使

是放弃属事豁免，也不必同时说明推定的非法行动

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 )。如初次报告所述，将官员以

公务身份从事的行动归于国家，并不意味着不再将这

些行动归于该官员。126 外国对此人提起刑事诉讼唯

一的障碍是他享有豁免。放弃豁免即消除这一障碍。

与此同时，在一名官员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动方面，

放弃其豁免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为丧失了其公务性质。

按此，这一行为仍然不仅归于该官员，也归于他正

在或曾经服务的国家。这是双重归属。因此，放弃豁

126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第89段。然而，在这一理论中也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

点。例如，见Akande和Shah ( “ Immunities of State officials, in-
ternational crimes, and foreign domestic courts”，第826至第827
页 )对这一立场的描述：

“此类豁免构成 (或也许更确切地说，实际引起 )实质性保

护，因为它表明，鉴于有关行为实际上是国家的行为，官员个

人的法律责任将不予追究。此类行为仅可归罪于国家，属事豁

免是将有关责任转给国家的机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上诉分庭在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中对这一理由做了贴切的

阐述：

‘[国家 ]官员仅仅是国家的工具，其公务行为只能归于

国家。他们不能因代表国家的非私人行为受到制裁或惩罚。

换句话说，国家官员不能对不可归于其个人而应归于其所代

表的国家的不法行为承担后果：他们享有所谓的 ‘职能豁免’。
这是一项普遍公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可追溯至十八和十九

世纪，自产生起已经被重申多次’。”
[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 (对证人带同文件作证传票问题的反对 )，
IT-95-14-AR 108 (1997)，《国际法律汇编》，第110卷 (1997年 ) 
607，第707页，第38段 ]

另一方面，他们提及了另一做法：“但是，在彩虹勇士号案

(74 ILR (1986) 241)中，法国政府断言，一旦法国接受了国际

责任，其军官就不应在新西兰受审判。新西兰不接受这一说

法。” (同上，第826页，脚注51)。在这方面，另见Rosanne Van 
Alebeek (上文脚注61)。将一名官员的公务行为完全归于国家

的可能性是在国际法院审议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

提诉法国 )期间吉布提提出的论据之一：“吉布提向法院提出

的要求是，确认对于享有另一国机构地位的个人以该身份实施

的公务行为，即履行其职能的行为，一国不得认为该名个人需

对该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上，国际法应该把这样的行为归

于该机构代表其行事的国家，而不是归于作为该机构行事的个

人” (2008年1月22日，口诉程序，CR 2008/3，第23段 )。

在国际法学会2009年的决议中，有一条关于一名官员豁

免缺失与行动可能归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不妨碍” 条款，

尽管学会成员对这一问题也有一些评注 ( “上述规定应不妨碍：

(a) 上述段落中所述人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责任；(b) 将任何此

类人的构成国际罪行的行为归于一个国家”，学会决议，第三

条，第3款 )。

免不仅为确立该官员的刑事责任创造了条件，而且如

果有关行动违反该官员所属国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

义务，也不会对根据国际法追究该国的责任形成障

碍。127 因此，尽管该官员所属国放弃了该官员的豁免，

但并不能免除该国根据国际法对此官员以公务身份

从事的行动所承担的责任。128 

127 国际法院法官肯尼斯 · 基思将国家责任与官员责任之

间的关系叙述如下：“即使国家不能实施国际罪行，它们可能

会……被要求接受与个人同样的义务，这些义务无需是刑事

性质的；这就是说，义务可能是双重性的，对国家和个人均

具 约 束 力。” (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criminal 
justice”，第896页 )。他还进一步写道：“许多法律和实践表明，

主体 (例如雇主、国家 )和代理人 (例如雇员、官员 )的 (刑事

或民事 )责任通常是双重的。” (同上，第900页 )。在关于《防

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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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际法院提到了个人和国家的双重责

任：“责任的双重性仍是国际法的一个不变特点” (判决，《2007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16页，第173段 )。Nollkaemper注意道：
“国家责任既不取决于个人的法律责任也不意味着个人的法律

责任” (“Concurrence betwee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iniInternational law”，第616页 )。他还进一步写

道：“如果责任已归于个人，就没有将责任归于国家的空间，但

这种说法在国家实践中没有依据。……对被视为利比亚的代

理人的对洛克比空难负有责任的个人的起诉和定罪，并未排除

联合王国和美国后来对利比亚提出的索赔要求。……前南问

题国际法庭和国家法院责成南斯拉夫的代理人对在1991年至

1995年武装冲突期间的行为承担责任，并未排除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在国际法院提出的索偿要求。在所有这

些案件中，被索偿的国家均未辩称，这些案件不可归于国家，

因为它们已被归于代理人个人……谈到个人责任，并不一定意

味着国家可化整为零，可将责任转给某国家机关而推卸自身

的责任—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并存” (同上，第619至第621
页 )。但是，值得牢记的是，某官员没有豁免并不预先确定此人

本身负有责任或国家有责任 (关于后者，该官员享有豁免权的

保护其实并没有意义；见下文第60段 ) ( “我们应该牢记的是，

作为实体法事项，不予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等同于存在责任” 
(Tomonori，上文脚注60，第266页 ))。

128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 《200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76段 )中没有说

明国家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诸如对直接实施各种行为

的人的起诉情况等情形。除其他情况外，对个人进行的国家程

序可大大有助于对该国的起诉。正如van der Wilt所说的那样

(“The issue of functional immunity of former Heads of State”，第
105页 )，“人们可以推断，对行为人个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取

得的证据可以用作评估国家责任的弹药，国际法院最近的判决

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提及国际法院在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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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未要求提供进一步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接受了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克尔斯蒂奇案中所确立的实施

灭绝种族罪的情形。见《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66页，第

296段 )。另一方面，Nollkaemper写道：“最终，与洛克比爆炸

案有关的个人责任的结论支持后来关于国家责任的主张。另

一方面，如果设在荷兰的苏格兰法庭认定，被起诉的人与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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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虽然放弃一名官员对其以公务身份采取的

行动的豁免权，并不能免除该官员所属国根据国际法

承担的责任，但根据官员受指控的国际不法行为属于

以公务身份实施的这一事实来援引该官员的豁免权，

则确立了这种责任的依据。在审议刑事事项互助的若

干问题案中吉布提官员的属事豁免 (或无属事豁免 )
权的问题时，国际法院指出，“如果一国通知外国法

院说，由于豁免的原因，针对其国家机关的司法程

序不能继续进行，该国即承担了对该机关实施的相

关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129 在该案范围内，这意味

着如果吉布提共和国已通知法国法院 (或法国其他主

管机关 )，表示其官员的行为是其自身的 (公务 )行为，

且这些人是以公务身份 (作为吉布提的机构或类似单

位 )行事，并在此基础上援引这些官员的豁免权，吉

布提就对这些国际不法行为承担了责任。

60. 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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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未

承认其对该行为负有责任。将一行为归于一国绝对

是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法所规定的责任基础，但

仍不是承认这一责任。众所周知，国家责任的另一

个必要因素是归于国家的行为应是违反其国际法规

案根本没什么关系，认为利比亚应承担国家责任的事实基础就

站不住脚。很难设想的是，如果负责确定个人责任的法庭忽略

了个人参与的证据，负责确定国家责任的法庭在后来的诉讼中

将如何查找这些证据” (前注，第628页 )。与此同时，他还说：“如
果一个法院或法庭认定不存在个人责任的事实基础，这并不排

除对国家责任的认定” (同上，第630页 )。
129 判决，《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4页，第196段。

定的义务的行为。130 在这方面应该牢记，在刑事诉

讼中，一个国家通常在法庭尚未证明其官员的行为的

不法性的时候援引该官员的豁免权，且援引豁免本身

并不意味着该国同意援引豁免的行为是国际不法行

为。同时，承认该官员被控的行为是国家本身的行为，

即国家将该行为归于自己，当然是它可能承担责任

的重要一步。无论如何，这为有权对这个国家提起

国际法律诉讼的行为体提供了这样做的依据。131 值
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官员的所属国如

果希望援引该官员的豁免权，则必须承认该官员的

行为属于公务、属于国家的行为这一点，为该国提

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国家在指出其官员的行动属

于公务性质且享有豁免权时，是为该官员进行辩护，

但却为自己对此人的行为负有潜在的责任设立了重

要的前提。然而，该国如果不援引该官员的豁免权，

就会使此人可能在外国受到刑事起诉，从而造成其

内政可能受到一个外国有时是会很严重的干涉。

130 见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条草

案，“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一国国际不法行为在下列情况

下发生：(a) 由行为或不行为构成的行为依国际法归于该国；

并且 (b) 该行为构成对该国国际义务的违背” ( 《2001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第76段 )。
131 在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雅各布松女士在发言中提

出一个问题，即在某一案中援引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

国家，在其后未能对该官员进行刑事起诉时，可能为此承担责

任的可能性 ( 《2008年……年鉴》，第一卷，第2985次会议，第6
段 )。这种责任似乎只有在该国具有类似以下国际法规定的义

务时才产生：放弃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或者在援引

豁免权的情况下自行对其官员提起刑事起诉。特别报告员明

白，并无证据显示在一般国际法中存在这种义务。委员会如果

愿意，当然可考虑在这方面发展国际法。

第三章

总结

61. 本报告的内容可总结如下：

(a) 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原

则上必须在法庭程序的初始阶段或甚至在预审阶段

的更早时候考虑，即在管辖权行使国就针对该官员

采取豁免所排除的刑事诉讼措施的问题做出决定的 
时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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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涉及在就采取豁免所排除的措施的

问题做出决定时，要在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预审阶段

考虑豁免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涉及享有属事豁免

权的官员所属国不援引其豁免权或在诉讼程序稍后

阶段援引豁免权的情况。

(c) 只有由官员所属国而不是由官员本人援引

豁免权或声明豁免，才构成合法的援引豁免或声明

豁免，即它们具有法律效果。

(d) 为了能够援引官员的豁免权，官员所属国

必须知道正对此人采取或计划采取相应的刑事诉讼

措施。因此，实施或计划这些措施的国家必须就此

事告知官员所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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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而

言，刑事管辖权行使国必须自行考虑相关人员的豁

免权问题，并根据国际法确定其关于进一步行动的

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恰当的做法或许是只询问官

员所属国是否放弃豁免。因此，官员所属国在这种

情况下不承担向刑事管辖权行使国当局提出豁免问

题的责任。

(f) 如果官员享有职能豁免，援引豁免的责任由

官员所属国承担。官员所属国如果希望通过援引豁

免而使其官员免于外国刑事起诉，就必须告知管辖

权行使国如下：有关人员为其官员并享有豁免权，因

为他是以公务身份实施他被指控的行为。如果不这

样做，管辖权行使国就没有义务自行考虑豁免问题，

因此可继续展开刑事起诉。

(g) 如果官员享有属人豁免但不属于“三要人”，
援引豁免的责任由官员所属国承担。官员所属国如

果希望通过援引豁免而使该官员免于外国刑事起诉，

就必须告知管辖权行使国如下：有关人员为其官员并

享有属人豁免权，因为他除参与国际关系外还位居

高职，需要履行对确保该国主权至关重要的职能。

(h) 无论官员职位高低，其所属国都没有义务

为外国法院考虑豁免问题而将官员享有豁免的情况

告知外国法院。官员所属国可通过外交途径援引豁

免权，从而告知管辖权行使国。这足以使该国法院

有义务考虑豁免问题。一国没有义务直接与一外国

法院交涉，其依据是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平等。

(i) 援引其官员豁免权的国家没有义务提供上文

第 (f)和 (g)段所提依据之外的豁免依据。管辖权行使

国 (包括其法院 )似乎没有义务“盲目接受任何” 由官

员所属国就豁免提出的要求。然而，一个外国不得

无视这种要求，除非案情明显有其他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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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官员

所属国的特权，而不是管辖权行使国的特权。

(j) 放弃官员豁免权的权利属于其所属国，而不

是官员自己。

(k) 如果一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

放弃自己的豁免权，对该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

家有权假定这是官员所属国的愿望，至少在该国另

有通知之前如此。

(l) 在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放弃豁

免权必须是明示的。这类官员的所属国请外国对官员

采取某种刑事诉讼措施的假设情况，可能构成一种例

外。这种请求明显意味着放弃对这些措施的豁免权，

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是默示的。

(m) 对于“三要人” 以外享有属人豁免的官员、

享有职能豁免的官员以及也享有职务豁免的前官员，

放弃豁免可以是明示的或默示的。默示豁免在此可

以以官员所属国没有援引豁免等方式表示之。

(n) 似乎在明示放弃豁免后，在法律上就不可

能援引豁免。同时，明示放弃豁免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只涉及对特定措施的豁免。

(o) 如果最初因末援引官员的职能豁免或“三要

人” 以外的官员的属人豁免而默示放弃豁免，似乎可

在刑事诉讼程序的稍后阶段 (如案件提交法院时 )援
引豁免。同时，对于没有在初审法院援引豁免的国家

可否在上诉程序阶段援引这种豁免尚有疑问。无论

如何，管辖权行使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援引豁免时

已经对该官员采取的程序措施，可能不被视为非法。

(p) 官员所属国放弃该官员的豁免，使针对他

的外国刑事管辖权得以充分行使。这事关针对官员

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的管辖权等事项。

(q) 官员所属国无论是否放弃该官员的豁免，

都不能免除对此人以公务身份实施的行为的国际法

律责任。

(r) 一国如果因认为其被指控的官员的行为属

公务性质而援引豁免权，即承认该行为构成该国本身

的行为。这确立了该国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及有权对其

提起国际法律诉讼的行为体提起诉讼的先决条件。132

132 特别报告员感谢S. S. Sarenkova女士和M. V. Musikhin
先生为编写本报告所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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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委员会的意外空缺 
( 《章程》第11条 )

[议程项目14]

A/CN.4/635和Add.2号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原文：英文 ] 
[2010年12月28日和2011年4月1日 ]

1. 由于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葡萄牙 )逝世以及2011年3月25日巴约 · 奥霍先生 (尼日利亚 )辞任委

员会委员，国际法委员会出现两个委员空缺。

2. 这种情况适用委员会《章程》第11条。该条规定如下：

委员会委员临时出缺时，应由委员会适当遵照本《章程》第2和第8条的各项规定自行补足空缺。

第2条全文如下：

1. 委员会由三十四名委员组成，各委员应为公认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

2. 委员会委员不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家的国民。

3. 如候选人具有双重国籍，则候选人应视为其通常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家的国民。

第8条全文如下：

选举人进行选举时应铭记：凡当选委员会委员的人士，本人必须具备必要的资格，而委员会全体则应确实代表世界各

主要文明形式和各主要法系。

3. 有待委员会补选的两名委员任期将于2011年年底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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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15]

A/CN.4/641号文件

迈克尔 · 伍德爵士编写的工作文件

[原文：英文 ] 
[2011年3月30日 ]

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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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号，第95页。

《维也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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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卷，第7312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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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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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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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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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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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006年12月20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716卷，

第48088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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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导言

1. 按照2009年第六十一届会议的决定，1 委员

会在2010年7月29日的全体会议上，在“其他事项”

之下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2 辩论 3 
以秘书处题为“解决争端条款” 的说明为出发点，4 广
泛支持委员会在2011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上继续审议

该问题，并对未来工作可能涵盖的一些领域提出了

建议 (见下文第一章 )。委员会决定在第六十三届会

1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238段。
2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00页，第

388段。
3 委员会的15名委员参加了2010年7月29日举行的这场

辩论 (同上，第一卷，第3070次会议 )。
4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3号

文件。

议上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以便确定将来可以审议的

具体事项。

2. 本工作文件是应在上述辩论期间提出的一

项建议 5 而编写的，目的是帮助委员会在2011年第

六十三届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

3. 本文件第一章对委员会2010年第六十二届

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进行了概括，并列出了所提出

的各项具体提议。第二章回顾了联合国和其他机构、

包括区域组织所做的工作。第三章载有对未来工作

的初步建议。根据2011年第六十三届会议全体会议

辩论的结果，如果认为适当的话，可以将其中一项

或多项建议提交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审议。

5 见上文脚注3。

第一章

秘书处的说明和在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举行的辩论

4. 委员会对解决争端问题的审议，可被视为对

大会就国内和国际法治问题之审议所作贡献的一部

分。6 委员会在2010年第六十二届会议上进行的辩论，

是以秘书处应委员会要求编写的一份关于委员会在

处理解决争端条款方面的历史和以往惯例的说明 7作

为出发点的。这份说明受到广泛欢迎，其中载有三个

6 大会2009年12月16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问题的第

64/116号决议。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89至第393段。
7 秘书处的说明 (上文脚注4)。

实质性章节。第一章概述了委员会对与解决争端相关

的专题进行的研究。首先介绍了委员会在1950年代

进行的工作，其成果是通过了《仲裁程序示范规则》。8 
该章随后回顾了委员会过去曾经在1949年、9 1971至
1973年 10 和1996年 11 对国际法进行的三次审查，期

8 同上，第4至第8段。关于《规则》全文，见《1958年……

年鉴》 [英 ]，第二卷，第83页，第22段。
9 秘书处的说明 (上文脚注4)，第9段。
10 同上，第10至第12段。
11 同上，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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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考虑过是否对某些解决争端方面的问题进行审议。

委员会每一次都决定，不对解决争端专题进行审议。

如秘书处的说明 12 所述，1971年时，对委员会当时的

态度是这样描述的：

委员会在拟订规定实质性规则和原则的案文时，一般不

刻意确定这些规则和原则的实施方法，或确定在解决这些实

质性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方面的分歧时应遵循的程序，但有一

个例外。那就是当在这一程序被视为与实质性规则和原则密

不可分，或是其逻辑性的产物，或按委员会的话是成文法“一
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的时候。不然的话，解决争端问题以及整

个实施问题，一向被认为是大会或对草案采取行动的全权代

表编纂会议决定的问题。13

5. 秘书处在说明的第二章中叙述了委员会在将

解决争端条款列入其各种草案方面的惯例。该章审查

了委员会所通过的条款草案—如海洋法、外交法、

条约法、国际保护人员、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等

条款草案中的相关条款，14 并审议了另一些曾就是否

纳入解决争端条款进行实质性讨论，但最终未能将

之落实条款草案。15 该章为所提到的每一组条款草案

都提供了一份简短说明，描述了委员会在决定是否

列入解决争端条款时所考虑的因素。最后，该说明

以简单一章提供了关于大会近期在非委员会通过的

条款草案基础上缔结的公约中列入解决争端条款的

做法的资讯。16

6.  在委员会辩论期间，有人指出，和平解决争

端越来越重要。结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中

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和第三十三

条第一项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是《宪章》所建立

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的核心所在。它是1970
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

际法原则宣言》所规定的原则之一，17 1982年核可的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对该原则作

了进一步阐释。18

7. 有人表示，和平解决争端是《联合国宪章》

在国际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委员会在促进其实际

执行方面应该发挥并且确实发挥了作用。有人指出，

12 同上，第11段。
13 《1971年……年鉴》 [英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3页，

第144段 (这一例外涉及与条约适用的无效、终止和中止相关

的争端解决规定，这些规定载于条约法条款草案中 )。
14 秘书处的说明 (上文脚注4)，第15至第44段。
15 同上，第45至第66段。
16 同上，第67至第69段。
17 大会1970年10月24日第2625 (XXV)号决议，附件。
18 大会1982年11月15日第37/10号决议，附件。

导致委员会对于是否处理解决争端问题有所犹豫的

理由，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用。近年来，联合国各个

政治机构都强调解决争端、包括通过法院和法庭解

决争端的重要性。大会 (包括在近期的实践中 )，19 秘
书长，20 现在再加上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都相当明确。

特别值得回顾的是，2010年6月29日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声明中载有如下两段：

安理会致力于并积极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并再次呼吁会

员国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的规定，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安理会强调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在裁决国家间

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法院工作的价值，呼吁尚未根据法院

《规约》接受法院管辖的国家考虑接受其管辖。

安全理事会呼吁各国也采用其他解决争端的机制，包括

国际和区域法院和法庭，因为这些机制能使各国和平解决争

端，因而有助于防止或解决冲突。21

8. 关于将解决争端条款列入国际文书的问题，

有人提出，鼓励各国接受解决争端程序会受到广泛

欢迎，能对国际一级的法治作出贡献。由于关于解

决争端的具体条款可能需要根据文书的实质内容来

制定，所以如果在起草实质条款时也同时表明所认为

适当的解决争端方式，往往可能是明智之举。虽然诉

诸国际法院往往可能是适当的，但在某些专门领域，

有时候可能需要采取其他方法。

9. 很明显，委员会在审议草案中的解决争端条

款并且有时候将这种条款纳入草案方面，有着丰富的

实践经验。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对解决争端

问题的处理方式似乎有点杂乱无章。而且，在此之前，

它并未一般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10. 从秘书处的说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各国

在以委员会拟定的草案为基础通过文书时，常常不

采纳委员会关于解决争端的建议。不过，这并不意

味着委员会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决定 (即是否列入某一

特定条款 )毫无意义。委员会的建议很可能发挥了影

19 秘书处的说明 (上文脚注4)，第67至第79段。
20 秘书长在2010年4月12日的一封信中，向各国通告了

2010年联合国的条约活动，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撤销对它们

作为当事方多边条约中，对将有关条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提

交国际法院处理的管辖条款做出的保留。他还鼓励新加入这

类文书的国家接受其中的管辖条款。秘书长的看法是，这次条

约活动将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在2010年条约活动期间，按

照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向他交存承认国际法院强

制管辖的声明 (联合国，《2010年条约活动：实现普遍参与和

实施》 )。
21 S/PRST/2010/1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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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促使各国考虑这个问题，并引导它们得出最

后的解决办法。

11. 对该专题的审议可能对于现有的一些文书

而言也有现实意义。许多国家仍然不接受解决争端

条款，例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各自的任择议定书中的此类条款。它们维

持对其他条款的保留，而这往往是明文允许的。不过，

近年来有一种不作出这种保留或者予以撤销的趋势，

这是一个可予鼓励的动向。

12. 有人提出，随着当前在国际事务中对法治

的强调，可能可以推断，各国会赞成将有效的解决

争端条款纳入国际文书。从大会在《联合国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中纳入第27条，并在《保护所有

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中纳入详尽的解决争端条

款，都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13. 在具体例子中，纳入解决争端条款可能是

在一些棘手问题上达成的一揽子交易的必要部分。一

个经典例子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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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纳入有关强行法的这种条款。另一个例子是《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

14. 对于委员会就这些问题所作研究的具体成

果，辩论中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提议。

15. 一名委员提议，可在成果中写入下列内容：

(a) 已经产生了一份有用的文件，即秘书处的

说明。委员会乃至各国在审议是否把解决争端条款

纳入将来拟订的草案和文书时，可以用这份说明作

为参照；

(b) 举行这次辩论本身，就确认了是否把解决

争端条款纳入委员会拟订的草案以及各国通过的多

边和双边文书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c) 委员会或会记得，在《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的马尼拉宣言》第9段中，大会鼓励各国视情况在

将要缔结的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中列入有效规定，和

平解决因这些协定和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引起的争端； 

(d) 认识到解决争端的实际重要性，委员会或

可决定，至少原则上，在审议其议程上每一项目或

分项的一个适当阶段，讨论解决争端的问题；

(e) 委员会应确认其他联合国机构在和平解决

争端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例如，联合国《和平解决

国家争端手册》仍然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极有价值的入

门资料。也许可以鼓励秘书处寻找办法增订《手册》；

(f) 委员会可以邀请同它建立了关系的区域机

构提供关于它们在解决争端领域进行的任何工作的

资料。它们可以在前来委员会访问时提供这种资料，

也可以书面提供。欧洲委员会已经将部长理事会于

2007年根据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所做的工作通

过的两项建议通报委员会。解决争端可以成为委员

会与区域机构进行合作的上佳议题。

16. 在辩论中提出的其他提议包括：

(a) 进行实况调查和其他调查，特别是制定实

况调查团的工作程序和原则；22 

(b) 各国和国际组织要加强解决争端的程序，

其中国际组织的地位引起特别多的问题。国际组织

不能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所以要使仲裁更有效地

发挥作用；23 

(c) 拟订一份或多份解决争端标准示范条款，

以供在适当情况下列入在联合国或其他机构主持下

通过的公约，其中附有对条款草案的评注。委员会

的工作有时候最终导致缔结公约，有时候可能变成

导则、原则或研究报告，在这些情况下，这种条款

就具有相关意义。一套示范条款是否适合所有情况，

是委员会应当审查的问题；有人提议，可以拟定单一

套示范条款，再根据个别情况加以适当修改，但另

一些人对此表示怀疑；

(d) 要考虑除了司法和仲裁方法之外，采用其

他解决争端的方法，包括谈判、和解和调解；

(e) 拟订和解、斡旋、调解、实况调查和其他

调查的示范规则；

(f) 考虑如欧洲委员会所做的那样，拟订关于在

任择条款下作声明 (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

二项 )的示范条款； 

(g) 强调如在关于含水层的草案中那样预防争

端和列入合作条款的重要性；

22 A. Jachec-Neale, “Fact-finding”.
23 例如，见Boisson de Chazournes, Romano和Mackenz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
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关于欧洲联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

见Hoffmeister, “Litigating agains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Who responds under the ILC’s draft articles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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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委员会需要参照联合国、特别是大会在和

平解决争端方面所做的工作。本章的用意是提供一

个基础，以便确定委员会，除其他外，可在哪些方

面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18. 这类工作的例子包括：

(a) 仲裁程序示范规则；24 

24 见上文脚注8 ；大会1958年11月14日第1262 (XIII)号
决议；以及Watts,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49–1998, 

(b)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

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c)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d) 《联合国调解国家间争端示范规则》。25

vol. III，第1773至第1792页。
25 大会1995年12月11日第50/50号决议，附件。

第二章

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包括区域组织所做的工作

第三章

初步提议

19. 有人提议委员会委员们在2011年第六十三

届会议的辩论期间，讨论在解决争端这个宽泛领域

内，是否有哪些具体问题适宜作进一步审议。这些

问题可以是上面提到过的专题，也可以是在辩论中

提出的新专题。对于所提议的任何问题，应当尽力

尽可能准确地说明其范围和目的。

20.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专题的例子：

(a) 可能可以列入委员会拟定草案的解决争端

示范条款；

(b) 改进解决涉及到国际组织争端的程序；

(c) 由委员会对各类行为者 (国家、国际组织、

个人、公司等 )在不同解决争端机制中的申诉权利和

地位进行一项更为广泛的研究； 

(d) 各种国际性法院和法庭之间的管辖之争。

在这个专题下，可以探讨挑选法庭、国际法律程序

不成体系等问题；

(e) 在任择条款下作出声明，包括拟订可供列

入任择条款的示范条款。

21. 根据讨论结果，一名或多名成员或会愿

意提交一份 (或多份 )大纲，以供长期工作方案工作

组 (或许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 )审议。在辩论期间有

人提议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26 该问题可以留待以后

解决。

26 见上文脚注3。

(h) 建议所有新公约都列入解决争端条款，并

考虑是否可以修正现有的公约来列入这种条款；

(i) 探讨解决争端程序不成体系的问题；

(j) 审议为什么各国在某些领域 (例如贸易 )接
受解决争端程序，在另一些领域却不接受；

(k) 解决争端机构所作裁决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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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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过的议程，

见《2011年 …… 年 鉴 》， 
第二卷 (第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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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本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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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于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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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于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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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Corr.1] 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关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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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卢修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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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纳托利耶维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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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佩莱先生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七次

报告

同上。

A/CN.4/648 特别报告员兹齐斯拉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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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

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标题和案文

油印件。

A/CN.4/L.778 国际组织的责任：起草委员会于2011年二读通过的第1至
第67条草案的案文和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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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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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标 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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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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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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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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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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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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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3127次会议的临时简要记录 同上。最终案文见《2011年……

年鉴》，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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