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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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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

姓名 国籍

穆罕默德·贝洛·阿多克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里·穆赫辛·费塔伊斯·马里

先生

卡塔尔

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瑞士

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 阿根廷

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

生

莫桑比克

阿卜杜勒拉齐克·穆尔塔迪·苏

莱曼·古伊德尔先生

利比亚

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

南德斯女士

西班牙

马蒂亚斯·福尔托先生 法国

基里尔·格沃尔吉扬先生 俄罗斯联邦

胡安·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

莱多先生

墨西哥

侯赛因·哈苏纳先生 埃及

马哈茂德·哈穆德先生 约旦

黄惠康先生 中国

玛丽·雅各布松女士 瑞典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江萨·吉滴猜萨里先生 泰国

艾哈迈德·拉腊巴先生 阿尔及利亚

姓名 国籍

唐纳德·麦克雷先生 加拿大

村濑信也先生 日本

肖恩·墨菲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恩德·尼豪斯先生 哥斯达黎加

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 德国

朴基甲先生 大韩民国

克里斯·马伊纳·彼得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

埃内斯特·彼得里奇先生 斯洛文尼亚

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先生 巴西

纳林德尔·辛格先生 印度

帕维尔·斯图尔马先生 捷克共和国

迪雷·特拉迪先生 南非

爱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

先生

哥伦比亚

史蒂芬·瓦钱尼先生 * 牙买加

阿莫斯·瓦科先生 肯尼亚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

印度尼西亚

迈克尔·伍德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主席团成员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第一副主席：贝恩德·尼豪斯先生

第二副主席：侯赛因·哈苏纳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哈穆德先生

报告员：帕维尔·斯图尔马先生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帕特里夏·奥布赖恩女士代表秘书长出席了本届会议。法律事务厅

编纂司司长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问缺席时代表秘书长。法律事务厅编纂司

副司长乔治·科伦济斯先生担任委员会副秘书。

* 瓦钱尼先生以 2012 年 7 月 22 日致主席的信，从国际法委员会辞任，立即生效 (见下文第 3149 次会议，第 4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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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委员会在2012年5月7日第3128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议程：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驱逐外国人。

3. 或引渡或起诉义务。

4.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5.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6. 条约的临时适用。

7.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8. 条约随时间演变。

9. 最惠国条款。

10.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11. 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2.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3.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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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

亚非法协(AALCO)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东盟(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AUCIL)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公法顾委(CAHDI)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

国际法院(ICJ) 国际法院

红十字委员会(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IFRC) 红十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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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法法庭(ITLOS) 国际海洋法法庭

美洲组织(OAS) 美洲国家组织

经合组织(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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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

世贸组织(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国际法院汇编》 
(I.C.J. Reports) 

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该法院的所

有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都可以从其网站(www.icj-cij.org)上获取。

《国际法律汇编》(ILR) 《国际法律汇编》(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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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法法庭汇编》 
(ITLOS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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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 
(P.C.I.J., Series A)

常设国际法院 ,《判决汇编》(Collection of Judgments)(第1至24号：截

至1930年)

* 

*  *

本卷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系指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系指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

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 

*  *



ix

关于引文的说明

引文中，后接星号的楷体词句在原始文本中并非楷体或斜体。

除非另有说明，出自外文著作的引文均由秘书处翻译。

* 

*  *

国际法委员会的互联网地址是http://legal.un.org/ilc。





xi

本卷引用的案例

案件简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 咨询意见，《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03页。

艾哈迈杜·撒迪奥·迪亚洛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赔偿，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324页。

案情，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39页。

艾哈迈德·马哈迪亚诉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

共和国

欧洲联盟法院(大审判庭)，C-154/11号案件，2012年7月19日判决，Reports 
of Cases 2012，第491页。(发布在案件电子报告(法院报告–一般)中，

ECLI:EU:C:2012:491)。

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 ECHR 2001-XI，第35763/97号。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43页。

1995年9月13日临时协定的适用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2011年12月5日判决，《2011年国际法

院汇编》，第644页。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新申请：2002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2006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6页。

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阿亚什等人 检察官诉萨利姆·贾米尔·阿亚什等人，案件STL-11-01/I/PTJ，2011年6月10
日的起诉书(www.stl-tsl.org/en/the-cases/stl-11-01)。

上诉分庭， 关于适用法律的中间裁决： 恐怖主义、 共谋、 杀人、 作恶、

累加指控， 2011年2月16日，案件号STL-11-01/I。

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比利

时诉西班牙)

第二阶段，判决，《197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刑事事项互助的某些问题 (吉布提诉法国)，判决，《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科孚海峡 1949年4月9日判决，科孚海峡案：《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页。

库达克诉立陶宛[大审判庭] ECHR 2010，第15869/02号。

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在孟加拉湾海洋划界的

争端(孟加拉国 /缅甸)

第16号案例，2012年3月14日的判决，《2012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4页。

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判决，《200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3页。

欧洲共同体关于肉类和肉类产品的措施(激素)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报告(WT/DS26/AB/R，WT/DS48/AB/R)，1998年2月13日。

霍茹夫工厂 关于霍茹夫工厂(赔偿要求)的案件(案情)，第13号判决，1928年9月13日，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17号。

渔业案 1951年12月18日的判决：《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16页。

渔业管辖权 (西班牙诉加拿大)，法院的管辖权，判决，《199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32页。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冰岛)，案情，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5页。

(联合王国诉冰岛)，案情，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不义之财” “Biens mal acquis”，最高法院，刑事庭，2010年11月9日，案号09-88272(判决

未在《公报》中发布；可从www.legifrance.gouv.fr获取)。

琼斯和米切尔诉沙特阿拉伯 琼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米切尔等人诉达利等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

部，琼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上院，2006年6月14日，[2006]联合

王国上院，转载于《国际法律汇编》，第129(2007)卷，第713页。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2867号判决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关于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投诉的第2867号判决，咨询

意见，《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页。



xii

案件简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国家的管辖豁免 (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99页。

康克由(又名杜赫) 案号001/18-07-2007-ECCC/SC，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分庭， 上诉判决，

2012年2月3日(www.eccc.gov.kh)。

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

果

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36页。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

“荷花”号 第9号判决，1927年9月7日，《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10号。

洛萨诺诉意大利 上诉判决，第31171/2008号案件，ILDC 1085(IT 2008)，2008年7月24日，《牛

津国内法院国际法报告》(www.oxfordlawreports.com)。

马菲齐尼 埃米利奥·阿古斯丁·马菲齐尼诉西班牙王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

件号ARB/97/7，法庭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裁决，2000年1月25日，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vol. 16, No. 1 (2001)，第1页；

该决定的文本也可以从 https://icsid.worldbank.org和《国际法律汇编》，第

124(2003)卷，第1页获取。

黑海的海上划界 (罗马尼亚诉乌克兰)，判决，《200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1页。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

事活动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4页。

北海大陆架 判决，《196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诺特博姆 诺特博姆案(第二阶段)，判决，1955年4月6日：《1955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4页。

皮诺切特 女王诉博街都市受薪裁判官，皮诺切特·乌加尔特单方诉讼(第三号案)，联

合王国，上院，1999年3月24日，[1999]联合王国上院，《国际法律汇编》，

第119(2002)卷，第135页。

检察官诉安托·富伦基亚 案件号 IT-95-17/1-T，审判分庭，1998年12月10日判决。

检察官诉查尔斯·甘凯·泰勒 案件号SCSL-03-01，2012年4月26日判决。该案的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的判

决可从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网站上获取：www.rscsl.org/Taylor.html。

检察官诉让·乌温金迪 案件号 ICTR-01-75-AR11之二，2011年6月28日的裁决，上诉庭于2011年12月16
日确认(可从www.ictrcaselaw.org/docs/20111216-dco-0175-01-en.PDF获取)。

检察官诉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 案件号 ICC-02/05-01/09，根据《罗马规约》第87(7)条关于马拉维共和国未遵守

法院提出的逮捕和交出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的合作要求的[2011
年12月12日的]决定的更正，2011年12月13日(www.icc-cpi.int)。

检察官诉拉多万·卡拉季奇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IT-95-5/18号案件：有关此案的决定和判决可从www.
icty.org/case/karadzic/4获取。

检察官诉拉特科·姆拉迪奇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IT-09-92号案件：有关此案的决定和判决可从www.
icty.org/case/mladic/4获取。

检察官诉托马斯·鲁邦加·迪伊洛 案件号 ICC-01/04-01/06，国际刑事法院，第一审判分庭，2012年3月14日(www.
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12_03942.PDF)。

乌拉圭河纸浆厂 (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4页。

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22页。

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 咨询意见：《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页。

共和国诉隆尚 1 U.S.111(1784)，美国最高法院，1784年10月期。

泽林 泽林诉联合王国，1989年7月7日，欧洲人权法院，A辑，第161号。

“温布尔登”号轮船 判决，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1号。

领土和海事纠纷(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介入许可申请，判决，《201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48页(哥斯达黎加)和第

420页(洪都拉斯)。



xiii

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源

各国之间友好关系与合作

《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4月4日，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4卷，第541号，第

243页。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非洲联盟的《非侵略和共同防御公约》(2005年1月31日，阿布贾) 可从非洲联盟的网站(http://au.int/en/treaties)
获取。

特权与豁免，外交与领事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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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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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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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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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7页。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11月4日，罗马) 同上，第213卷，第2889号，第221页。

《保护〈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及其第1号议定书未及包括的某些权

利和自由的第4号议定书》(1963年9月16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1496卷，第2889号，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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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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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1969年11月22日，圣何塞) 同上，第1144卷，第17955号，第123页。

《自动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个人公约》(1981年1月28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1496卷，第25702号，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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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1465卷，第24841号，第85页。

《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11月20日，纽约) 同上，第1577卷，第27531号，第3页。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2011年12月19日，纽约) 大会决议，第66/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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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页。

《美洲国家消除对残疾人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9年6月8日，危地马拉城) 美 洲 国 家 组 织，AG/RES. 1608(可 从www.
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65.html获
取)。

《欧洲委员会关于对伪造医疗产品和涉及威胁公共卫生的类似犯罪的公约》

(2011年10月28日，莫斯科)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211号。



xiv

来源

难民和无国籍人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7月28日，日内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9卷，第2545号，

第137页。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67年1月31日，纽约) 同上，第606卷，第8791号，第267页。

《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1954年9月28日，纽约) 同上，第360卷，第5158号，第117页。

《非统组织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具体方面的公约》(1969年9月10日，亚

的斯亚贝巴)

同上，第1001卷，第14691号，第45页。

国际贸易和发展

《美洲适用国际合同法公约》(1994年3月17日，墨西哥城) 美洲国家组织，《条约汇编》，第78号。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1994年4月15日，马拉喀什)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67卷至1869卷，

第31874号，第3页。

《服务贸易总协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附件) 同上，第1869卷，附件1B，第183页。

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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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页。

刑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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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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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引渡公约〉第4附加议定书》(2012年9月20日，维也纳) 同上，第2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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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页。

《美洲引渡公约》(1981年2月25日，加拉加斯) 同上，第1752卷，第30597号，第177页。

《移交被判刑人公约》(1983年3月21日，斯特拉斯堡) 同上，第1496卷，第25703号，第91页。

《美洲反腐败公约》(1996年3月29日，加拉加斯) Doc. E/1996/99，附件。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7月17日，罗马)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87号，第38544号，

第3页。

恐怖主义

《防止和惩治以具有国际意义的侵害人员的罪行和有关勒索为形式的恐怖

主义行为的公约》(1971年2月2日，华盛顿)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38号，第24381号，

第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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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12月10日，蒙特哥湾)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33卷，第31363号，

第3页。

《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1994年
7月28日，纽约)

同上，第1836卷，第31364号，第3页。

《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

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1995年8月4日，纽约)

同上，第2167卷，第37924号，第3页。



xv

来源

条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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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1页。

《关于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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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

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会议正

式记录，维也纳》，1986年2月18日至3
月21日，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E.94.V.5)，第93页。

电信

《关于为减灾救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1998年6月18日，坦

佩雷)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296卷，第40906号，

第5页。

援助

《建立国际救济联盟公约》(1927年7月12日，日内瓦)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35卷，第3115号，

第247页。

《美洲便利灾害援助公约》(1991年6月7日，圣地亚哥) 美洲国家组织，《条约汇编》，第74号，

OEA/Ser.A/49(SEPF)(可从www.oas.org/
juridico/english/treaties/a-54.html获取)。

《东盟关于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的协定》(2005年7月26日，万象) 东盟，《2005年文件汇编》，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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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从非洲联盟的网站(www.au.int/en/treaties)
获取。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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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号，第31页。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同上，第970号，第287页。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

议定书》(第一议定书)(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同上，第1125卷，第17512号，第3页。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同上，第17513号，第609页。

环境和自然资源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1997年5月21日，纽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9
号(A/51/49)，第三卷，第51/229号决议，

附件。

一般国际法

《常设国际法院规约》(1920年12月16日，日内瓦)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6卷，第170号，

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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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页。

《欧洲居留公约》(1955年12月13日，巴黎) 同上，第529卷 ，第7660号，第141页。

《非洲联盟组织法》(2000年7月11日，洛美) 同上，第2158卷，第37733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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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美洲民主宪章》(2001年9月11日，利马) 美 洲 国 家 组 织， 正 式 文 件，OEA/Ser.G/
C P - 1(w w w. o a s . o r g / O A S p a g e / e n g /
Documents/Democractic_Charter.htm)。 另

见国际法律资料，第40卷，第5号(2001
年9月)，第1289页。

《非洲民主、选举与治理宪章》(2007年1月30日，亚的斯亚贝巴) 可从非洲联盟(http://au.int/en/treaties)或非洲

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www.achpr.org/
instruments/charter-democracy)的 网 站 上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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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文件一览表

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649 第六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油印件。通过的议程转载于上文第

vii页。

A/CN.4/650和Add.1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油印件。

A/CN.4/651 特别报告员莫里斯·卡姆托先生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八次

报告

转载于《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52 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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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报告

同上

A/CN.4/653 特别报告员迈克尔·伍德爵士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

据的说明

同上

A/CN.4/654 特别报告员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编

写的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初步报告

同上

A/CN.4/655和Add.1–2 秘书处的说明：填补国际法委员会的意外空缺 A/CN.4/655转载于2012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 
655/Add.1–2为油印件。

A/CN.4/L.797 驱逐外国人：起草委员会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

一读暂时通过的第1至32条草案案文

油印件。

A/CN.4/L.798 规划组的报告 同上

A/CN.4/L.799[和
Corr.1]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一章(会议

的组织)

同 上， 见《大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

中通过的案文(A/67/10)。最

终文本出现在《2012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A/CN.4/L.800 同上，第二章(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摘要) 同上

A/CN.4/L.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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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和Add.1 同上，第四章(驱逐外国人) 同上

A/CN.4/L.803 同上，第五章(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同上

A/CN.4/L.804和Add.1 同上，第六章(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同上

A/CN.4/L.805 同上，第七章(条约的临时适用) 同上

A/CN.4/L.806 同上，第八章(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同上

A/CN.4/L.807 同上，第九章(或引渡或起诉义务) 同上

A/CN.4/L.808 同上，第十章(条约随时间演变) 同上

A/CN.4/L.809 同上，第十一章(最惠国条款) 同上

A/CN.4/L.810 同上，第十二章(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同上

A/CN.4/L.811 同上，第十二章(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续) 同上

A/CN.4/L.812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起草委员会于2012年7月5日至11
日暂时通过的第5之二、12、13、14和15条草案的案

文和标题

油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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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SR.3128–A/
CN.4/SR.3158

第3128至3158次会议的临时简要记录 同上。最终文本出现在当前卷中。



1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

根据离任主席的提议，委员会委员们默哀一分

钟。

离任主席致词

3. 离任主席简短地回顾了大会第六委员会在

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时的

讨论情况。讨论的专题摘要载于 A/CN.4/650 和 A/
CN.4/650/Add.1号文件。加强与国际法委员会的交流，

依然是第六委员会各代表团的一个主要关注事项；

各代表团一如既往地根据大会 2005 年 9 月 12 日第

59/313 号决议第 12 段的规定，与在纽约的国际法委

员会委员和特别报告员举行了一次互动辩论，补充他

们正式讨论的内容。在与法律顾问们举行的会议上，

辩论侧重于“驱逐外国人”和“发生灾害时的人员

保护”专题以及列入国际法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中

的新专题。1

4. 根据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审议，

大会通过了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8 号决议，在第

4 段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和对条约的保留等几项工作。

大会在决议第 7 段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在长期工作

方案中列入了五项新专题，并且在第 8 段请委员会

继续优先处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和“或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两项专题，争取完成这些专题

的工作。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也通过了第 66/99 号

和 66/100 号决议，分别注意到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

1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65–367
段，及附件一至五。

第 3128 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05 分

离任主席：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阿多克先生、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

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

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

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

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

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会议开幕

1. 离任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

新五年期的第一届会议开幕。

悼念委员会前委员 
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

2. 离任主席说，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

先生最近去世，使本届会议的召开伴随一个悲讯。罗

德里格斯先生从 1982 年至 1996 年担任委员会委员。

他在那一时期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人权、海洋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



2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的影响 2 和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 3 的两份条款草案，并

决定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审议这些案文可能采用的

形式问题。

选举主席团成员

鼓掌选出卡弗利施先生为主席。

卡弗利施先生担任主席。

5. 主席表示衷心感谢委员会委员们给予他的荣

誉，并向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卡姆托先生以及该届

会议主席团其他成员所做的杰出工作表示敬意。由

于这是新的五年期的开始，他谨欢迎再次当选的委

员会委员们归来，并表示相信新的委员们将迅速地

适应委员会工作的步伐和方法。

鼓掌选出尼豪斯先生为第一副主席。

鼓掌选出哈苏纳先生为第二副主席。

鼓掌选出哈穆德先生为起草委员会主席。

鼓掌选出斯图尔马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

(A/CN.4/649)

临时议程通过。

会议于下午 3 时 40 分休会，于 4 时 35 分复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议程项目1]

6. 主席提请大家注意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第一周

工作方案。委员会将首先听取驱逐外国人专题特别

报告员介绍第八次报告 (A/CN.4/651)。起草委员会

将在整个一周内讨论该专题，并且条约随时间演变

专题研究组也将在这一期间开会。最后，主席团建

议下一次全会应专门纪念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

格斯先生。

本届会议第一周工作方案通过。

2 同上，第 100–101 段。
3 同上，第 87–88 段。

7. 坎迪奥蒂先生指出，由于这是新的五年期的

开端，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委员们是新从事这项工作。

大会已经明确要求委员会在两个专题上取得进展：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另外，因为刚刚完成了三个主要专题的工

作，所以现在必须选择新的专题。出于所有这些理由，

也许应当公开交流意见，讨论如何最好地安排委员

会的本届会议工作以及整个新的五年期工作。

8. 主席说，委员会由于重新组成，因此需要为

两个专题任命新的特别报告员：“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和“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他请

委员们就此进行协商。他还建议委员们对整体工作

方针做些考虑：他将就这一问题进行非正式协商。

他将就工作方案中包括的新项目问题，与扩大的主

席团进行非正式协商。

9. 哈苏纳先生说，他希望委员会将根据上届会

议采取的决定，在本届会议上继续改进工作方法。

他期望新的五年期有一个富有成果的开端。

下午 4 时 50 分散会。

第 3129 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阿多克先生、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

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

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

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

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

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

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

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

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

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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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委员会前委员 
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 (完 )

1. 主席说，如上次会议所宣布的，本次会议专

门悼念曾于 1982 年至 1996 年担任委员会委员的卡

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他以丰富的外交

和国际法律文书起草经验，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

重大贡献，并且更在总体上为海洋法、人权、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国家豁免领域的国际法发展做出了贡献。

2. 萨博亚先生赞扬委员会悼念卡洛斯·卡莱

罗·罗德里格斯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与卡莱

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在人权委员会一道工作过；后者

在九十年代担任巴西外交部秘书长期间，他们又一道

工作过。另外，除了在主席提到的领域中对国际法发

展做出了贡献，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也曾在一个

困难的时期担任巴西人权委员会委员，并且参与《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

罚公约》的起草工作。尽管他本国有人权领域的问题，

但他深信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方针推动进步。这一精

神也指导了他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他深信有可

能使各种相对立的立场更加接近，并且必须找到解

决办法，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同时寻求真正有

助于国际法发展和加强人权的折衷办法。他非常认

真地对待委员会所审议的专题，但从未失去幽默感。

他实际上能够表达辛辣的讽刺。委员会的工作对他

最为重要，并且他以独立工作为荣，不需要任何助

手或顾问。萨博亚先生从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

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听说他去世，感到非常难过，

因此他非常感激委员会决定悼念他。

3.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主席和萨博亚先生已

经说了全部他想说的关于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

斯先生的话，表明后者对于一切认识他的人来说都

一样。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是他所处时代的一

个重要国际法律工作者、一个有成就的外交实践家，

具备了委员会工作所需的全部素质和经验。在第六

委员会，大家都以最大的关注聆听他对于辩论，特别

是涉及委员会的报告的意见；这不仅由于他总是第一

个发言者，而且因为他的话切中要害，为接下来的

讨论定下主调。迈克尔爵士也从卡莱罗·罗德里格

斯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除了拥有广泛的能力，

也是礼让和外交方面的最好榜样：他对每个人都非

常关心，尽管能够嘲讽，但从不尖刻。人们将怀念他，

首先怀念他对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贡献，特别

是在磋商国家管辖豁免专题期间担任第六委员会主

席时的高超主持能力。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

起草的报告为 2004 年通过《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

辖豁免公约》做出了极大贡献：委员会接手该专题时，

依据的正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曾经研究过的问

题，并且他已经找到了事实证明是合理的解决办法。

该《公约》是委员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迈克尔爵

士高兴地将该《公约》的很多成就归功于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同时对他去世感到非常难过。

4. 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说，他与卡洛斯·卡

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有过个人交往，多次一起工作，

两人的关系给他留下深刻和不灭的印象。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人格卓越，行事一贯令人尊敬和友好。

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曾为本国、国际法委员会、

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光荣和杰出地服务过。科米萨

里奥·阿丰索先生曾有幸在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

完全献身的人权委员会数次见到他。在为协调立场，

制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葡萄牙文本供各国政府

和议会审议的葡萄牙语国家会议上，他们也相遇过。

在他本人于 1991 年担任主席的第六委员会上，他们

也在纽约会见过。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与迈克

尔·伍德爵士等其他代表一起，不懈地工作，确保第

六委员会的工作产生积极成果。并且的确，这是关

于恐怖主义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的少有情况，某种

在前后几年都未发生过的情况。卡莱罗·罗德里格

斯先生曾经是第六委员会上一个强有力和明智的声

音，提出的法律主张令人信服和有力。鉴于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具有杰出的谈判经验，他本人曾一次又

一次与其磋商，直到能够找到办法，解决他们所面临

的棘手问题。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始终是

一位愉快拥抱着反映普遍人类价值的伟大事业的重

要法律学者。他坚决反对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死刑，

并且参与了许多人权文书的起草。他还担任过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该市最近举行了 40 周年纪念活

动——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三委员会主席。

因此，对于委员会悼念一位把一生都贡献于和平、

正义、人权理想以及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著名

法学家，他谨表示赞赏。

5.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他也与卡洛斯·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有过个人交往，尽管有年龄和身份上的

差别，但一贯觉得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很尊重他。

他同意说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是第六委员会上

一位名副其实的活动家；每当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

告时，他的发言总是极为确切和详尽。因此，他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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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位发言者所说的一切，并表达自己对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的极大敬意，向他的家属及本国同胞

表示最深的哀悼。

6.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他谨向卡洛

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致敬。他是委员会中

唯一有机会与他在此工作过的成员；他们从 1982 年

到 1983 年都是委员，他因此可以为这一著名法学家

对委员会工作的贡献作证明。除了卡莱罗·罗德里格

斯先生对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贡献，他想强调萨

博亚先生已经提到的另一方面，即卡莱罗·罗德里格

斯先生在协调国际法委员会内部不同意见方面发挥

的根本性作用：实际上，他一贯致力于找到解决办法，

从而以建设性的方式结合不同意见，促进编纂工作

的发展。他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都发挥了

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使得两个机构之间有可能建立

联系，从而为大会接受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的若干项

目起了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卡莱罗·罗德里

格斯先生继承了家族传统，因为他是何塞·赛特·卡

马拉的姻亲；后者先于他在委员会工作，然后就职

于国际法院。最后，如人人指出的，他也极具幽默感，

并且还是——也许大家不太知道——古典音乐的真正

爱好者。

7. 主席说，他也非常欣赏卡洛斯·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一个杰出的人。他曾有幸与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就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一起工作过，后来

在第六委员会就国家管辖豁免问题一起工作过，他对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去世感到非常难过和伤心。

驱逐外国人

(A/CN.4/650 和 Add.1, B 节 ,4 A/CN.4/651, 5 
A/CN.4/L.7976)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

8.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

八次报告 (A/CN.4/651)。

4 可在委员会的网站获取。
5 转载于《2012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6 可在委员会的网站获取。

9.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在第

六十三届会议上介绍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七次报告 7

时表示，这将是向起草委员会提交本专题条款草案前

的最后一次报告，希望得到委员会通过。但是大会第

六十六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上的辩论表明，他有必

要起草第八次报告，以处理若干国家 (见第八次报告，

第 5–31 段 ) 和欧洲联盟 ( 同上，第 32–48 段 ) 表示

的关切。

10. 他深信委员们能够读懂这份相当短的第八次

报告，因此不去细说各方所表达的关切以及他努力应

对这些关切时所作的答复，以免让同事们感到厌烦。

在他看来，这些意见大多是因为委员会在审议驱逐

外国人专题时取得的进展与第六委员会在审议国际

法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时所获悉的这一进展之间有

不一致之处。

11. 他在第八次报告中试图澄清这个不一致所带

来的误解，同时酌情兼顾某些建议，或者对若干条

款草案的措辞提出一些修改建议。由于条款草案实

际上已经由委员会全会送交起草委员会，这些基本

上属于文字修改性质的建议可由起草委员会审议。

基本上，报告主要打算表明，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

相当重视各国及各国家集团 (如欧洲联盟 )的意见，

并争取作出适当回应。因此，委员会也许仅需要注

意到它们，但是委员们有权表达意见，而他对一切

评论和建议都持开放态度。

12. 最后，他希望提出一个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

六委员会辩论中都提出过的问题，即委员会本专题

工作最后将采取的形式。如他已经指出的，很少有

专题如本专题一样适合于编纂为法律。在国际法委

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8 和 2011 年 11 月的第六委员会 9

上，各方曾为支持这一主张而广泛提出了意见。他

仅想再次表示，他深信：一旦完成条款草案的起草，

委员会工作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将更为突出，而编纂

工作所引起的犹豫将会化解。他强烈希望委员会在

时间成熟时决定以条款草案的形式把驱逐外国人专

题的工作成果提交大会，并由大会决定最终希望采

取何种形式。

7 《2011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42 号文件。

8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58 段。
9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 (A/C.6/66/SR.25)，第 46–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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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墨菲先生表示赞赏特别报告员关于驱逐外国

人的第八次报告。他认为该报告考虑和解决了各国

和欧洲联盟观察员在第六委员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

这些意见对条款草案似乎意味着并非全心全意的支

持，尽管肯定普遍同意一国行使驱逐外国人的权利必

须符合国际法，包括保护人权的规则。他希望提醒委

员会注意起草委员会需要审议的四个主要关切领域。

14. 首先，好几个国家强调说，已经存在着大量

全球、区域和国家制度，从不同角度处理驱逐外国

人问题。这些国家认为，这类制度运作得还不错，

而鉴于其复杂性，把它们进一步编纂为一套相关的

简要规则没有意义。例如，北欧国家表示，对委员

会就驱逐外国人专题而确定国际法一般规则的努力

有疑问。10 它们感到，已经存在着一套庞大和详细的

区域规则，11 因此试图编纂这些规则是浪费时间。同

样，德国坚称，

许多国家规则和条例都适用于驱逐问题，并且保护个人的人

权文书和保障措施也可处理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

编纂。12

联合王国也重申，它认为 [ 本专题 ] 目前不适于编

纂或综合。13 同时，希腊强调说，许多涉及本专题的

问题尚未在国际法中确定，不适于编纂或逐渐发展。14

日本政府请委员会答复关于本专题编纂时机不成熟

的批评。15

15. 大多数国家指出，好几项广泛接受的详细的

国际条约已经处理了驱逐外国人问题的方方面面：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有 145 个缔约国；《关于

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有 146 个缔约国；《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 167 个缔约国；《禁止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有 150 个缔约国；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有 194 个缔

约国。同样，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通过的区域公约和

文书也处理了驱逐问题，只是根据不同制度而采取

不同的方式。因此他认为，当德国、荷兰、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和加拿大等国敦促说，可以制定准则或

10 同上，第 21 次会议 (A/C.6/66/SR.21)，第 59 段。
11 同上。
12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26 段。
13 同上，第 46 段。
14 同上，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16 段。
15 同上，第 25 次会议 (A/C.6/66/SR.25)，第 23 段。

原则草案，阐述现有条款草案已经载有的最佳实践

时，16 它们是说，如果其造成的效果是混淆不同条约

制度之间的区别，委员会就不应当试图编纂本专题

的单独一套规则。相反，委员会应利用本身工作向

希望制订国家立法的国家提供指导，并酌情鼓励它

们缔结新的或加入现有的条约制度。

16. 其次，好几个国家也似乎关切的是：条款草

案不是争取编纂现行法律，而是向各国施加新的义

务，将修订或超过它们已经在实践中接受的东西。例

如，捷克共和国指出，一些条款超出了国际法编纂规

则的框架，可能难以得到广泛接受。17 荷兰称，该主

题反映的是法律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国家实践，18 并

且抗议说，委员会不应当卷入新的人权文书的制定。

而匈牙利认为，

制订一个以条款草案为基础的公约，依然是有争议的问题，

并且在单纯重复国家实践与采纳人权高标准的新制度之间是

否需要平衡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关切。19

17. 部分问题正在于条款草案中使用了不同于主

要条约制度中采用的措辞。这就是为什么——比如

说——法国 20 反对 E1 条草案的措辞 ( 被驱逐外国人

的目的地国 )，21 而他相信该条将根据特别报告员拟

定的新序号成为第 17 条。该条草案第 2 款称，如果

该外国人在国籍国“面临”酷刑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

待遇“的风险”，则一国不可将一外国人驱逐到该国。

法国正确地指出，这没有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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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条规定

的标准，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

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此人驱逐到该国。

18. 也许，更大的问题是一些国家认为条款草案

不当地混合了具体国家、区域和国际制度中存在的

不同概念，尽管这些概念只是在这些特定制度中商

定的。鉴于条款草案的出发点是一国拥有从境内驱

逐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 第 3 条草案 )，对该权利施加

的限制就必须在国家实践中得到清楚确立。与具体

条约制度相关的国家实践表明，一些限制在某些情况

下得到了接受，但是如果从这些制度推论出一种适

16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26 段 (德国 )。
17 同上，第 18 段。
18 同上，第 47 段。
19 同上，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54 段。
20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37 段。
21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18 段，

脚注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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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所有情况的广泛权利，则至少在缺乏普遍实践

来支持这一更广泛规范的情况下，是成问题的。因此，

美国对好几条草案载有不推回 22 义务感到关切，因为

任何广泛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都不存在相应的义

务。

19. 关于 E1 条草案第 2 款，他注意到不推回规

定说到了“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1966 年《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禁止酷刑和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但是未禁止将

个人推回到可能有面临这类待遇风险的国家。同样，

后来 1984 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第 3 条所规定的不

推回义务，已经被视为国际法的重要发展，但仅适用

于存在酷刑的情形，而非《公约》第 16 条设想的存

在“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的情

形。当起草这些得到各国广泛批准的重要条约之时，

拒绝了是否把不推回义务扩大到存在着“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风险的情况的问题。这一选择显

然不意味着纵容这类待遇，但是等于承认这类行为

不同于酷刑。尽管欧洲人权制度中可能存在着案例，

将不推回条款扩大适用于这类待遇，但如欧洲联盟

观察员 2011 年秋天在第六委员会上所承认的，欧洲

制度不能自动地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23

20. 第三，一些国家担心条款草案可能削弱现行

的保护。法国 24以及匈牙利 25和葡萄牙 26表示担心的是：

E1条草案第2款规定，只有在将一人驱逐回国籍国时

才适用不推回条款，但《禁止酷刑公约》中的不推回

条款适用于驱逐到任何国家，而不仅是被驱逐者的

国籍国。与《难民地位公约》等其他制度也有类似的

背离，这促使荷兰提醒说，委员会的工作可能对具

体情况下适用哪一种国际法律制度的问题带来不确

定性。27

21. 第四，若干国家对专题的范围表示遗憾，其

中有些国家对纳入引渡问题表示关切。西班牙坚持

认为，引渡和驱逐是两个不同类别，必须分开，以

2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 (A/C.6/66/SR.21)，第 66 段。
23 同上，第 45–51 段。
24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37 段。
25 同上，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57 段。
26 同上，第 63 段。
27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47 段。

防止利用驱逐程序进行引渡。28 同样，智利指出，它

对各自有其本身规则的驱逐和引渡这两个相关但不

同的机制的链接，尤其感到关切。29 印度认为，

尽管驱逐和引渡都使一人离开一国之境到另一国，但是所涉

措施和程序的法律依据和有关法律完全不同，不能够用这一

个替代另一个。30

加拿大也主张删除经修改的第 8 条草案 ( 与引渡相

关的驱逐 )，称条款草案不应

试图处理在法律上和概念上都不同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引渡

问题。在许多国家，外国人和公民都可以被引渡，但是只有

外国人可以被驱逐。引渡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罪犯不能只要从

一国逃到另一国即可免遭起诉。在许多驱逐外国人的案件中，

这种因素是无关的。31

22. 最后，他敦促起草委员会考虑到以下四大要

点。首先，委员会需审议下一步应是一读通过整套

条款草案，还是将现行条款改为一套准则或最佳实

践。第二，如果通过条款草案，委员会工作的一个

指导原则应是修改它们，从而真正反映各国以所加

入的条约或者其确立已久的实践而接受的现行义务。

如果试图创立新的义务，或者混淆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协议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之间的区别，或

者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推导出实际上本来没

有的义务，则不会受到各国普遍欢迎。第三，委员

会必须非常小心地不削弱被驱逐者享有的现行保护。

第四，条款草案应当避免试图规范那些被适当地视

为本专题范围之外的领域。

23. 只有这些关切领域得到承认和处理，各国才

会认为委员会的工作正确反映它们已经承担的义务。

就此，他认为，捷克共和国在第六委员会所说的，

重要的是不仅确保受影响者得到高度保护，而且确

保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关于这一事项的规则，32 是很有

洞察力的。

24. 马里先生说，关于 2011 年第六委员会上围

绕前两份报告的辩论，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表明，他

愿意就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考虑任何积极建议。他热

衷于保护受驱逐外国人的权利，并且他自本专题纳

入委员会议程以来就努力提醒委员们注意非常有用

28 同上，第 49 段。
29 同上，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7 段。
30 同上，第 25 次会议 (A/C.6/66/SR.25)，第 14 段。
31 同上，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76 段。
32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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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与他们对维护外国人权利所具有或应该具有

的关切，这值得称赞。

25. 当前时代难题丛生；在世界各地，一些政府

希望让境内合法居住外国人返回本国，日益加大对其

的监视。欧洲现在尤其如此，尽管它传统上本是非洲

和世界其他地区外国人的东道国。全球化和对更好

生活的渴望，再加上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以及影响世

界广大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进了移民的增加。

26. 同时，反恐、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领域的

最近趋势，以及犯罪率增长所导致不安全感的增加，

也使得发达国家要减少境内的外国人数量。在欧洲

和美利坚合众国，本国经济低迷，债务负担增长，

这消极地影响了外国人的生活，使得限制移民流和

减少外国人数量变得更为迫切。各国援用的主要手

段之一是驱逐；它们拥有几乎无限制地控制外国人

入境和强迫外国人离境的自由裁量权。

27. 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和条款草案值得仔细

关注；它争取确保任何驱逐令都应符合法律和国际

标准并应当保障正当程序，同时又维护外国人权利、

防止变相驱逐，因此应当得到支持。现在，委员会

正在完成两个专题的二读与另一专题的一读，因此

优先处理已经提交并送交起草委员会的条款草案正

当其时。在审议条款草案时，委员会必须铭记各国表

达的重要意见和评论，也就是应确切界定和缩小专

题的范围，确保委员会侧重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应当只在重要的情况下才涉及别的议题，比如引渡

或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并且可以制订必要的但书。

28. 他同意应将拒绝入境、引渡、出于执法目的

的其他移交措施以及武装冲突情况下的驱逐都排除

在本条款草案之外；关于递解出境的问题也应如此。

另一重要考虑是不得驱逐具有多重国籍的国民，无

论是归化或出生获得国籍的。

29. 关于外国人的人权，各国的一切特权都应当

符合法治、正当程序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国际法院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艾哈迈杜·撒迪奥·迪

亚洛案 (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 判决中

反映的原则、权利和义务曾引起委员会的关注，可

为阐述这些权利提供必要的指南。

30.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总体来说，他赞同特

别报告员在出色的第八次报告中就各国意见尤其是

大会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的意见所作的大部分评论。

然而，他想就报告中关于 F1 条草案 ( 在过境国保护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 ) 的第 10 段提出一点

看法。特别报告员认为，驱逐国与过境国缔结的双

边合作条约和国内法都不能违反成为驱逐对象的外

国人也必然可适用的国际人权法规则。尽管他同意

这一观点，但认为难以赞成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扩

大过境国的义务范围，以包括可适用的但超出其所

加入文书的范围的全部国际人权法规则。这一建议

违背了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实际上，各国不得受其

尚未加入的条约和协定所确立的义务的约束。

31. 特别报告员考虑了各国就 H1 条草案 ( 返回

驱逐国的权利 ) 所提出的各种意见。一般来说，他

赞成特别报告员对这些意见的答复，并且说他在上

届会议关于这一议题的发言中对该条草案表示了支

持，认为在受非法驱逐的外国人返回驱逐国的权利

与国家在其返回如构成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威

胁就可拒绝其返回的主权之间，这实现了一个适当

的平衡。言虽如此，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8 段建议

应当使用“重新接纳被非法驱逐外国人”的措辞，

而不是“返回权”，从而避免就这一问题出现分歧：

是否这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的权

利？或者是否驱逐国保留着允许和拒绝外国人入境

的权利？委员会应当审议这一建议。

32. 在其第八次报告第 23 段，特别报告员对各

国关于经修改的第 8 条草案 (与引渡相关的驱逐 )的

答复，33 显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尽管经修改的第 8 条

草案案文在总体上不构成任何问题，但他相信，鉴

于其引发的分歧，应该进一步审议，以协调驱逐机

制与引渡机制。

33. 关于条款草案应采取的最后形式，他不赞成

报告第 55 段的意见，即——若干国家提出并且得到

墨菲先生支持的——驱逐外国人专题不适合编纂。尽

管在目前工作阶段决定最后成果应采取何种形式的

确为时过早，但无可否认的是，特别报告员依据广

泛的法律渊源编写了出色的报告，使得有可能编写

重要的条款草案，为编纂提供牢固基础。就此，如

委员会数名委员指出的，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报告员

应当开始有系统地组合条款草案，从而可以让委员

33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24 段，

脚注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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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应当欢迎特

别报告员新提出的工作计划草案。

34.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

议期间参与了第六委员会关于驱逐外国人专题的讨

论；根据各国的意见，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组。第一

组是北欧国家，恪守严格的适用于外国人包括难民

在内的人权保护标准。第二组是赞成最大限度地行

使国际法所允许的驱逐外国人权利的国家。第三组

是探索最佳实践以在这一领域指导其政策的国家。

就此来说，应当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第

56 段中的意见，即在过去的三个五年期中，比起驱

逐外国人的专题，委员会议程上没有其他专题具有

更丰富和更可靠的编纂基础。

35. 第六委员会上对编纂工作表达的反对意见已

经由墨菲先生作了概述，并且必须由委员会处理。

对这些反对意见，他想提出以下看法。第一，尽管

的确存在着关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运作良好，不

需要编纂，但没有理由说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够将其纳

入自己编写的条款草案或准则。后者基本上构成了

国际社会应当遵循的最佳实践。第二，一些代表团

表示关切说，委员会工作的成果可能背离既定实践，

从而施加新的义务或修改现行的义务。委员会可以在

编纂阶段解决这一关切，确保不创立新的义务。所

表达的第三个关切是工作成果可能削弱现行的保护。

还是一样，可以通过遵循最佳实践和恪守已成功运

作的国际规则而避免这一陷阱。最后，一些代表团

对引渡机制可能受到不利影响表示关注。他本人赞

成这一意见，并因此相信委员会可以从条款草案中

删除一切提及引渡的措辞。

36. 关于委员会驱逐外国人专题工作的最后成果

应采取何种形式，这是一个应由第六委员会决定的

事。

37. 特拉迪先生认为专题的标题很糟糕，因为他

不喜欢“驱逐”，也不喜欢“外国人”一词。他说，

与墨菲先生不同，他认为本专题工作的出发点不应当

是国家拥有决定准许何人在何种情况下居住在境内的

主权，而是这一权利与保护人权及个人需求之间所应

实现的平衡。许多代表团指出，有必要保护外国人，

同时也要确保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最后成果是各国可

接受的。这也适用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

适用于引渡或驱逐的义务专题。不必说，平衡可能会

随着各个领域法律的环境和发展状况而变迁；但是委

员会在讨论拟定的条款草案时必须铭记这一点。

38. 对于将不推回原则作为条款草案的多项不同

规定的基础，各国表达了墨菲先生所重申的担心，

但该原则在国际人权法中久已确立。特别报告员在

以往的报告中，包括在为补充 2009 年提交的第五次

报告而提交的经修改和重构的条款草案脚注 8 中，34

提到了各种纳入该原则的国际文书，并且这也可以

在各国的国内法院的案例法中找到。从本专题工作

最后成果——无论是一套草案还是某种其他形式——

中排除这一原则，将打乱他上面所说的平衡。

39. 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报告 35，特别是在增编

二中，对被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地国问题的处理，是

全面和有帮助的。在报告和辩论中，关于这一问题

的审议一直围绕着驱逐国和接受国设定出入境条件

的主权权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

依旧为了平衡的原因，也必须考虑到个人所做的选

择。尽管 E1 条草案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规定“酌情”

将被驱逐者移送至其所选择的国家，但他认为，目

的地国应当是被驱逐者所选择的国家，条件是有关

国家同意接受此人。应当修订 E1 条草案，避免令人

感觉被驱逐者的选择没有什么份量。

40. 同样，返回被驱逐国的权利问题也涉及到国

家主权与被驱逐者人权之间的平衡问题。主要的问

题是确定：在驱逐决定被废止的情况下，驱逐此人

的理由是否依然存在？一般认为，尽管各国有权驱

逐外国人，但这一权利受国际法的约束。因此，一

般来说也都同意的是：如果驱逐的决定被废止，则

驱逐的效果也应当消除。因此，比如说，如果一项

驱逐导致了撤销居住或停留许可证，则被驱逐者应

当有机会重获该文件原来赋予他的身份，否则将构

成国际法所不允许的事实上驱逐。这一方针兼顾了

被驱逐者在驱逐前的身份，但具有的进一步优点是

区分了一国境内合法居住的外国人与非法居住的外

国人。他不接受特别报告员第八次报告中在因违反

国际法实质规则而废除驱逐令与因形式规范而废除

驱逐令的两个效果之间所做的区别。毕竟，程序保

障是为了便利实质性的保护。如果法院和其他主管

当局由于——比如说——听取另一方陈述的规则遭到

34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17 号文件 (脚注引用为第 14 条草案 )。

35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25 及 Add.1–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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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而废除一项驱逐令，那么称这类违反行为的后

果轻于因该人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而废止驱逐令，

将是危险的。毕竟，听取另一方陈述的规则是为了

确保实质性结论合法。

41. 关于本专题工作应当采取的最后形式，委员

会一旦得到完整的一套条款草案后，就可以更容易

地做决定。然而，形式影响内容，反之亦是如此；

因此在目前阶段，委员会应当有一个最后成果应采

取何种形式的明确想法。为此目的，必须判断是否有

足够多的实在法内容来证明应当制定一套条款草案。

就此来说，委员会应当考虑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在

过去三个五年期中，委员会议程上没有其他专题——

除了外交保护和国家责任的专题外——比本专题具有

更丰富或更可靠的编纂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其争

取编纂各国已经在做的东西，委员会不妨更多地参

与国际法的积极发展，制定出可以并应当在驱逐外

国人领域内引导各国实践的规则。如果像墨菲先生

所说的那样，必须在对外国人提供少的保护的条款

草案与提供较多保护的原则或准则之间作出选择，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42. 迈克尔·伍德爵士首先赞扬卡姆托先生令人

尊敬地主持了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然后说他赞

成特拉迪先生关于专题标题的意见。

43. 本专题争议很大，并且许多国家对其所涉及

的国内问题很敏感，因此成为委员会一个尤其具有

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44.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侧重于大会关于本

专题的辩论，而委员会充分考虑各代表团的意见非

常重要。他谨感谢秘书处为第六委员会讨论国际法

委员会专题报告而编写的专题概要 (A/CN.4/650 和

Add.1)；概要载有一个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很长章

节，也值得委员会认真关注。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特

别报告员采取的程序，提供了一个出色的模式：佩

莱先生在报告中详细审议了各国同时在第六委员会

上和以书面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并逐条解释了为什

么他可以或不可以接受。委员会不妨在本阶段审议

驱逐外国人专题时采取类似的做法。

45. 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中指出，第六委员

会的一些成员可能误解了本专题的目前工作状况。

很可能如此，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他有三条意见。

第一，这也许是委员会自己的失误。委员会起草报

告时应当说明目前的工作状态，例如，指明是否还

有起草委员会正在编写但尚未包括在报告中的条款

草案，目的是避免第六委员会上的各代表团就过期

的草案去准备意见。第二，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包括上一个五年期就担任委员的人，也许本身就无

法确切地了解本专题的目前状况。他本人期望收到

一套完整的条款草案，因为只有到那时，以前引起

关注的可能不一致的情况才会显而易见。第三，最后，

委员会不应当暗示第六委员会的意见是出于误解，因

为不应令人认为国际法委员淡化这些意见的重要性。

46. 关于本专题工作最后成果应采取的形式，他

提醒大家注意，秘书处编写的专题概要 (A/CN.4/650
和 Add.1)第 27 段清楚表明，第六委员会本身在这一

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也有分歧。他赞成特拉迪先生说

的内容决定形式、反之亦是如此。他最后表示，一

旦起草委员会完成工作，他将在起草委员会和全会

上对条款草案的实质内容发表意见。

47. 彼得里奇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第八次报

告；报告反映出各国非常重视本专题，并正确地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意义重大的是，各国

以浓厚的兴趣答复了被驱逐者的目的地国、被驱逐

者财产的保护、非法驱逐情况下返回的权利、引渡

和驱逐之间的关系以及上诉对驱逐决定的中止执行

效果等问题，这些都也曾经在国际法委员会和起草

委员会经过热烈的讨论。

48. 特别报告员在编写条款草案时，像特拉迪先

生所说的那样努力在各国驱逐外国人的主权权利与

对这类人权利的保护之间实现平衡。就此他说，尽管

没有在委员会得到普遍赞成，但他一开始的立场就是

应当在一国境内合法居留与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之间

划一个明确界限。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国家安

全或法律及秩序受到威胁时，不应有可能驱逐前者。

在另一方面，非法居留于境内的外国人情况完全不

同。很可能由于委员会把这两类人都放在同一篮子

里，许多条款草案引发了问题；如果在第六委员会

上有任何误解，就是因为没有恪守这一区别。

49. 关于委员会本专题工作最后成果应当采取的

形式，他认为，委员会一直是在编写条款草案，而

不是一般原则，因此就是在为未来公约而编写条款

草案。他提醒大家注意，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报告

第 57 段说“就国际法委员会驱逐外国人专题工作最

终结果的形式作出决定无疑为时尚早”，他表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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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赞成特拉迪先生先前表达的意见。如果委员会实际

上是考虑为一个未来公约编写条款草案，则应当更多

地考虑非常丰富但很不同的国家实践。委员会在某

种程度上是受这类实践约束的。另一方面，如果委

员会正在做的是起草一般性原则，旨在促进发展有

利于个人和保护人权的法律确信，则回旋余地更多，

可以走得远一点。

50. 如果这一意见出现在第六委员会，导致国际

法委员会重新考虑工作的最后形式，则不应当排除

对该问题展开辩论。实际上也许最好是现在就辩论，

而不是在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后。另一方面，鉴于特

别报告员工作出色，他也愿意继续按照委员会至今

采取的方针发展本专题，直到向大会提交最后成果。

大会将决定其希望采取的最终形式。简言之，如果委

员会大多数成员赞成某种特别选择办法，他将遵循。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明确的大多数意见，他将赞成

委员会继续按照至今采取的方针做下去。

51. 萨博亚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第八次报

告，表示他完全赞同特拉迪先生关于有必要在国家

权利与被驱逐者个人权利之间实现平衡的意见。他

也赞同彼得里奇先生就委员会本专题工作最后成果

所表达的许多意见，认为在委员会完成一读条款审

议之际，不应改变这一成果的形式。

52. 与那些称这一领域存在着各种制度和公约，

因此编纂本专题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意见相反，正是

因为适用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七零八落，所以有必

要进行编纂。他就此指出，有人曾提及的难民制度

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制度，不适用于所有外国人，而

只适用于难民。因此，有必要从各公约中挑选出一

般适用的规定，并由起草委员会统一措辞。

53. 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中提到国际法院 2010
年对艾哈迈杜·撒迪奥·迪亚洛案 ( 几内亚共和国

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 的判决。法院在该判决中指出

了各国国内法院在审理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事项时应

当考虑到的若干国际法义务。

54. 最后，关于引渡问题，他同意说，这的确是

一个不同的情况，不应当成为讨论重点，除非驱逐

实际上是变相引渡。

55. 哈穆德先生说，鉴于委员会已经处于案文一

读的末尾，所以应当在起草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驱逐

外国人专题的工作。他也想就前几位发言者就报告总

体和委员会本专题工作进展情况所说的话作点评论。

56. 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纳入了委员会委员

们在以往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意见，基本上涉及的是

条款草案案文和适用的法律之间的重复之处。这是

他最关切的问题，并且他在以往届会上就之提出了

一些意见。他就此想支持墨菲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

然而他认为，委员会不应放弃它曾处理过的最重要的

并且可能对国际关系有相当大影响的的专题中的一

个。另外，存在着许多法律渊源，包括国家实践和

据以适用的法律，委员会可在制订条款草案时借鉴。

鉴于国家实践不同，有必要制定规范标准。从这些

有时候较大的不同上，也可以探讨驱逐国的政治取

向或内部政策。委员会关于条款草案的工作将同时

在国内一级和国际一级影响这些政治取向。

57. 委员会的出发点是：驱逐外国人问题涉及到

国家主权，而国家有权利和责任保护其领土和边境。

然而，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受若干限制。因此，

被驱逐者或面临驱逐者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正如

驱逐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权利也应当得到尊重一样。

因此，条款草案必须就现行的法律规范提供一些“新

的价值”，但不应当削弱现行的制度。

58. 他认为不应当在委员会目前工作阶段决定最

后形式，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这方面的意见。另外，

委员会总是可以在二读时再讨论这一问题，或者交

由大会决定。

59. 斯图尔马先生说，决定委员会本专题工作最

后应采取的形式，也许为时过早，因此进一步的讨

论将无疑是必要的。他同意说，除非有合理的理由，

条款草案的措辞不应当有别于大多数的条约。无论

如何，这一事项取决于起草委员会的决定。最后，

关于引渡问题，他提醒大家注意特别报告员第八次

报告第 25 段提到了“不影响”条款，而他本人认为

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60.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感谢那些就第八

次报告表达了意见的委员们。一些发言基本上反映了

那些有时在委员会引起激烈辩论并且委员会试图在

全会和起草委员会都作出答复的意见。显然，尚没

有解决所有问题。将兼顾本届会议上新提出的意见，

在起草委员会继续审议这套条款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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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对于一些意见，第八次报告已经提供或建议

了大部分答复。例如，与引渡相关的驱逐问题就是如

此。根据第六委员会上的讨论，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在

报告第 25 段拟订一个“不影响”条款，来解决各国

提出的关切，虽然这并非他的首选。如果起草委员会

采纳这一解决办法，就可以提供一个可接受的答复，

缓和各国在这方面的担忧。特别报告员也考虑到了

返回权的问题，并接受了各国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

62. 制度的多重化问题把他带回了一个从未停止

让他惊奇的问题：关于本专题是否适合编纂问题的

无休止辩论。实际上，驱逐外国人是一个自十九世

纪以来实践最丰富的专题 (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问题以及外交豁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例

外 )。如果这一专题不适合编纂，则他想知道委员会

是做什么的，并且为什么编纂了若干没有习惯法基

础，只有很有限的实践的专题。委员会已经承认本

专题有可能制定成条款草案，并且这些草案已经提

交给大会，得到了大会注意。

63. 委员会当然可以将自己局限于所谓根据“既

定法律”的编纂工作——换言之，仅构成一套各种公

约中已载条款的汇编。这不是委员会所负的任务；根

据《章程》，委员会的使命是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

事实上在他看来，委员会至今，在驱逐外国人问题上，

在逐渐发展国际法方面——基本上是依据于国家实践

和国际案例法——没有做什么。

64. 他不想预断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但是如他一

开始就做的那样，再次敦促委员会以条款草案的形

式将工作成果提交大会。无论大会想对这些条款采

取什么后续行动，都不在委员会的能力范围之内。

65.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宣布，驱逐

外国人专题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如下：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

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墨菲

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 -奥

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及迈克尔·伍德爵士，

还有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和斯图尔马先生 (当

然成员 )。

下午 1 时散会。

第3130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

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

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

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

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1. 主席说，他尚没有完成关于应当如何处理委

员会议程上的专题或新议题的非正式磋商。他希望

能够在 5 月 16 日星期三的全会上提供更多信息。

2. 雅各布松女士感谢主席就本届会议的工作向

同事们征求意见，并建议说，因为规划组负责向委员

会提出工作安排的建议，所以根据惯例，也许应当在

5 月召开一次规划组会议。本届会议之初开会也许对

委员会的新委员们有益。

3. 主席说，主席团已经审议了这一事项，并且

赞成在他完成非正式协商之后立即召开规划组会议。

4.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赞成关于召开规划组会

议的想法。规划组应当审议委员会在整个五年期的

运作和工作，并且应当准备好回答新委员们就之提

出的任何问题。

5. 迈克尔·伍德爵士赞成雅各布松女士和坎迪

奥蒂先生的发言，认为应当在下周举行一次规划组

会议。重要的是全体委员都了解特别报告员必须遵

循的程序，并且如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第六十三届

* 续自第 3128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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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工作报告 (A/66/10) 第 378 段所述，36 规划五年

期的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委员们不妨回顾他们在

2010 年就此商定的事宜。

6.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说，他相信，作为委

员会的一名新委员，他将极大地受益于规划组尽早

召开的会议。

7. 主席建议规划组在 5 月 18 日星期五开会。

就这样决定。

上午 10 时 15 分散会。

第 3131 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

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

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

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

里先生、拉腊巴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1. 主席宣布，主席团已通过下一周的工作计划，

并已分发至各位委员。

上午 10 时 05 分散会。

36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78–
179页。

第3132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

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

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

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

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致辞

1. 主席向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

帕特里夏·奥布赖恩女士表示欢迎，并请她向委员

会简要介绍联合国在法律方面的最新动态。他也向

前来观察会议进行情况的前法律顾问汉斯·科瑞尔

先生表示欢迎。

2. 奥布赖恩女士 (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

法律顾问 )首先向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表示祝贺，然

后指出，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有一些重要的动

态。大会在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

的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8 号决议中为委员会的工

作提供了政策指导。第六委员会继续期待国际法委

员会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做出重要的贡献。

3. 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完成了关于国际

组织的责任 37 及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38 两个专题条

款草案及其评注的工作；大会注意到这两套条款草

案，将其作为决议的附件，39 并推荐给各国政府，但

并不影响今后的通过或采取其他适当行动。大会还

决定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项目，

以审查包括对这些条款采取什么形式等问题。

4. 关于委员会就“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的工作，

包括通过指南草案及其评注并列入《对条约的保留

37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87–88 段。
38 同上，第 100–101段。
39 分别为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0 和第 66/9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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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指南》中，40 她回顾指出，大会已经决定，为了

进行更充分的辩论，将待所有相关文件具备后，在

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再接着审议这个专题。41

5. 关于委员会目前工作方案中包括的其他专题，

大会在第 66/98 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应继续有关的工

作，同时考虑到各国政府的意见。第六委员会关于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讨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A/CN.4/650
和 Add.1)中详细记录了会上提出的各种意见。

6. 第六委员会还审议了委员会以前讨论过的两

个专题，一个是“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42

委员会已于 1999 年完成了有关工作；另一个是 2008
年完成的“跨界含水层法”。43

7. 关于第一个专题，她记得，委员会在第

五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

问题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并建议大会采取宣言的形

式予以通过。44 这份条款草案大会列为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3 号决议的附件，大会在此后的两届会

议上曾回过头来讨论这个专题，考虑条款最终应采取

何种形式的问题。大会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2
号决议中强调条款的价值，即为各国处理国家继承

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提供指导，特别是在防止出

现无国籍问题上，并决定，一经任何国家提出请求，

大会将在适当的时间再回过头来根据这方面国家实

践的发展情况讨论这个问题。

8. 关于第二个专题，她记得，委员会在第六十

届会议上通过了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并

建议采取两步走的办法，45 即大会将条款草案作为一

份决议的附件，这一点大会已在第 63/124 号决议中

作到了，然后考虑是否有可能制订一份公约。第六委

员会主要研究了条款草案可采取什么最终形式的问

题，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4 号决议中鼓励各

国考虑到条款草案中的规定，为恰当管理跨界含水层

40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和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5 段。
41 大会第 66/98 号决议，第 5 段。
42 大会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3 号决议，委员会通过

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1999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

部分 )，第 47–48 段。
43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委员会通过

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

部分 )，第 53–54 段。
44 《199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4 段。
45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9 段。

作出适当的双边或区域性安排，并鼓励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 教科文组织 ) 的国际水文方案向

相关国家提供进一步科学和技术援助。预计第六委

员会将在第六十七届会议上再次审议这个问题。

9. 她想向委员会简要通报一下联合国司法领域

近期的一些动态。第六委员会最近审议了对《联合

国争议法庭规约》和《联合国上诉法庭规约》的一

些修正案。大会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7 号决

议中批准了联合国上诉法庭议事规则的修正案，载

于该决议的附件中；但是，对秘书长关于本专题的

报告的附件一所载联合国争议法庭议事规则第 19 条

(案件管理 )的修正案，大会决定不予批准。46

10. 第六委员会审议了内部司法理事会编写的争

议法庭和上诉法庭法官的行为守则。应第六委员会

的建议，大会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6 号决议

中通过了行为守则，载于这份决议的附件。

11. 大会决定继续审查个体订约人和咨询人等非

工作人员争端的有效补救问题。大会已请秘书长就

拟议的非工作人员快速仲裁程序机制和解决法官可

能的行为不端问题的机制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作

出报告 (2011 年 12 月 24 日第 66/237 号决议，第 38

段 )。

12. 大会还评估了新司法制度的运作情况，表示

有兴趣继续监测争议法庭和上诉法庭的判例进展，

并审查精神损失赔偿等特定问题。上述两个法庭的

工作业已进入第三年。

13. 迄今为止，争议法庭已作出了 560 多份判决，

上诉法庭做出了 180 多份判决。47 上诉法庭的判决涉

及司法复议的作用以及决定实施纪律处罚所需的证

据标准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上诉法庭判决，

鉴于违纪案件并非犯罪，联合国不遵循国际劳工组织

行政法庭的判例，后者要求违纪指控需得到排除合

理怀疑的证实。相反，上诉法庭认为，由于可能产

生终止合同的结果，因此必须通过明确和令人信服

的证据确定存在不当行为。上诉法庭也在继续就其

他一些重要的原则作出澄清，包括关于赔偿的原则。

46 A/66/86。
47 判决可参见这一网页：www.un.org/en/oaj/unjs/jurisprudence.

shtml。

http://www.un.org/en/oaj/unjs/jurisprudence.shtml
http://www.un.org/en/oaj/unjs/jurisprude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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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些动态将对联合国行政和管理政策的变化

以及法律事务厅的咨询职能产生重大影响，法律厅

的一般法律事务司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15. 关于法律事务厅一年来所开展的其他活动，

她说，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忙于国际法庭的工作。法

律厅有参与国际刑事法庭设立和运作的长期历史，

她很高兴地指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

达问题国际法庭自 1990 年代建立以来，在完成各自

的任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工作已进入收

尾阶段，准备结束工作。

16. 根 据 安 全 理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第

1966(2010) 号决议，国际刑事法庭机制的启动工作

取得了重大进展。大会为机制选举了 25 名法官，并

任命了院长、检察官和书记官。预计很快将完成机

制的《议事规则》和《证据规则》，涉及档案和记

录的知情和安全政策，与机制东道国荷兰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的总部协议也将很快完成。法律顾问

办公室位于这项开拓性工作的中心。

17. 2011 年，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一项重大进

展是决定将一起案件转交卢旺达审理。48 将案件转交

国家管辖机构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结束工作战略

的关键内容，也符合各国对起诉严重的国际罪行负

有首要责任这一概念。就实际工作而言，这项决定

有可能促使将六个低级别逃犯的案件移交卢旺达。

18. 随着 2011 年拉特科·姆拉迪奇和戈兰·哈

季奇的被捕，前南斯拉夫国际问题法庭已经没有在逃

者；被判定有罪的 161 人已全部被绳之以法。虽然

拉特科·姆拉迪奇 49 和拉多万·卡拉季奇 50 的审理将

由前南斯拉夫国际问题法庭进行，但两案如有上诉，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 号决议，将由国际刑

事法庭机制处理。

19. 2012 年 4 月，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判决利

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犯有策划、协助和教唆

48 检察官诉让·乌温金迪，案件号 ICTR-01-75-AR11bis，
2011 年 6 月 28 日的裁定，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诉分庭维持

原裁定 ( 可见于 www.ictrcaselaw.org/docs/20111216-dco-0175-
01-en.PDF)。

49 检察官诉拉特科·姆拉迪奇，案件号 IT-09-92，本案件

的判决和裁定可见于 www.icty.org/case/mladic/4。
50 检察官诉拉多万·卡拉季奇，案件号 IT-95-5/18，本案

件的判决和裁定可见于 www.icty.org/case/karadzic/4。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51 这是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一个

历史性时刻，是自纽伦堡法庭以来首次由一个国际

刑事法庭宣判一位前国家元首有罪。但是，查尔斯·泰

勒并非第一个在位期间犯下国际罪行的国家元首，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法庭上因犯罪而受到追究者。

这份判决发出了一个有力和明确的信号，即任何人都

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对无法无天的一项胜利，

它实实在在地证明了问责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此

案被上诉，预计上诉将在年底前结束，到时特别法

庭将让位于根据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的协议设立

的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52

20. 与其他法庭不同的是，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

还未到结束工作的阶段。2012 年 2 月，最高法院分

庭在首份上诉判决中确认康克由 ( 别名杜克 ) 犯有

危害人类罪，并将他的刑期从 35 年延长为终身监禁。

随着杜克案的结束，目前重点已转向 2011 年 11 月开

始审理的第二起案件，涉及红色高棉政权四名还活

着的高级领导人。53 鉴于被告年事已高，法官采取了

创新的办法，将审理分成若干阶段，可连续进行。

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进行的最重要的

国际刑事审判。另外两起一直引发很大争议的案件

正处于调查阶段。两名国际联合调查法官先后辞职，

这引起了严重的关注，即这一发展最终可能导致有

关嫌疑人无法受到追究。但是，联合国继续承诺，

保证绝不容许民主柬埔寨时期的犯罪者逍遥法外。

21. 2011 年 6 月，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确认判定

涉嫌参与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他 22 人

遇袭死亡一案的 4 个人有罪，并发出了对他们的通

缉令。54 鉴于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能发现和逮捕这 4 名

被告，特别法庭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对他们进行缺席

审判。检察官也在审查另外四起相关的袭击，以确

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提起指控。特别法庭最初规定

51 检察官诉查尔斯·甘凯·泰勒，案件号 SCSL-03-01，
2012 年 4 月 26 日的裁定。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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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25 号，第 333 页。《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设立塞拉

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2002 年 1 月 16 日，弗里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78 卷，第 38342 号，第 137 页。
53 在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庭的第 002 号案件中，农谢

和乔森潘 ( 与英萨利和英蒂丽一起 ) 以危害人类罪、灭绝种

族罪和严重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被起诉 (www.eccc.gov.
kh/en/case/topic/2)。

54 检察官诉萨利姆·贾米尔·阿亚什等人，案件号 STL-
11-01/T/TC(www.stl-tsl.org/en/the-cases/stl-11-01)。

http://www.ictrcaselaw.org/docs/20111216-dco-0175-01-en.PDF
http://www.ictrcaselaw.org/docs/20111216-dco-0175-01-en.PDF
http://www.icty.org/case/mladic/4（2016年6月1
http://www.icty.org/case/karadzic/4（2016年6月1
http://www.stl-tsl.org/en/the-cases/stl-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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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年任期已于 2012 年 2 月到期。按照安全理事会

2007 年 5 月 30 日第 1757(2007) 号决议附件 ( 第 21
条 ) 的规定，秘书长在征求黎巴嫩政府和安全理事

会的意见后，已将特别法庭的任务又延长了三年。

22.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目前已成为联合

国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核心。规约生效十周年是一个

具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将举行全年的庆祝活

动。十周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回顾十年来国

际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成就，并希望它可以提醒信守正

义的所有国家，确保继续支持法院是刻不容缓之举。

23. 法院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作出了首份判决，

判处托马斯·鲁邦加·迪伊洛因招募 15 岁以下儿童

入伍、招募儿童参与武装冲突、使用儿童积极参与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而犯有战争

罪。量刑听证订于 6 月中开始。虽然对于法庭花了

五年多时间才完成首次审理一事存在一些批评意见，

但批评者也不应忘记所有新的管辖机构所需面对的

那些问题，摆在它们面前的法律道路是未经开拓的，

也没有先例可以提供指导。预计法庭会逐渐加快工

作步伐，同时也会对被带上法庭者保障正当程序。

24. 法庭目前对以下七地的情况行使管辖权：刚

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北部、达尔富尔、

利比亚、肯尼亚和科特迪瓦。法庭是国际社会确保问

责、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和加强法治工作的核心所在，

如果国际社会真心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支持法

庭的工作。

25. 针对会员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要求，联合

国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资金

和后勤支持。但是，提供这些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

风险，即联合国可能被牵涉到这些部队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中。2009 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就

证明了这一点。为管理这项风险，秘书长于 2011 年

7 月宣布实施对人权给予应有注意的政策，只要联合

国的任何部门考虑或参与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

支持，都要奉行这一政策。55 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制订

这项政策的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根据这项政策，

只要联合国的某个实体考虑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

供支助，就必须首先开展所涉风险评估，特别是接受

55 见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A/67/1)，第 58 段。

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的

案文，载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A/67/775–S/2013/110)。

支助的部队有可能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人权法律或难民法的行为。如有充分理由确信存在

这种风险，又不可能采取措施予以消除或将其限制

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则联合国相关实体不得支助

有关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如联合国某实体确实向

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了支助，则政策要求该实体

采取措施，密切监督那些部队的行为。如此后该实

体收到情报，使之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这些部队正在

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人权或难民法的行为，

则该实体必须立即与有关指挥当局进行交涉，以期

制止这些违法行为，如交涉无效，违法行为继续进行，

则联合国实体必须中止或撤销对有关部队的支持。

26. 这项政策植根于三个不同方面的法律之中。

第一个是《宪章》第一条第三项，授权联合国增进

并激励对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二个是国际责

任法要求国际组织不得帮助或协助一国或另一国际

组织违反其国际法律义务。当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属于

冲突的一方而联合国恰恰由于向这些部队提供支持

而成为冲突当事方之时，就涉及到第三个方面。在

这种情况下，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共有的

第一条所体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要求联合国应当

在其能力范围之内采取行动，确保非联合国安全部

队以遵守其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义务的方式开展行动。

27. 法律顾问办公室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赦免问

题。十多年来，秘书长一直向他的特使和特别代表

建议，在谈判和平协议时，这类协议中不应包含赦

免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或严重违反人权

的行为，如即决处决、法外处决、酷刑、强迫失踪、

奴役、强奸和具有同样严重程度的性暴力。法律顾问

办公室为协助制订和建立这项政策发挥了核心作用；

此外，随着秘书处对斡旋和斡旋支持日益采取“联合”

的方式，该办公室目前也在确保这一方针得到适当

的落实方面发挥类似的作用。

28. 关于维和背景下人权审查的问题，她指出，

虽然联合国人员在行动中出现严重行为不端包括性

剥削和虐待的案例很少，但已有的案例对联合国的

信誉和工作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联合国在困难的环

境下开展复杂任务时，所依靠的是本组织在当地民众

眼中的信誉和合法性。因此，如果联合国人员违反了

当地法律，就玷污了联合国的形象，损害了联合国

履行任务的努力。如果对所犯的罪行没有真正的问

责，或者问责措施是在遥远的维和部队派遣国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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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机构进行，可能跟犯罪发生地和受害者相隔遥远，

就会更加重这种负面影响，而情况往往如此。

29. 因此，联合国正在努力采取一些措施，防止

发生严重的行为不端问题，这项工作带来多层面的挑

战。这些措施包括确保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全体

服务人员必须达到《宪章》中规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

为此，维和行动部政策和最佳做法科正在领导一个跨

部门的工作小组，以便制订一项政策，要求维和部队

或警察派出国对向联合国行动提供的人员进行甄别。

待该政策在整个联合国内实施后，如果有理由认为

某位维和人员犯下了刑事罪行或严重违纪，或其行

为构成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联合国保留拒绝予以派驻或提前将维和人员送回本

国并由其相关国家当局承担费用的权利。

30. 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捍卫法治的时候必须率先

垂范。秘书长明确表示，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纪律

措施，或根据具体情况，将案件提交检诉，同时会

考虑到正当程序要求，也不会损害到 1946 年《联合

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中规定的适用的特权和豁免。

联合国在处理上述问题时与相关会员国密切合作，

这些会员国通常是维和行动东道国或有关维和人员

的国籍国。

31. 如果东道国的司法机构很薄弱，没有能力为

被告提供公正审判，这种情况下在执行适用的规则和

机制方面就遇到实际的困难。实践表明，现有机制成

功的关键是有关各方之间的合作，换句话说，东道国、

维和人员国籍国和联合国之间要进行合作。

32. 依照 1946 年的公约，联合国非常认真地对

待与东道国相关当局进行合作的义务，以推动司法工

作的恰当进行，因为这是法治的一项关键内容。举例

说来，如果东道国的国民试图在联合国馆舍寻求庇

护而逃避当地执法当局的逮捕，这时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在出现这种情况时，联合国必须与相关国家

主管部门合作，另一方面，这种合作必须是有条件的，

即获得东道国的保证，有关个人在任何法律诉讼中

要得到正当程序保证，更笼统地说，即他们不会遭

受酷刑或其他严重违反人权的对待。

33. 保护的责任是一个很有意思和相对较新的政

治和法律概念，近年来在联合国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在 2005 年举行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上，150 多位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致接受了“保护的责任”概念，

宣布“每一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

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56“国

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也有责任……帮助保护人民”57 免

受这些罪行的侵害。

34. 秘书长确认了将保护的责任付诸实施的三大

行动支柱。58 支柱一是国家有保护本国人民的持久责

任。支柱二是国际社会的作用，即在危机和冲突升级

到发生违反保护的责任犯罪之前协助各国保护其人

民。支柱三涉及各国的承诺，即如果国家当局显然

未能保护其人民，则各国准备按照《联合国宪章》的

规定，通过安全理事会，及时和坚决地采取集体行动。

这项承诺也扩大到《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以及第七

章下的行动，包括酌情与任何相关地区性组织合作。

当然，这一概念必须受到《宪章》下规定的法律框

架的限制：安全理事会任何采取行动的决定都要求得

到全体常任理事国的赞同票。这项要求凸显了下述事

实，即保护的责任并未对《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

规定创建任何新的例外。这些例外众所周知：出于

自卫而采取的行动以及安全理事会批准采取的行动。

35. 大多数国家同意，联合国首先应当重在预防。

那么，为了使这一概念具有实际意义，就必须研究联

合国怎样在危机发生前协助各国保护其人民，特别是

在安全理事会不大可能授权采取第七章规定的强制

行动时。这项挑战尚待解决，当然，这一挑战也随具

体情形不同而有差别，因为每种情况都有其独特性。

36. 保护的责任反映了全世界的一种信念，即国

家允许严重侵犯本国人民的人权是不道德和不可接

受的，国际社会有义务防止发生此类犯罪行为。保护

的责任概念来源于一些重要的发展，第一个是承认

冲突的性质自 1945 年起草《宪章》以来已经发生了

变化：当今的大部分冲突是发生在国家之内而不是

国与国之间。它标志着基本人权原则得到普遍接受，

加强了处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规

范背景，并确认各国根据国际法有义务防止、起诉

和惩处这类罪行。

37. 承认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的基石——产生

责任，这是保护的责任的核心。各国必须保护其人

民不受违反保护的责任犯罪的侵害，同样，国际社

56 大会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2005 年世界

首脑会议成果”，第 138 段。
57 同上，第 139 段。
58 履行保护责任：秘书长的报告 (A/63/677)，第 11–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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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有积极的义务帮助各国履行其责任，并在其不

能履行时采取行动。主权意味着责任的概念凸显了

下述事实：主权是国际法下特定地位和权威的基础，

同时也构成对本国人民持久责任的基础。

38. 必须指出，保护的责任概念并没有克减国家

主权的原则，而是加强了这一原则，强调国家作为其

国民的保护者的角色。正如秘书长所说，保护的责

任是“主权的盟友而不是对手”。59 既然国家和主权

的定义属性之一是保护人民，那么防止暴行就从国

家层面上开始。由于保护的责任强调预防，因此就

加强了《宪章》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及只能按照《宪

章》规定的法律框架采取强制措施的原则。

39. 这样一来，有人可能会问，新在何处呢。保

护的责任的“附加值”在于它总结了国际社会对于

保护的责任所针对的四种犯罪所必须承担的道德和

法律责任。它可以成为重要的政治进程的有力工具，

在技术和物质援助的同时辅之以政治压力，以帮助

国家履行其责任。它不仅对国家政府产生压力，而

且对国际社会行为人带来压力。它反映了在视角方

面一个显著的转变。虽然有些人会称，保护的责任

不具有规范的效果，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授权

性的新的规范，虽然不是一个规定有约束力的新的

义务的强制规范，但它确实规定了额外的责任，其

中包括采取行动。

40. 在就利比亚的问题上援引保护的责任时，安

全理事会在 2011 年 2 月 26 日第 1970(2011) 号决议

的前言中回顾利比亚有“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国

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和双边机构行事，采

取了一系列支柱二和支柱三下的措施，以帮助平民

人口免受安全理事会所说的“广泛和系统的攻击……

[ 这种攻击 ] 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同上 )，从而

将攻击置于违反保护的责任之犯罪的框架之下。所

采取的措施包括外交手段、实施制裁、将局势提交

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到安全理事会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

第 1973(2011) 号决议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

遭受攻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 第 4 段 )。国际社

会在利比亚的行动是迅速、多方面和有针对性的，

是迄今为止对保护的责任最明确和有力的适用。

41. 可以说，就国际社会在保护的责任背景下在

利比亚采取行动的成败得失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59 同上，第 10(a)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干预受到了批评，认为它超越

了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界限，并引发关于保护的责任

已经并可能再次被“政治考虑”利用的关切，即实现

“政权变更”或对国家内部事务干预的合法化。同

时还有人认为，安全理事会规定的界限并未被逾越，

保护利比亚的平民就需要所采取的那种猛烈行动，

干预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42. 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叙

利亚的严重局势上升为国际议程上的头号问题，成

为保护的责任的真正考验。各国和国际社会通过阿

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的机制行事，努力提供协助

并通过支柱二和支柱三下的努力施加压力。秘书长

多次呼吁叙利亚当局停止暴力行为，并一直提醒叙

利亚该国的责任。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及大会都大量介入叙利亚局势并极力呼吁。

43.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两份关于叙利亚的决议。

在 2012 年 4 月 14 日第 2042(2012) 号决议中，理事

会呼吁紧急、全面和立即执行联合特使六点建议的

全部内容 ( 呈现于附件中 )。在 2012 年 4 月 21 日第

2043(2012) 号决议中，理事会决定设立联合国叙利

亚监督团 (联叙监督团 )，最初为期 90 天 (第 5 段 )。

由于监督团必须毫无拖延地达到授权的最大规模，

部署工作正在继续迅速进行。

44. 尽管防止叙利亚发生流血事件业已太迟，但

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找到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

办法。保护的责任不仅是要强调国家面对其人民的责

任，而且要对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动员国际社会帮助

国家履行其义务，包括在国家没有履行义务时采取

集体行动。迄今为止，叙利亚当局基本上无视其责任，

但国际社会没有无视自己的责任：国际社会已经动

员起来，虽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但国际社会紧紧

依靠保护的责任理论。

45. 关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履行多项职

能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活动，她表示，该司支持

统一和系统地实施《公约》及其两项执行协议以及

其他相关协定和文书。海洋司成功地协助大会每年

审议与海洋事务和海洋法有关的问题，鉴于 2012 年

6 月即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这些问题就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6. 要建立一个关于海洋的单一、系统的法律机

制，就需要普遍加入《公约》，因此这始终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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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优先要务。因此，大会在关于海洋和海洋法

的 2011 年 12 月 24 日第 66/231 号决议中重申呼吁全

体国家加入《公约》及其执行协定。秘书长也鼓励

34 个尚未加入《公约》的会员国加入。柬埔寨已宣

布准备近期批准《公约》。为纪念《公约》开放供

签字三十周年，大会决定于 2012 年 12 月就《公约》

举行为期两天的辩论，并已要求秘书长举办纪念活

动。

47. 2011 年 9 月在智利举行了包括社会经济问题

的海洋环境状况全球报告和评估常规工作首次研讨

会，第二次研讨会于 2012 年 2 月在中国举行。两次

研讨会的东道国在 2012 年 4 月的关于常规工作的特

设全体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上分别介绍了研讨会的结

果。

48. 渔业方面，大会回顾了关于海底拖网捕捞的

2006 年 12 月 8 日第 61/105 号决议和 2009 年 12 月 4
日第 64/72 号决议，这种捕捞办法会对脆弱的海洋生

态系统和深海鱼类的长期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

2011 年 9 月在纽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讨论

这份决议的实施问题，大会考虑到研讨会的讨论情

况，决定采取额外紧急行动规范在国家管辖之外领

域的海底拖网捕捞问题。这些行动列于关于可持续

渔业的 2011 年 12 月 6 日第 66/68 号决议 (第十章 )。

49. 尽管绑架发生率有所下降，但索马里沿海的

海盗行为继续威胁着航海者的生命、国际航运的安

全保卫以及该地区的稳定。令人担忧的是，近几个

月来在几内亚海湾的海盗事件有所上升。法律事务

厅在若干场合努力帮助各国解决根据国际法制止海

盗行为的法律问题。2011 年的工作重点是两个主要

领域，即起诉海盗嫌疑犯的区域机制，包括专门的

反海盗法庭，还有国家关于海盗行为的立法。

50. 关于区域机制，法律事务厅根据安全理事会

在 2011 年 4 月 11 日第 1976(2011)号决议中的要求，

编写了一份秘书长报告，内容是建立一些专门的索

马里法庭审判索马里及该区域海盗嫌疑犯的模式，60

包括一个设在该地区另一个国家境内的索马里反海

盗域外专门法庭。该厅评估了围绕建立此类法庭有

关的法律和实际考虑，包括国际人员参加的可能性

以及预计的费用问题。

60 S/2011/360。

51. 安 全 理 事 会 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 第

2015(2011) 号决议中决定作为紧急事项，继续审议

在索马里和该区域其他国家设立反海盗专门法庭的

问题。法律厅以这份决议为基础，为秘书长编写了

另一份报告 (S/2012/50)，61 列出了设立此类法庭的详

细建议。报告评估了：(a) 国际援助类别，提供使反

海盗专门法庭投入运作所需的国际工作人员；(b) 移
交被捕海盗和相关证据的程序安排；(c) 此类法庭处

理案件的能力估计及其时间安排和费用估计。

52. 安全理事会在第 2015(2011) 号决议中呼吁

各国在国家法律中规定海盗为犯罪行为。安理会也

呼吁各国际伙伴协助各国拟订反海盗法。理事会请

秘书长汇编和通发会员国提供的所采取措施的资料，

包括在国内法中规定海盗为刑事犯罪，起诉和支持

起诉涉嫌在索马里海岸进行海盗活动的个人，将已

定罪的海盗投入监狱。迄今为止已收到 42 个会员国

的材料。

53. 有关在船上使用私营武装保安人员作为反海

盗保护性措施的问题引发若干复杂的法律问题。索

马里海岸海盗问题联络小组和国际 ( 海事组织 ) 正

在研究这些法律问题。

54. 谈到国际贸易法司的活动，她说，2011 年又

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贸易法委员会 ) 丰收

的一年。对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进行

了修订，62 以反映自 1994 年示范法 63 通过以来在使用

中取得的经验和发展出来的实践。《示范法》的主

要目的是加强采购工作的效率和效力。委员会还发

布了一份出版物，题为《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

示范法：法律视角》，64 目的是通过向法官提供关于

跨国界破产相关问题的信息和指导，促成对《示范法》

作统一的解释。贸易法委员会通过其各个工作组，

也参与有关其他一些问题的工作，包括基于条约的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仲裁的透明度、在线争端解决、

可转移电子记录、关于跨国界破产的特定概念以及

动产担保权登记。

61 S/2012/50。
62 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2011 年 7 月 1 日，

见 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
2011/2011-Model-Law-on-Public-Procurement-e.pdf.63。

63 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及立法

指南》( 联合国，纽约，1995 年 )，见 www.uncitral.org/pdf/
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ml-procure.pdf。

64 见 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insolven/Judicial-
Perspective-2013-e.pdf。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ml-procure.pdf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ml-procure.pdf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insolven/Judicial-Perspective-2013-e.pdf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insolven/Judicial-Perspective-201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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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预计贸易法委员会在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6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将审议和完成

《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立法指南修订本》。65

委员会还将审议今后在公共采购和小型信贷领域的

工作以及在促进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方面的作用。

56. 这方面一个显著的进展是设立了贸易法委员

会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中心，这是一个创新的重要步

骤，使贸易法委员会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

助。区域中心已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正式开张，其

主要目的是促进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发展，通过传

播国际贸易规范和标准，特别是贸易法委员会制订

的那些规范和标准，提高国际商业交易中的确定性。

57. 谈到条约科的工作，她回顾到，条约科通过

年度和特别条约活动，推动各国广泛加入由秘书长

保存的多边条约，最近的一份是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在第 66/138 号决议中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关

于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2012 年条约活动的重

点是法治，正好与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高级别活动

期间举行的为期一天的国家和国际法治问题全体会

议同时。

58. 目前资源短缺，经济形势困难，这就意味着

国际法委员会需要作为一项紧急事项，思考自身应如

何提高效率、效力和产量。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委员会届会的会期长短，包括届会应否分两期进

行。资金方面的困难迫使联合国向第六委员会建议，

国际法委员会应审慎地管理其工作方式。要想在预

算限制下继续开展活动，联合国所有实体都需要寻

找创新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59. 主席感谢法律顾问奥布赖恩女士的讲话，请

委员们提出意见和问题。

60. 诺尔特先生针对保护的责任问题表示，他的

理解是，尽管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任何新的法律义

务，但它确实意味着新的政治义务，他问这种理解

是否正确。

65 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颁布指南》

(2014 年，纽 约 )，见 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
procurem/ml-procurement-2011/Guide-Enactment-Model-
Law-Public-Procurement-e.pdf。

61. 哈苏纳先生回顾到，自 2008 年以来，66 大会

每年都请委员会就其在促进法治方面的作用提出评

论，而法治是委员会工作的实质。因此他想知道，是

否会邀请委员会参加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高级别

活动期间举行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法治问题的为期一

天的全体会议。他还想知道，法律顾问对此次会议成

果有何预期：这次会议只是像第六委员会上举行的

另外一场辩论而已，还是会议会导致通过新的机制，

为促进全世界不同区域的法治带来实质性内容？

62. 卡姆托先生问关于起诉科特迪瓦在国际刑事

法院调查涵盖的期间内犯罪主要责任人的工作取得

了哪些进展。法院似乎正在成为一所属人管辖的非

洲法院。他想知道， 检察官办公室以前宣布的其他

大陆情况的调查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法院的普遍

性并不单单取决于批准的数量，它的一项基本条件

是应当有非洲以外大陆的起诉。

63. 奥布赖恩女士 (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

法律顾问 ) 说，关于保护的责任，法律义务和政治

义务之间的区分是个微妙的问题。保护的责任的概

念——特别是涵盖《宪章》第七章的支柱三——并没

有引发新一个层面的国际法，或带来人道主义干预

的权利：《宪章》中关于使用武力需要得到安全理

事会授权的规定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这一概

念确实产生了政治和道德义务。她本人认为，这个

概念意味着采取作为的道德和政治义务，但没有采

取作为的法律责任。但是她承认，这三种义务在某

种程度上是重叠的。

64. 她不能肯定大会为期一天的特别全体会议会

产生什么成果。预计与会人员级别会很高。从法律

事务厅的观点看，讨论的重点应当是国际法和国际

层面的法治。计划只会邀请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作为

委员会的唯一代表与会，但编纂司也可研究是否有

可能扩大与会范围。

65.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科特迪瓦事件的起诉

情况，她回顾到，目前洛朗·巴博已经被捕，其审

理工作正在进行。检察官继续审查整体形势；他在

继续进行调查，他可以选择调查更广泛的罪行，而

不仅仅是前国家元首的犯罪。法律顾问办公室与国

66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题为“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法治”

的第 63/128 号决议，第 7 段。另见 2009 年 12 月 16 日第

64/116 号决议，第 9 段，2010 年 12 月 6 日第 65/32 号决议，

第 10 段，和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2 号决议，第 12 段。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2011/Guide-Enactment-Model-Law-Public-Procurement-e.pdf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2011/Guide-Enactment-Model-Law-Public-Procurement-e.pdf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procurem/ml-procurement-2011/Guide-Enactment-Model-Law-Public-Procuremen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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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刑事法院密切合作，但并不非常了解检察官办公

室的内部工作情况。

66. 她的理解是，法院正在审查的局势并不仅限

于非洲，还有诸如阿富汗和哥伦比亚的情况。关于暗

指非洲的问题，应当记得，假如没有非洲国家的承诺，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就不可能存在；非洲国

家是支持设立法院的最大区域集团，非洲国家中加

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比例是很可观的。

重要的是，许多对非洲情况的调查是发生事件的非

洲国家自己提交的。只有两次关于非洲的情况——利

比亚和达尔富尔局势——是安全理事会提交法院的。

肯尼亚的形势是检察官自动启动调查的。

67. 吉滴猜萨里先生问，保护的责任概念的第三

个支柱可否理解为授权对国际法下严重罪行的肇事

者行使普遍管辖权，特别是对未能保护本国平民的

国家领导人。他也想知道，可否将其理解为授权或

引渡或起诉此类领导人。

68. 关于海盗的问题，他注意到，在联合国的实

践与国际海事组织的实践之间似乎存在差异。海事组

织一直强调，索马里海盗不是恐怖分子，因为他们犯

罪是出于私人而不是政治目的。但是，根据打击恐

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如《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

约》，索马里海盗被视为犯罪者，这样，就可以适用《制

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来打击他们的

活动。

69. 关于法治问题，他注意到，黎巴嫩问题特别

法庭受到大量批评，因为它采取了一个不符合合法

性原则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67 另外一个法庭，即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也由于检察官和法官辞职而

受到很坏的影响。鉴于努力捍卫法治的那些个人和

机构自身正在经历困难，法治似乎正面临危机。

70. 特拉迪先生问，法律事务厅在参与秘书长关

于法律问题的报告时，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需要在提

供高质量信息和提供会员国能够接受的信息之间取

得平衡。例如，对于海盗问题，报告中较为详细地

介绍了区域起诉机制包括专门的反海盗法庭的问题，

67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上诉分庭，关于适用法律的中间

裁决：恐怖主义、共谋、杀人、作恶、累加指控，2011 年 2
月 16 日，案号 STL-11-01/I，第 145–148 段，其中“法庭必须

适用黎巴嫩法律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罪行”(第 145 段 )。

但对自然资源的问题所谈不多，而这被一些国家视

为重要的问题。

71. 瓦科先生问，如果一国未能履行其保护本国

公民的首要责任，因此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份决议呼

吁采取集体行动，则这项决议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

权的更迭。关于海盗问题，他指出，他以前担任肯

尼亚总检察长时，起诉海盗的数字创下了记录，因

此他非常赞赏法律事务厅就此问题开展的工作。鉴

于有关国家建设诸如区域法庭或国家法律等机制需

要时间，因此应当从资金和人力资源上对这些国家

提供协助。他就此向法律顾问发出呼吁，因为起诉

工作对资源稀缺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如肯尼亚、

吉布提、塞舌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72. 奥布赖恩女士 (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

法律顾问 )针对吉滴猜萨里先生提出的问题表示，在

保护的责任背景下，对普遍管辖权适用的国际法律原

则以及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同样适用，并没有改变。

保护的责任概念的目的和结果都不是改变当前国际

法的任何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它为国家带来了落

实普遍管辖权以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一种道德和

政治义务或责任。

73. 她同意，联合国与海事组织在处理海盗问题

的办法上有差别；这是因为两个组织发挥的作用有

所不同。但是，联合国与海事组织密切合作，特别

是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就双方面临

的共同问题寻求理解和解决办法。例如，海事组织上

周在伦敦举办了一场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若干困难

的法律问题，如在船上雇用私营武装保安人员问题。

法律事务厅认为自己有义务宣传相关公约，并鼓励

各国履行这些公约的义务，以确保公约得到执行。

74.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是混合法庭或国际法庭

中最具有挑战性的，自启动以来面临多次危机，包

括辞职、威胁辞职，最近还由于一名被告的健康关

切而使审理面临崩溃。对某些案件的调查受到重重

政治干预，她本人多次与柬埔寨政府交涉，试图制止

这种干预。但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和困难，法庭成

为法治的重要催化力量。全国有 30 000 多人不辞麻

烦地来到审理现场，近距离感受正义，这一事实就

凸显了它对柬埔寨的重要性。鉴于法庭在这方面所

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顾问办公室特别关注

它目前面临的脆弱形势和可能遭遇更多困难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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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对特拉迪先生的问题，她回答说，在达到会

员国预期的同时确保所提供产品的质量，是法律顾问

办公室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在这方面，办公室

对与海盗有关的一个问题的答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安全理事会最初要求一份关于设立一个处理海盗问

题的国际法庭的可能性的报告，因为有些国家表示

强烈支持这样一所法庭，特别是法国和俄罗斯联邦。

办公室以客观、职业和保持操守的精神编写了报告，

并依职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理事会根据法律顾问办

公室以及各国法律顾问向其提供的建议，决定不宜

设立这样一个法庭。此后，法律顾问办公室非常密

切地与理事会合作，考虑改进处理海盗的司法体系

的各种不同办法，如发展区域和国家法庭系统，帮

助它们发展打击海盗的能力。安全理事会尚未就此

作出决定。

76. 关于更广泛地确保提供产品的质量与满足会

员国预期的问题，另一个例证是上周安全理事会改

革的问题。被统一称为五小国集团的几个国家在大

会上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内容是改进安全理事会

的工作方法，包括一条涉及使用否决权的规定。应大

会主席的要求，法律事务厅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根

据对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

所有努力的全面分析，编写了一份法律建议。建议

特别考虑了促使五小国集团提出动议的大会 1998 年

11 月 23 日第 53/30 号决议，以确定这份决议是否创

立了一项要求，即对此问题的任何决定需要有三分

之二的多数，还要按决议草案联署国的主张，只需

要简单多数。法律事务厅认为，就所提交的决议草

案而言，宜由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她本人认为，

这份建议是客观、职业和平衡的；但是，对此结果

感到失望的人却对大会称这是完全错误和偏见的。

上午 11 时 40 分休会，下午 12 时 10 分复会。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A/CN.4/650 和 Add.1，G 节 )

[议程项目10]

77. 主席回顾说，根据他就委员会工作所需采取

办法的磋商情况，决定为“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专题工作组任命一名主席，并任命一位“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别报告员。

78. 主席团建议任命吉滴猜萨里先生担任“或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专题工作组主席。如无异议，他

就视为委员会同意。

吉滴猜萨里先生被任命为“或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专题工作组主席。

79. 主席说，主席团提议由埃斯科瓦尔·埃尔南

德斯女士担任“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

题特别报告员。如无异议，他就视为委员会同意。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被任命为“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别报告员。

80. 主席说，经过协商，已一致同意在委员会工

作方案中增加两个新的专题，即“条约的临时适用”

和“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81. 主席团建议，应将“条约的临时适用”专题

列入目前的工作方案，并任命戈麦斯·罗夫莱多先

生担任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如无异议，他就视为

委员会同意。

委员会决定将“条约的临时适用”专题列入目

前的工作方案，并决定任命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担任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82. 主席说，主席团建议将“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与证据”专题列入目前的工作方案，并任命迈克尔·伍

德爵士担任该专题特别报告员。如无异议，他就视

为委员会同意。

委员会决定将“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专

题列入当前的工作方案，并任命迈克尔·伍德爵士

担任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83. 尼豪斯先生 ( 规划组主席 ) 宣布规划组由以

下委员组成：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

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

士、吉滴猜萨里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

菲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

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

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

德爵士和斯图尔马先生 (报告员，当然成员 )。

下午 12 时 20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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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33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

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哈苏纳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麦克

雷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

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1. 主席说，主席团已通过下一周的工作计划，

并已分发至各位委员。如无异议，他即视为委员会

予以通过。他还请各位委员注意本届会议第二期会

议的暂定工作计划，强调这份计划完全是暂定性的。

上午 10 时 05 分散会。

第 3134 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

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

先生、雅格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

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

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

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650 和 Add.1，B 节，A/CN.4/651， 
A/CN.4/L.797)

[议程项目2]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介绍 A/CN.4/
L.797 号文件所载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第 1 至

32 条草案标题和案文。这些草案构成驱逐外国人专

题的整套条款草案，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1条草案　范围

1.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一国驱逐合法或非法地在其境内的外

国人事宜。

2. 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依国际法享有特权和豁免的外国

人。

第2条草案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驱逐”是指可归于一国的正式行为或由作为或不作为

构成的行为，一个外国人因此被迫离开该国领土；它不包括引

渡到另一国家，移交给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或法庭，或不允许一

个非难民的外国人进入一国；

(b) “外国人”是指不拥有其所在国的国籍的个人。

第3条草案　驱逐权

国家有权将外国人驱逐出境。驱逐应符合本条款草案和其

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尤其是与人权有关的规则。

第4条草案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只有在执行依法作出的决定的情况下才可驱逐外国人。

第5条草案　驱逐的理由

1. 任何驱逐决定均应说明决定所依据的理由。

2. 国家仅可以法律规定的理由驱逐外国人，尤其包括国家

安全和公共秩序之理由。

3. 应考虑到事实的严重性，并虑及所有情节，包括所涉外

国人的行为，并且在相关情况下，考虑到这些事实所造成的威

胁的目前性质，本着诚信合理地评估驱逐理由。

4. 国家不得以违背国际法的理由驱逐外国人。* 续自第313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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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禁止驱逐的情况

第6条草案　禁止驱逐难民

1. 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外，一国不得驱逐合法地

在其境内的难民。

2. 第 1 款也适用于非法地在一国内但已提出承认难民身份

的申请，其申请正有待审理的任何难民。

3. 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遣返(“推回”)至其

生命或自由因其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因其

政治见解而会受到威胁的国家或领土边界，除非有正当理由认

为该人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除非该人已被最终判定犯有特别

严重罪行，对该国社会构成危险。

第7条草案　禁止驱逐无国籍人

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理由外，一国不得驱逐合法地在

其境内的无国籍人。

第8条草案　具体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则

本条款草案规定的适用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不影响法律规

定的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则。

第9条草案　仅为驱逐的目的剥夺国籍

一国不得仅为将其驱逐的目的，通过剥夺国籍使其国民成

为外国人。

第10条草案　禁止集体驱逐

1.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集体驱逐是指驱逐外国人群体。

2. 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包括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3. 一国可同时驱逐某外国人群体的成员，条件是，驱逐是

在对该群体的每位成员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合理、客观的审查之

后并在审查基础上进行。

4. 本条款草案不影响适用于在涉及驱逐国的武装冲突的情

况下驱逐外国人的国际法规则。

第11条草案　禁止变相驱逐

1. 禁止以任何形式变相驱逐外国人。

2.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变相驱逐是指由于国家的作为或

不作为所造成的间接后果，外国人被迫离开该国，包括国家支

持或容许其国民或其他人实施意图促使外国人离境的行为。

第12条草案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第13条草案　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而诉诸驱逐

一国不得为了规避正在进行的引渡程序而诉诸驱逐。

第三部分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14条草案　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格尊严 
和人权的义务

1. 在驱逐过程的所有阶段，拟被驱逐的所有外国人均应得

到人道的和尊重人的固有尊严的待遇。

2. 他们有权得到对其人权，包括本条款草案所述人权的尊

重。

第15条草案　不歧视的义务

1. 国家在行使对外国人的驱逐权时，不得以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

出生或其他身份为由，或以国际法不容许的任何其他理由，进

行任何歧视。

2. 这种不歧视也适用于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对其人权包括本

条款草案所述人权的享受。

第16条草案　弱势人员

1. 拟被驱逐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其他弱势人

员应按其弱势身份予以考虑并给予充分考虑其脆弱性的待遇和

保护。

2. 尤其是，在所有涉及拟被驱逐的儿童的行动中，儿童的

最大利益应是一项首要考虑。

第二章 

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

第17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的义务

驱逐国应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

第18条草案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

驱逐国不得使拟被驱逐的外国人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第19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条件

1. (a) 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不得是惩罚性的。

(b)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应与被判处

剥夺自由刑罚者分开拘留。

2. (a) 拘留期不应是无限制的。应将拘留期限定为执行驱

逐所需的合理必要时间。禁止所有时间过长的拘留。

(b) 延长拘留期的决定仅可由法院或一名获授权行使司法

权的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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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应在法律规定的具体标准基础上定期审查拟被驱逐

的外国人的拘留情况。

(b) 在遵守第 2(a) 款的前提下，在驱逐无法执行时应终止

拘留，除非可将原因归诸有关外国人。

第20条草案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1. 驱逐国应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家庭生活权。

2. 驱逐国不应干涉家庭生活权的行使，但在法律规定的情

况下且在保持国家利益和当事外国人利益的公正平衡基础上的

干涉除外。

第三章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第21条草案　离境前往目的地国

1. 驱逐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便利拟被驱逐的外国人自愿离

境。

2. 在强制执行驱逐决定的情况下，驱逐国应采取必要措施，

按照国际法规则，尽可能确保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安全地前往目

的地国。

3. 驱逐国应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给予拟被驱逐的外国人

合理的期限以准备离境。

第22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1.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应被驱逐至其国籍国或根据国际法有

义务接收该外国人的任何其他国家，或应驱逐国请求或酌情应

当事外国人请求同意接收该人的任何国家。

2. 若未确定国籍国或根据国际法有义务接收该外国人的任

何其他国家，且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接收该外国人，该外国

人可被驱逐到其有权入境或居留的任何国家，或酌情驱逐到该

外国人从其进入驱逐国的国家。

第23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 
会受到威胁的国家的义务

1. 不得将任何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可能会因种族、

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

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为由等理由，或因国际法不容许的任何

其他理由而受到威胁的国家。

2. 不适用死刑的国家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会受到死

刑威胁的国家，除非它已事先获得保证：不判处死刑，或如已

判处死刑，不予执行。

第24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会使其面临酷刑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的国家的义务

国家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有充分理由相信此人会面临遭受

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之危险的国家。

第四章 

过境国境内的保护

第25条草案　在过境国境内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权

过境国应按照其国际法义务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权。

第四部分 

具体程序规则

第26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

1.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享有下列程序权利：

(a) 收到驱逐决定通知的权利；

(b) 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c) 由一个主管当局听讯的权利；

(d) 获得有效救济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e) 在主管当局面前有人代理的权利；和

(f) 如果不懂或不讲主管当局所用的语言，有获得免费口译

协助的权利。

2. 第 1 款所列权利不影响法律规定的其他程序权利或保

障。

3.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有权寻求领事协助。驱逐国不应妨碍

行使这一权利或妨碍提供领事协助。

4. 本条规定的程序权利不影响驱逐国适用有关驱逐非法在

其境内不足六个月的外国人的任何法律。

第27条草案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合法在驱逐国境内的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提出的上诉对驱逐

决定具有暂停执行的效力。

第28条草案　个人申诉程序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应能够诉诸涉及个人向主管国际机构申诉

的任何现有程序。

第五部分 

驱逐的法律后果

第29条草案　重新准入驱逐国

1. 如果一个主管当局确定驱逐非法，被一国驱逐的合法在

该国境内的外国人有权重新准入驱逐国，除非其返回对国家安

全或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或按照驱逐国的法律该外国人已不再

符合入境条件。

2. 在任何情况下，先前的非法驱逐决定不得被用来阻止该

外国人重新获准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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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

驱逐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

并应依法允许外国人自由处置其财产，甚至从国外处置。

第31条草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违反本条款草案或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之下的国际义务驱

逐外国人引起驱逐国的国际责任。

第32条草案　外交保护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国籍国可就该外国人行使外交保护。

2. 该报告涵盖了驱逐外国人专题起草委员会自

2007 年开始的全部工作。国际法委员会在历届会议

上决定将各项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并且起草

委员会决定将暂时通过的条款留在起草委员会，直

到完成本专题工作。

3. 简短概述条款草案的起源和发展之后，他说，

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举行了 12 次会议，审议了

整套条款草案，并决定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应在一读中通过。

4. 他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敬意。后者对主题的掌

握、指导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他感谢起草委员会委员们积极参与和做出重大贡献，

也感谢秘书处提供宝贵的援助。

5. 条款草案分为五个部分，他希望从第一部分

( 一般规定 ) 和第二部分 ( 禁止驱逐的情况 ) 开始介

绍。

6. 第 1 条草案如最初建议的那样，题为“范围”。

在第 1 款中采用了“合法或非法”几字，以表明条

款草案处理的是驱逐国境内广泛的外国人，不论其

居留是否合法。这反映了国际法委员会从本专题工

作一开始就存在的普遍意见，即条款草案应将这两

类外国人都涵盖在内。言虽如此，并非条款草案的

全部规定都同样适用于合法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

或者同等对待这两类人。此外，条款草案范围内列

入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在理解时应参照第2条草案(a)
项阐述的条款草案范围不包括不接受入境问题。这

一点将在评注中予以说明。

7. 第 2 条草案 (a) 项中定义的“驱逐”概念，

决定了条款草案的属事管辖范围。关于属人管辖范

围，起草委员会深入讨论了是应当积极地为这一术

语下定义，如特别报告员所拟的列出不同类别的外

国人，还是消极地仅提及不包括在内的人。虽然一些

委员表示倾向于第一个选择办法，但其他一些委员认

为，提供一个包括在属人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人列表，

有可能遗漏那些也应包括在内的其他类别外国人。

起草委员会最终选择了排除性条款。

8. 第 1 条草案第 2 款因此从条款草案范围内排

除了根据国际法享有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评注

将说明这类外国人是离境行为受国际法特别规则管

辖的人，包括外国的外交官、领事官或其他官员，

国际组织人员，以及按照部队地位协定驻扎在外的

军事人员。虽然条款草案的属人管辖范围是消极地

规定于第 2 款所载的排除性条款之中，但是为了便

于说明，评注将列举条款草案范围内一般外国人之

外的特定类别外国人。这类人包括难民、无国籍人、

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9. 草案第 2 条规定整个文本中出现的“驱逐”

和“外国人”用语的定义。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起草

实践，如特别报告员原来建议的那样，起草委员会

为本条草案使用了“用语”而不是“定义”作为标题。68

10. 关于界定“驱逐”一词的 (a) 项，他指出，

经过深入辩论，起草委员会接受了特别报告员建议

的提法，以反映以下的区别：一种是一国正式驱逐

外国人离境，另一种是由于归因于该国并可能导致

同样结果的行为。大家感到，为条款草案的目的，

两者都应包括在“驱逐”的定义之中。起草委员会

决定使用英文术语“正式行为”，相当于法文术语“acte 
juridique”，而不是“法律行为”。后者如果被理解

为合法驱逐，可能会导致混淆。允许这样的模棱两

可存在，也是不幸的，因为第 2 条草案只涉及“驱逐”

的定义，并不影响到某一驱逐的合法性问题。

11. 明确说可能构成驱逐的正式行动或行为必须

是归因于一国的，并且这类行为可能由“作为或不作

为”构成，符合国际法委员会分别于 2001 年和 2011
年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69 和国际组织的

责任 70 的条款中使用的措辞。在驱逐问题上，强制因

68 《2007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58 段，

脚注 327。
69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见《200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

第 76–77 段。
70 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0 号决议，附件。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见《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

第 87–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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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特别报告员所拟的另

一项中已经提到这一点，并且将在评注中加以阐述。

评注对可能以“作为”驱逐的情况也提供了一些解释，

并将就此提到国家促使外国人离境的“意图”。评注

也阐述国家不作为的情况：可能采取的形式包括容忍

个人或私人实体针对外国人的行为。它将为此提到

第 11 条草案所载的禁止变相驱逐。应指出，起草委

员会倾向于使用第 2 条草案 (a) 项第一句所含的被

动说法 (“……外国人因此被迫离开该国领土……”)，

而不是特别报告员案文中的主动说法，因为前者允

许本条草案覆盖一国当局不作为，比如未能保护外

国人免遭非国家行为者的敌对行为而导致的驱逐。

12. (a) 项第二分句从条款草案中明确排除三个

问题，即将外国人引渡到另一国，将外国人移交国

际刑事法院或法庭，和不允许非难民的外国人入境，

这一点显然在委员会和各国已经得到广泛支持。关

于不允许入境问题，(a) 项评注将对适用排除性条款

的情况作一些解释。特别是，它会说明，在外国人

抵境时正式采取的不允许入境，有别于驱逐已在本

国境内的即使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后一情况属于本

条款草案的范围内。

13. (b) 项所载的“外国人”定义与特别报告员

建议的一样，但是以“个人”替换了“人员”一词，

以说明条款草案只涵盖自然人。起草委员会已决定

删除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包含的条件，该条件将

“外国人”的定义加以“除非该国立法另有规定外”

的限制。71 因为数位委员认为这不清楚。虽然一国毫

无疑问地可以对某些类别的外国人赋予避免驱逐的

特殊保护，因此可在驱逐方面将其看作国民，但这是

一个应受国内法 (或特别条约制度 )决定的事，可能

在评注提及就够了。此外，大家认为，在 (b)项的“外

国人”定义中不包括这类个人，可能有不良影响，

剥夺了条款草案体现的对他们的保护。

14.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特

别报告员原来案文 (d)项中所含的“领土”定义。大

家认为，拟议的作为“国家在其中行使其主权所产生

的全部职能的空间”的“领土”定义，所造成问题

可能会比它解决的更多，尤其是当一国在他国领土

上行使主权权力的情况下，比如外国管理下的领土、

被占领的领土和军事基地。

71 《2007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58 段，

脚注 327。

15. 起草委员会也决定删除 2007 年最初提议的

原来案文 (e) 项所拟的“边境”一词定义。它认为不

需要为一个只出现在第 6 条草案第 3 款的术语下定

义。这一定义其实是转用了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第三十三条第 ( 一 ) 款的内容。委员会也

认为，所拟的“边境”作为一个“区域”的定义会

带来麻烦。例如，在最初定义中说边境地区内无“居

民地位”是不恰当的，因为即使合法居留一国境内

的外国人都可能无法享有这种地位。此外，将边境

定义为一个“区域”可能会产生意外的后果，鼓励

各国将外国人留在管辖范围内，但剥夺他们的权益。

16. 第 3 条草案题为“驱逐权”。起草委员会暂

时通过的案文主要是根据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交

的经修改的文本，合并了原来案文的第 1 和第 2 款。

与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条款草案文本不同，目前的案

文避免提及任何“国际法基本原则”。72 国际法委员

会数名委员认为这个词限定性过严，因而代之以“本

条款草案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这条草案中

特别提到了与驱逐问题有特别关联的人权，但是起

草委员会不认为本条草案有必要提及诚信。

17. 除了一些细微修改，第 4 条草案 ( 符合法律

规定的要求 ) 相当于特别报告员最初在第六次报告

中所拟的案文。73 它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的辩论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74

18. 只有在依法做出的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下令驱

逐的规则，载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关于驱逐合法居留于驱逐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第十三

条。然而，起草委员会已经决定从特别报告员的案

文中删除“合法”一词，因为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认为，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与适用于任何驱逐措施的牢固

国际法规则一致，而不论外国人在驱逐国境内的居留

是否合法。评注将强调这一点，同时也承认，在关

于驱逐非法居留境内的外国人的国内法律中，也可

能规定了不同的规则和程序。评注也将说明草案第

4 条关于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既是指驱逐的形式条

件，也是指其实质性条件；因此，比起第 5 条草案第

2 款所阐述的类似要求，它在驱逐理由方面范围更广。

72 同上，第 196 段，脚注 321。
73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25 和 Add.1–2 号文件 (B.1 条草案 )。
74 同上，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44 段，脚注 1293，及

第 164–1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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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 5 条草案的标题是“驱逐的理由”，与最

初拟定的一样。75 第 1 款解释了国际法委员会不同委

员们强调的基本要求，即驱逐决定必须说明所依据

的理由。对这一款的英文本做了修改，与依然如故

的法文本保持一致。

20. 虽然起草委员会讨论第 2 款案文时认识到国

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是常见的驱逐理由，但普遍认为

也有其他合理的理由。与此同时，大家普遍承认一

国只能根据本国法律规定了的理由驱逐外国人，因

此决定重新起草第 2 款。但是，有鉴于其与驱逐外

国人问题特别有关，在案文中仍具体提到了国家安

全和公共秩序。评注将说明第 2 款中的“法律”一

词是指驱逐国的国内法。它也将说明作为驱逐外国

人理由的“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概念，同时

还提及国内法中规定的其他理由，包括违反移民法。

21. 第 3 款相当于特别报告员原拟的案文，但稍

作修改，阐述了驱逐国评估驱逐理由的一般标准。为

了反映“这些事实所造成的威胁的目前性质”几字

仅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这类理由，起草委员

会决定将这几字挪到英文本这一款的结尾，并以“在

相关情况下”几字做限定。此外，对英文本做了一

些小的修订，以与最初法文本保持一致。

22. 第 4 款的文字与特别报告员原拟的相同，只

是表示一国驱逐外国人时不得违反国际法。

23. 关于包含第 6 至 13 条草案的条款草案第二

部分 ( 禁止驱逐难民 )，他说，起草委员会认为更适

合在条款草案的评注而不是案文中阐述“难民”和“无

国籍人”术语的定义。关于难民，评注将强调有必要

不仅考虑到《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还要考虑到随

后的发展情况，包括区域文书的通过，比如1969年《非

统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具体方面的公约》。在这

方面，它将表明，条款草案不影响这种特别法形式，

因为上述区域公约第 1 条所载的“难民”定义更广。

24. 第 6 条草案现在题为“禁止驱逐难民”。起

草委员会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上要求案文

应更严格地遵循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有

关条款的内容和结构，特别报告员据此修订案文，

起草委员会以修订后的案文为其工作的基础。应当

提到，特别报告员原拟的措辞未阐述不推回原则就

75 同上，第 140 段，脚注 1288(第 9 条草案 )。

试图合并 1951 年《公约》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

因此受到国际法委员会数位委员批评。76

25. 第 1 款忠实地再现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三十二条第 (一) 款的规定，但是以“一国”取代

了“缔约国”。第 1 款仅适用于合法居留驱逐国境

内的难民，并将驱逐这些难民的理由限于国家安全

或公共秩序。为了与 1951 年公约的案文保持一致，

将特别报告员案文中的“may not”二字改为“shall 
not”。此外，为了与数位委员的主张保持一致，删除“恐

怖主义”作为驱逐难民的单独理由。也删除了另外一

句关于驱逐难民的新理由 (“除非当事人因犯有特别

严重罪行经最后判决而被定罪之后仍对该国社会构

成危险”)的话，因为 1951年公约第三十二条第 (一 )

款没有提到这样的理由。有人建议，应在评注表明“合

法地在其境内的难民”几字是指已在有关国家获得

难民地位的难民。

26. 起草委员会深入讨论了第 6 条草案第 2 款。

这一款在 1951 年公约中没有对应，是特别报告员依

据司法裁决和学说意见提出来的。第 2 款是打算将

第 1 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任何尽管非法居留在接受国

境内，但已经申请难民地位并等待承认的难民。委

员会讨论了是否有必要如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那样，

在申请难民地位明显是为了阻挠一个很可能发出的

驱逐令的情况下对这种保护形式规定一个例外。经

过激烈的辩论，起草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条款没

有必要，因为草案第 6 条只适用于符合 1951 年公约

或其他有关文书“难民”定义的人。大多数委员认为，

如果一个人真是难民，申请难民地位是不是为了避免

驱逐无所谓。评注将说明这一点，同时也强调，一

个人如果满足了相关法律文书规定的要求，就会被

视为难民，不论该人是否已经获得难民地位。反过来，

评注指出，一个人如果不符合“难民”定义的要求，

可能会在第 1 款所述之外的其他理由下驱逐出境，

而第 6 条草案不影响一国有权驱逐明显滥用难民地

位申请的个人。也有人建议说，应在评注指出，把

外国人在一国境内非法居留本身就是驱逐他的理由

看作是原则，第 2 款可以被看作是原则的一个例外。

27. 关于不推回问题的第 3 款是 1951 年公约第

三十三条第 ( 一 ) 和第 ( 二 ) 款的合并。措辞引用

了 1951 年公约，除了加上了“至……国家”两字，

76 《2007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98 段，

脚注 323(第 5 条草案 )，及第 2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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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涵盖所有的驱逐情况，而不仅只涵盖严格意义上

的推回。评注将指出第 3 款同时适用于在一国境内

合法和非法居留的难民。

28. 起草委员会讨论了第 6 条草案应否也包括驱

逐难民问题的其他法律因素，包括全文转载 1951 年

公约第三十二条的内容。经过慎重考虑，委员会认

为最好是通过第 8 条草案中的“不影响”条款 ( 具

体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则 )来处理。

29. 第 7 条草案 ( 禁止驱逐无国籍人 ) 包含单独

一款。起草委员会做了一些改动，以使最初案文符合

1954 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的措辞。因此，这一款开头的动词“may”改为

动词“shall”，并且在国际法委员会数名委员的建议

下，特别报告员案文 77 方括号中的“合法”一词被保

留下来，如同其出现在1954年公约之中时一样。此外，

如同第 6 条草案那样，删除“恐怖主义”作为驱逐

无国籍人一个可能理由。另外，如同在第 6 条草案中

就难民问题所做的那样，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特别报

告员原来案文中包括的，但是 1954 年公约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没有提及的一个驱逐无国籍人的额外理由，

即“除非当事人因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经最后判决而

被定罪之后仍对该国社会构成危险”的话。

30. 起草委员会讨论了应否在第 7 条草案中包括

一个关于不推回的规定，类似于第 6 条草案第 3 款。

委员会最终决定放弃这一规定，认为无国籍人享有第

23和第24条草案所承认的总体适用于外国人的保护。

此外，如同第 6 条草案的情况，起草委员会决定以第

8 条草案中的“不影响”条款涵盖有关驱逐无国籍人

的其他事项。

31. 第 8 条草案 ( 具体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

的其他规则 ) 是新的，包含一个“不影响”条款，

确保适用法律规定的，但第 6 和第 7 条草案未提到

的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则。“法律”

一词的本意是指关于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国际文书中

包含的规则，以及驱逐国不违反国际法义务的任何

国内规则。

32. “不影响”条款主要事关驱逐难民或无国籍

人程序要求的有关规则。这些规则分别阐述在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三十二条第 (二 )款、

1954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77 同上，第 198 段，脚注 324(第 6 条草案 )。

它也涉及到 1951 年公约第三十二条第 ( 三 ) 款和

1954 年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根据这些条

款，驱逐国必须给予拟被驱逐的难民或无国籍人一

个寻求合法进入另一国的合理期限，并在此期间有

权采取驱逐国认为必要的国内措施。

33. 关于驱逐国民的问题，他回忆说，特别报

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78 中提出了一个第 4 条草案，题为

“国家不驱逐本国国民”，并且经国际法委员会提

交起草委员会。79 这条草案在起草委员会引起了激烈

的辩论。一些委员赞成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一项禁止

国家驱逐本国国民的规定，但是另一些委员质疑这

一规定是否必要甚至合适，因为所涉的是不属于本

专题范围内一类人。此外，大家就这条款草案所拟

的内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委员认为不能对公

认的禁止驱逐国民的原则承认例外规定，并因此反

对特别报告员原拟的考虑例外可能性的案文。同时，

其他一些委员认为现行国际法不绝对禁止驱逐国民。

经过慎重考虑，起草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国

民不在第 1 条草案所确定的专题范围之内，所以不

应当在条款草案中包括关于驱逐国民的规定。

34. 关于第 9 条草案 ( 仅为驱逐的目的剥夺国

籍 )，他说，起草委员会讨论了应否在条款草案中加

上一项关于驱逐有关剥夺国籍的规定。起草委员会

还注意国际法委员会批准了第六十届会议上所设的、

审议关于驱逐双重或多重国籍者和驱逐有关剥夺国

籍所引发问题的本专题工作组的结论。80 起草委员会

被要求在工作中考虑的这些结论之一，是在条款草

案评注中说明各国不应使用剥夺国籍作为一种手段，

以规避其不驱逐国民原则下的义务。81 然而，起草委

员会认为，因为条款草案中未规定禁止驱逐国民，

所以不应阐述关于规避这类禁止规定的问题。委员

会中一个更激进的观点也表示，不应有任何条款触

及敏感的、各国享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国籍问题。

35. 经过全面考虑，起草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认

为应当阐述一国剥夺其国民国籍，从而只为驱逐之

目的而使该国民成为外国人的具体情况。在这方面，

已经公认的是，如果这种剥夺国籍除了国家驱逐个

人的意图之外没有其他的理由，则构成虐待，并且

78 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81 号文件。
79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8 段。另见第 197 段，

脚注 322。
80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70 段。
81 同上，第 1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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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构成《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第二款所指的

任意行为。82 评注应强调第 9 条草案的目的不是为了

干涉国籍法的正常运作，或影响国家根据其立法规

定的理由而剥夺一人的国籍。

36. 第 10 条草案保留了原先提出的标题“禁止

集体驱逐”。起草委员会讨论了在条款草案中包括关

于集体驱逐的定义是否必要或适当，并且委员会最

终决定在第 10 条草案第 1 款中包括这一定义。然而，

与特别报告员原来的建议不同，起草委员会保留的

定义只涉及集体这一要素，并没有重述第2条草案(a)
项所载的驱逐定义的一般要素。因此，集体驱逐在

第 1 款中定义为“驱逐外国人群体”。

37. 第 2 款规定禁止集体驱逐，相当于特别报告

员原拟案文第 1 款第一句。83 应结合本条草案第 3 款

一起阅读。

38. 第 10 条草案第 3 款依据的措辞是特别报告

员原拟的第 1 款第二句。它指出一国可同时驱逐一个

外国人群体的成员，但必须在合理和客观地审查群

体每一成员的具体情况之后才可驱逐。评注将指出，

“合理、客观的审查”的标准来自于欧洲人权法院

的判例法。

39. 第 4 款载有一个针对武装冲突情况的“不影

响”条款。他回顾说，特别报告员最初拟订并提交

起草委员会的一条集体驱逐草案包含一款允许武装

冲突时期在一定条件下集体驱逐外国人。随后，为

了解决国际法委员会数位委员表示的关注，特别报

告员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该款的修订案，进一步限

制国家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集体驱逐外国人的权利。

在起草委员会的辩论中，一些委员表示，武装冲突

之时禁止集体驱逐的一个可能例外只适用于本国与

居留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外国国民，而不是在参与武

装冲突一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也有人认为，只有

当这类外国人采取集体活动危及国家安全时，才可

对他们采取集体驱逐措施。根据一个不同的观点，

目前国际法不限制国家驱逐其本国正与之发生武装

冲突的外国人的权利。此外，有人指出，武装冲突

期间的驱逐是一个复杂问题，委员会不应冒这个险

来起草一条不完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草案。鉴

于这些困难，委员会最终选择了一个笼统的“不影响”

82 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二一七 (三 )号决议。
83 《2007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99 段，

脚注 325(第 7 条草案 )。

条款，以涵盖任何可能适用于驱逐国所涉武装冲突

时驱逐外国人的国际法规则。

40. 第 11 条草案保留了原先提出的标题“禁止

变相驱逐”。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全

体会议辩论上，一些委员建议修改为“推定”或“事

实”驱逐，以反映第 11 条草案提到的情况。84 然而，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变相驱逐”

一词。这一术语被认为是适当的，因为其充分反映

了条款草案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表明一国不应利

用变相手段或技术来制造与驱逐决定相同的结果，

即强制境内的一名外国人离开。此外，在起草委员

会内有人指出，“推定驱逐”可能有一个不应有的

积极含义，在法文中很难找到一个满意的相应词汇。

41. 第 11 条草案第 1 款禁止任何形式的变相驱

逐，相当于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 85 中提出的案文。

第 2 款也是依据于特别报告员拟订的案文。然而，起

草委员会对案文进行了一些修改，以说明“变相驱逐”

的定义。它尤其感到必须更确切地限定“变相驱逐”

的概念，以避免有可能与第 2 条草案 (a)项关于“驱

逐”的一般定义发生重叠。起草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

同意在第 2 款第二行插入“间接”一词，以表示“变

相驱逐”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于，驱逐国尽管没有

采取驱逐决定，但是以作为或不作为而制造了同样

的结果，即强迫境内的外国人离开。为了更明确地

指出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强制离境是出于有关国家作

为或不作为的预期结果，起草委员会决定在第 2 款

结尾将“以促使……离境”改为更明确的表述“意

图促使……离境”。

42. 起草委员会中有些人表示关注第 2 款提到国

家支持或容许私人行为的情况。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认为，把这种支持或容许视为可能构成国际法禁止

的一种变相驱逐，将会成问题。然而，大多数委员

认为可以提及这类情况，但须插入“包括”一词，

明确指出这只是指那些可看作“国家的作为或不作

为……意图促使外国人离境”的支持或容许。换言之，

本款结尾所说的有关驱逐国具体意图的因素也是指

那些支持或容忍私人行为的情况。有人建议应在评注

中指出，对于把一国的“容许”视为变相驱逐，应设

立一个高门槛。言虽如此，起草委员会认为，有关“支

84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50–
154 段。另见第 137 段，脚注 1285(A 条草案 )。

85 同上，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25 和 Add.1–2 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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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容许”的情况也可以包括驱逐国支持或容

许的行为是外国人在其境内实施的情况。因此，与

特别报告员最初只提及驱逐国公民的案文不同，起

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该条草案以更笼统的措辞说“其

国民或其他人实施……的行为”。评注将指出“人”

这一词旨在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43. 草案第 12 条 ( 禁止以没收资产为目的驱逐

外国人 ) 相当于原拟的一条保护面临驱逐的外国人

财产的草案第 1 款。起草委员会没有修改这一条款

的措辞。然而，根据国际法委员会一些委员在上次

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建议，起草委员会决定以单独的

一条草案处理为没收财产而驱逐的问题，并把它放

在第二部分，因为它处理特定情况下所禁止的驱逐。

44. 草案第 13 条已改为“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

而诉诸驱逐”。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能够记得，

在提交委员会 2010 年第六十二届会议的第六次报告

中，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条草案，题为“禁止以驱逐

变相引渡”。86 在试图化解一些委员认为所拟这条草

案过于广泛的关注时，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届会议上

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了一条经修改的草案，题为“与

引渡有关的驱逐”，然后由国际法委员会在第六十三

届会议上提交起草委员会。经修改的这条草案如下：

只有当按照国际法 [ 或本条款草案的规定 ]，驱逐条件均

符合时，才可将一人驱逐到要求引渡国，或驱逐到特别希望

该人被引渡到要求引渡国的一国。87

起草委员会对这一命题的实用性进行了讨论。数位委

员认为，拟议的这条草案未能解决关键的主要问题，

即利用驱逐作为手段以规避引渡条件。因此有人建

议应改写草案，以侧重于规避问题。这一提议在起

草委员会上得到拥护。

45. 第 13 条草案的确切措辞和内容在起草委员

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委员认为应增加一款，补

充说明禁止以规避引渡为目的的驱逐，指出只要引

渡程序还没有完成，就不得向请求国或有兴趣将该

人引渡给请求国的第三国驱逐一个被要求引渡的人，

除非有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理由。其他一些委员认

为这样的提法太绝对。特别是有人指出，国家安全和

公共秩序不是允许一国驱逐一个已经被请求引渡的

86 同上，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38 段，脚注 1286( 第

8 条草案 )。
87 同上，第 176 段，脚注 1299。

人的唯一理由；就此提到了其他原因，如违反移民法。

有人认为，一般的想法是规避更可能发生在引渡程序

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很难制订一个规定超出之。此外，

根据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 (A/CN.4/650 和 Add.1，第 19 段 ) 的辩论

中所提出的一项建议，在起草委员会上提出了通过

一项“不影响”条款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46. 考虑到这些困难，起草委员会最终决定保留

一般性的措辞，指出国家不应为了规避正在进行的引

渡程序而采取驱逐。评注将提供有关这一禁止规定的

说明，并强调只适用于引渡程序仍在进行中的情况。

在评注中也将酌情援引相关的判例法。

47. 第三部分包括第 14 至 25 条草案，题为“保

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起草委员会已经在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临时通过了这些条

款草案，88 这些草案是经特别报告员根据全体会议的

辩论，修改后提交给起草委员会。89

48. 在介绍各个条款草案之前，他希望提请大家

注意一个术语问题。对特别报告员在数条草案中所

拟的“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的人或外国人这

几个字，起草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讨论。委员会的一

些委员认为这一提法不明确。有人指出，不清楚在哪

一刻外国人必须被视为已经遭受驱逐：当他接到驱逐

决定的通知时，还是通过强制外国人离开驱逐国领

土而执行了驱逐决定时？起草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

选择使用“拟被驱逐”几字来提及外国人；大家认

为这既涵盖了作为正式行为的驱逐，即通过了这样

的驱逐决定，也涵盖了作为程序的驱逐，包括为通

过和执行驱逐决定而可能采取的所有步骤。

49. 第三部分第一章 ( 一般规定 ) 含有第 14 至

16 条草案。第 14 条草案 ( 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

人格尊严和人权的义务 ) 合并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经修改的第 8 和第 9 条草案。90

50. 草案第 14 条第 1 款指出，在驱逐过程的所

有阶段，拟被驱逐的所有外国人均应得到人道的和尊

重人的固有尊严的待遇。起草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

88 同上，第 114 段。
89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17 号文件。
90 同上，关于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案的审查，见《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17–118 段，脚注

1272–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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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在条款草案中提及人的尊严，因为这不是一项

引发国家特定义务的权利，而是总体人权精神之源。

其他一些委员，包括特别报告员认为，重要的是在

一条草案中指出有义务尊重拟被驱逐者的人的尊严。

有人指出：外国人在驱逐过程中经常遭受有辱人格

的待遇；这不一定是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但是对他们作为人的尊严的侵犯。

51. 起草委员会最终决定在第 14 条草案阐述关

于尊重人的尊严问题。但是以更具体的“人的固有

尊严”来替代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人的尊严”

的一般性提法。前者是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关于被剥夺自由者的第十条。起草委员

会所采用措辞的目的是要明确表示，第 14 条草案所

提到的人的尊严，应理解为每一人固有的，而非一

个主观概念的尊严。

52. 第 14 条草案第 2 款说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有

权得到对其人权的尊重，主要是依据特别报告员所

拟的、经修改的第 8 条草案案文。这条草案提及权

利之前的“尤其是”一词，已经改为大家看来较为

中性的“包括”一词，因为这避免了传达错误的印象，

即应认为条款草案所载的权利比拟被驱逐的外国人

享有的其他人权更重要。

53. 第 15 条草案 ( 不歧视的义务 ) 的措辞主要

基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经修改的第 10 条草案案文。91

第 1 款指出有关驱逐的不歧视原则。起草委员会对段

落开头稍作修改，读为“国家在行使对外国人的驱逐

权时，不得……进行任何歧视”，以使其更接近第 3
条草案的措辞。禁止的歧视理由的非穷尽列表内容

曾是委员会讨论的主题。在提及它的案文中，特别报

告员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1 款提出了一个列表。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委员建议

列入若干额外的理由，比如性取向或少数群体成员。

其他一些委员认为，第 15 条草案第 1 款应简单地转

用《公约》的非穷尽列表，但不提任何其他的具体

理由，尤其是在这类理由仍然有争议的情况下。也

有人指出，对《公约》所载的列表加上任何新理由，

可能被解释为隐含地排除那些未提及的其他理由。

最终在起草委员会达成的折衷解决方案是，按照特

别报告员所拟的那样，保留《公约》所载的理由列表，

91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17号文件。关于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案的审查，见《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19 段，脚注

1274。

只加上显然与驱逐特别相关的“族裔”理由，并且以

笼统提及“国际法不容许的任何其他理由”来补充

该列表。这一解决方案的优势是抓住了将会超越《公

约》的法律发展情况，同时仍有可能援引那些允许

在外国人之间进行一定区别的特别法律制度，比如

欧洲联盟的法律。

54. 虽然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提议应在评注中明确

指出禁止以“性取向”为由歧视，并应包含这一事

项的有关判例法，但另一些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

在争议，这样的禁止规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在

评注中也将提及可能存在的对禁止以国籍歧视的例

外情况，特别是在欧洲联盟这类公民享有迁徙自由

的国家联盟中。

55. 第 2 款的措辞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委员认为，

使用特别报告员最初所拟的“国际人权法”，不准确、

太教条。因此，委员会决定更简单地说“拟被驱逐的

外国人对其人权包括本条款草案所述人权的享受”。

56. 第 16 条草案的标题已简化为“弱势人员”。

案文主要是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经修改的草案，

以将这条草案中原来为儿童提供的特别保护扩大到

其他类别的弱势人员。委员会曾经徘徊于如何表达

必须向弱势人员给予特别保护的要求，因为一些委

员坚持认为原拟措辞“应予考虑、对待和保护”92 缺

乏清晰度。最后商定的措辞是“按其弱势身份予以

考虑并给予充分考虑其脆弱性的待遇和保护”，强

调驱逐国必须正当承认这些人的脆弱性，从而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待遇和保护。委员会还讨论了应否保

留“不论居留身份如何”几字。虽然有人认为已经

取得移民身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大家认为这样的说法可能会传达错误的印象，即

只有第 16 条草案才处理关于保护非法居留驱逐国境

内外国人权利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起草委员会

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删除这几字。

57. 起草委员会还讨论了第 16 条草案的范围。

部分委员指出，其他类别的弱势人员，如患有不可

治愈的疾病的可能是在驱逐方面需要特殊保护的人。

因此，委员会决定对特别报告员所拟的弱势人员列表

加上一句“和其他弱势人员”。评注将就此提供事例，

92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17号文件。关于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案的审查，见《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22 段，脚注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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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那些可以享受第 16 条草案下特殊保护的其他类

别弱势人员。

58. 这一条草案第 2 款专门处理儿童问题，所提

及的“儿童的最大利益”概念来自于《儿童权利公约》

第 3 条第 1 款的规定。起草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表示

关注说，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措辞过于严格，因为儿

童的最大利益不能成为驱逐事宜所适用的唯一标准。

委员会最终选择了对《儿童权利公约》上述条款跟

得更紧的措辞，即“在所有涉及拟被驱逐的儿童的

任何行动中，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一项首要考虑”。

59. 关于载有第 17 至 20 条草案的第三部分第二

章 ( 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 )，他解释说，第 17 条

草案 (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的义务 ) 相

当于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经修改的第 11 条草案第 1
款经过一些略微文字修改。93 第 18 条草案 (禁止酷刑

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主要依

据经修改的同一条草案第 2 款。然而，起草委员会

略为修改了案文。例如，“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几字改为更完整的“酷刑或残忍、不人

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还讨论了

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出现的“在其境内或在其所

辖领土上”的说法是否适当。一些委员建议说，应

提及驱逐国管辖或控制下的人；但其他一些委员表

示反对，认为管辖权的概念足以广泛地覆盖这条草

案所处理的情况。在就此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委员会决定在该条草案根本不提及任何“领土”、

“管辖”或“控制”的概念，因为在第 2 条草案 (a)
项的“驱逐”定义已经包括领土的因素。大家认为，

最好在评注中处理与驱逐外国人有关的在驱逐国境

外所实施的行为问题。

60. 第 19 条草案的新标题是“拟被驱逐的外国

人的拘留条件”。虽然该条草案的初步建议曾载于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94 但是向起草委员会提交

的是特别报告员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的辩论期间向国

际法委员会提交的修订案文。95

93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17号文件。关于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案的审查，见《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20 段，脚注

1275。
94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25 和 Add.1–2 号文件 (B 条草案 )。或同上，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141 段，脚注 1289。
95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41 段，脚注 1290。

61. 起草委员会认为，可以从案文和标题中删除

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关于尊重在押等候驱逐的外

国人人权的话，以避免与第 14 条草案的内容重复。

62. 委员会颠倒了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第 1 款

(a) 项和 (b) 项的顺序，因为大家认为最好是从关于

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不得具有惩罚性的这个

一般原则的条款开始。第 1 款 (b) 项的内容应作为

一般原则的结果。在全体会议辩论中，国际法委员

会一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所拟的 B 条草案太死

板，特别是要求如果拘留一名待驱逐的外国人则必

须在关押服刑者设施之外的其他地方。为试图回应

这些关切，委员会同意修改第 1 款 (b) 项，以避免

让人感到驱逐国有义务为待驱逐的外国人提供专用

拘留设施。在这方面，真正重要的是应单独拘留拟

被驱逐的外国人，与那些被判剥夺自由的人分开，

不论是拘留在一个单独设施中或在同一设施中的不

同区域。此外，委员会决定在第 1款 (b)项中插入“除

非在特殊情况下”几字，以限制有关要求。这几字

来自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第 2
款 (甲 )项关于被控告的人有权与被判罪的人隔离开

来，并获得适合于未判罪者身份的分别待遇的规定。

为了清楚起见，评注将强调说，第 1 款 (b) 项只涉

及为确保执行驱逐决定的拘留，并且不影响因刑事

罪行已被判刑或正被起诉的外国人的案件，包括外

国人被下令驱逐可能是作为附加刑罚或作为监禁替

代措施的情况。

63. 第 19 条草案关于拘留期限的第 2 款还包括

两项。起草委员会保留了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的第 2
款 (a) 项，仅仅在英文本这一项前两句中以“shall”
一词更换了“may”和“must”。起草委员会辩论了

应否在第二个句中保留“合理必要”几字：一些委

员辩称，在第三句中禁止拘留过长就足够了，因此

没有必要引入合理性的主观因素。然而，大多数委

员赞成保留“合理必要”几字，因为这为司法当局

确定拘留可持续多长而提供了适当的标准。

64. 第 2 款 (b) 项指出，只能由法院或授权行使

司法权力的人决定延长拘留。尽管起草委员会的一些

委员对移民法这一要求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但委员

会决定以特别报告员所拟的形式保留这一项，理由

是其中所含要求是为了防止行政主管部门在确定一

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可拘留多久时也许会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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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第 3 款 (a) 项规定，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

拘留，必须受到审查，并且审查方式应具体规定。

起草委员会略作修改，以明确指出这种审查的目标

是对外国人的持续拘留情况，而不是最初的拘留决

定。委员会认为原来的“按特定间隔定期”几字冗

复，因此改为“定期”二字。虽然有人指出第 3 款 (a)
项将被视为一个拟议法的建议，但也有人表示列入

它符合当代人权法的原则，并且符合关于待驱逐的

外国人拘留所具有的非惩罚性质。

66. 对于第 3 款 (b) 项，一些委员赞同说，结束

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不能是出于有关外国

人所致原因而无法执行驱逐决定。其他一些人争辩

说，一旦有任何理由显示出驱逐无法执行，就必须

尽快结束对外国人的拘留。最后保留的措辞在规则

和例外之间体现了更明确的关系，遵循了特别报告

员所拟的案文，但插入一个附加条件“在第 2 款 (a)
项的前提下”，以提醒禁止所有时间过长的拘留。

67. 第 20 条草案 (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 主

要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经修改的该条草案。后来删

除了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告 96 中最初所拟该条草案

中出现的私人生活几字后，案文被提交起草委员会。97

草案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驱逐国有义务尊重拟被驱逐

的外国人的家庭生活权，呼应了特别报告员原拟的

案文，但有一些小改动。

68. 第 2 款明确规定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对拟被驱

逐的外国人家庭生活权进行限制。起草委员会得出

结论认为，出现在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的动词“克

减”对于一个限制性条款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词

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即在突发公共事件时 ( 例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规定的情况 )

可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克减人权义务。出于这个原因

将“克减”改为“干涉”；这一术语与《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中使用的术语是一致的。

69. 第 2 款设置了两个必须得到满足的累积要

求，以便为干涉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家庭生活权提供

理由。它首先规定，这种干涉只能发生在“法律作

出规定”情况下。为了回应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96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25 号文件 (第 13 条草案 )。

97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21 段，

脚注 1276(第 12 条草案 )。

在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的一项建议，特别报告员所

拟本条草案的修订案文提到了“国际法”，而不是

简单的“法律”。然而，起草委员会认为，这一规

定的真正意思是，驱逐国如果干涉外国人的家庭生

活权，必须在驱逐国的本国立法上有适当基础。因此，

委员会恢复了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所用的“法律”。

第二个要求是只有在国家利益和当事外国人利益达

成公正平衡的基础上才可干涉家庭生活权。因此，委

员会倾向于采用“公正平衡”几字，而不是最初的措

辞，说明有必要在国家利益和有关个人利益之间“达

成”公平平衡。评注将提及欧洲法院的判例法。欧洲

人权法院适用了“公正平衡”的标准，以评估根据《欧

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干涉家庭生活权的合法性。

70. 第三部分第三章 (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

含有第 21 至 24 条草案。

71. 第 21 条草案的标题已经改为“离境前往目

的地国”；“返回”二字改为“离境”，因为目的

地国可能是该外国人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国家。

72.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 1 款大部份实质内

容反映了特别报告员原来提出的措辞。在第六十三届

会议的辩论过程中，一些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建议改

写这一款，以防止被解释为鼓励向外国人施加不当

的压力。98 有的委员尤其认为，动词“鼓励”缺乏法

律准确性，并为滥用铺平了道路。应对这些关切问题，

起草委员会修订了第 1 款，目前案文指出，驱逐国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利拟被驱逐的外国人

自愿离境”。

73. 起草委员会几乎保留了特别报告员原拟的第

2 款全部案文。但是如国际法委员会若干委员和第六

委员会辩论中的一些国家所主张的，删除了有关空

中旅行的国际法规则，并在英文本中将“顺利运往”

改为“安全地前往”。虽然认识到航空运输对于驱

逐决定的执行特别有关，并且存在着广泛的航空旅行

有关国际法，但起草委员会认为在评注中提到该法

就足够了，尤其是其他运输方式也被用来执行驱逐。

这条草案的评注将同样阐述“按照国际法的规则……

安全运往”这几个字的范围和含义，说明它不仅包含

了需要确保飞机上其他乘客的安全，但也包含了保

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权以及避免过度使用武力。

98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35 段；

条款草案 D1 被转载于同上，第 216 段，脚注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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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对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第 3 款略加修改。为

了响应几个国家提出的一项建议，把“适当的通知”

几字改为“合理的期限”。此外，委员会认为：这方

面最初设想的例外情况，即有理由相信一名外国人可

能潜逃的情况，过于狭窄，未能反映国家在确定应给

予外国人多长时间准备离境时必须考虑的其他可能

因素。因此，委员会选择了简单的措辞表明，关于期

限的决定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评注将说明

外国人潜逃的风险是驱逐国可就此审视的一个因素。

最后，委员会认为，曾出现在第 3 款原始案文开头

的“在所有情况下”几字无必要，可能具有误导性。

委员会因此删除了这句话，但是评注将解释说，第 3
款同时包括自愿离境和强制执行驱逐决定的情况，

也就是该条草案第 1 和第 2 款分别设想的两种情况。

75. 起草委员会对第 22 条草案 ( 拟被驱逐的外

国人目的地国 ) 的原来案文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

部分修改是实质性的，旨在回应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们在 2011 年第六十三届会议辩论过程中所表达的关

注。99 一些委员支持原来案文中首先将国籍国视为拟

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当然”目的地国，而其他一些

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应将驱逐外国人到非国籍国

的可能性限制在无法确定原籍国的情况下。此外，

国际法委员会一些委员认为，外国人的选择权应在

确定目的地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只有国籍

国有责任从另一国接受被驱逐者。委员会最终同意

了一项包括两款的折衷案文。

76. 目前版本的第 1 款提到国籍国之外的其他潜

在目的地国，尽管国籍国无可争议地有国际法义务

接受外国人，仍列第一。然而，起草委员会倾向认为，

可以设想其他的选择办法，包括可行情况下外国人

的愿望。出于这个原因，作为可能的目的地国，第 1
款也提到了 ( 国籍国之外 ) 有责任根据国际法接收

外国人的任何国家，以及根据驱逐国或适当情况下有

关外国人的请求而愿意接受外国人的任何国家。这一

新的提法也纳入了原来第 3 款的基本内容，保留了除

非一国根据国际法必须接受一名外国人，否则向该

国驱逐该外国人须经其同意的原则。评注将解释“根

据国际法有义务接收该外国人的任何其他国家”这番

话的意思。在这一问题上，将援引人权事务委员会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 4 款

所采取的立场。该款规定“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

99 同上，第 239–242 段；条款草案 E1 被转载于同上，第

218 段，脚注 564。

不得任意加以剥夺”。在关于迁徙自由的第 27 号一

般性意见中，人权委员会指出，“本国”的范围要

大于“原籍国”，并且“至少包括因与某国特殊联

系和具有的特殊权利而不能被仅仅视为外侨的那些

人”。100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这将是违反国

际法剥夺个人国籍的情况，国籍国已被兼并或移交另

一国家实体并且后者拒绝授予其国籍的个人的情况，

以及有可能是“其他类别的长期居民”的情况。101

77. 第 22 条草案第 2 款处理的情况是未能确定

国籍国、也未能确定任何有义务根据国际法接受外

国人的其他国家，并且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接收该外

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可将外国人驱逐到其有权入

境或居留的任何国家，或酌情驱逐到“他或她从其

进入驱逐国的国家”。虽然这最后一句应理解为主

要指登机国，但是足以广泛地涵盖外国人以航空运

输之外的其他手段进入驱逐国的情况。第 2 款的措

辞和内容是起草委员会激烈辩论的主题。一种观点

认为，如果无法根据本条第 1款找到明确的目的地国，

驱逐国应允许外国人留在境内，因为不可能强迫任

何其他国家接受他或她。事实证明，无法弥合在起

草委员会委员中关于某些国家如颁发旅行证件或入

境及居留许可的国家或者登机国是否有责任根据国

际法接受外国人的分歧。有人认为，一国可以援引

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原因作为合法理由，拒绝已

经为其颁发入境或居留许可并且同时被另一国驱逐

出境的外国人返回。关于登机国的地位，起草委员

会的委员们也意见各异：虽然有些人辩称向登机国

驱逐外国人是常见的做法，因此应提到这种可能性，

但其他人认为登机国没有法律义务接收外国人。

78. 在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文本中，删去了特

别报告员原拟第 2 款中关于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在国

籍国面临酷刑、残忍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的危险的措辞。这是因为不将外国人驱逐到其将

面临这样危险的国家的义务，适用于任何目的地国，

并已经规定在第 24 条草案之中。

79. 第 23 条草案现在题为“不将外国人驱逐至

其生命或自由会受到威胁的国家的义务”。起草委员

会选择了新的标题，以说明条文所阐明的不向某些国

家驱逐的义务。第 1 款中的“其生命或自由将受到威

100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

会议，补编第 40 号》(A/55/40)，第一卷，附件六，关于第

12 条的一般性意见，第 20 段。
10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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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几个字是出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禁止

推回的第三十三条。它取代了特别报告员原来的“其

生命或个人自由可能……受到侵犯的”国家的说法。102

80. 第 23 条草案第 1 款规定禁止将一个人驱逐

到其生命或自由将因第 15 条草案所列理由而受到威

胁的任何一国。这些理由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1 款所列的那些，但增加了

“族裔”的理由和“国际法不容许的任何其他理由”。

起草委员会认为，没有任何道理表明第 23 条草案所

列的歧视的理由应不同于第 15 条草案所列的。向起

草委员会提交的案文只提到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第三十三条中列出的歧视的理由，但被视

为过于狭窄，因为第 23 条草案适用于一般外国人和

各种情况，范围更广。

81. 关于第 15 条草案，起草委员会深入讨论了

性取向应否也列为禁止的歧视理由。由于大家表达了

不同的看法，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折衷解决方案，从

而在条款草案案文中不提及性取向，但是将在有关

评注中阐述，以平衡的方式反映委员们的不同意见。

第 23 条草案的评注还要指出，它所列的歧视的理由

与第 15 条草案所列相同。

82. 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涉及拟被驱逐的外国人

在目的地国因判处死刑而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在

全体会议的辩论中，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建议

应加强原条款草案提供的保护。特别是，有人指出，

根据特别报告员所拟的限制，不驱逐义务仅适用于

已废除死刑的国家，过于严格。有人指出，一些尚

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并不适用死刑。此外，也有人建

议应扩大这类保护范围，覆盖拟被驱逐的外国人虽

然尚未在目的地国被判处死刑，但是有危险会在该

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一些委员在起草委员会重复

了这些担忧，并且有人建议第 2 款规定的义务可以

作为国际法逐渐发展事项而一般地适用于各国。

83.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起草委员会修改了第 2
款的措辞，以使其提出的义务适用于“不适用死刑

的国家”。也改写了这句话的第二部分，覆盖目的

地国家已做出死刑判决和有可能做出死刑判决的两

种情况。

102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24 段，

脚注 1278(经修改的第 14 条草案 )。

84. 按照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还应考虑是否在条款草案中包括不将一人驱逐到将

面临无假释权被监禁危险的国家的义务。

85. 已提交到起草委员会的第 23 条草案案文载

有一个第 3 款，指出第 1 和第 2 款提供的保护也适

用于驱逐无国籍人的情况。在第六十二届会议的全

体会议辩论期间，一些人表示怀疑是否需要加上这

一款。起草委员会经讨论后，认为这个第 3 款不必要，

在评注中说明草案第 23 条也适用于无国籍人就足够

了。无论如何，第 2 条草案 (b) 项“外国人”一词

的定义涵盖了无国籍人。大家也感到，在第 23 条草

案中专门提及无国籍人，可能会让人错误地认为其

他各条草案不涵盖无国籍人。

86.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 24 条草案 ( 不将

外国人驱逐至会使其面临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之待遇或惩罚的国家的义务 )只有单独一款。

尽管保留的措辞主要根据于特别报告员所拟的、经

修改的案文第 1款，103但起草委员会进行了多项修订。

一些修改是为了措辞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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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条保持一

致。因此，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所拟案文中关于酷

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话改为更完整的“酷

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同样，

将“使其面临……真正危险”几字改为“有充分的

理由相信此人会面临……危险”。此外，将“到……

另一个国家”改为“至……国家”。并且为了确保

与其他有禁止规定的各条草案一致，这一条英文本

开头的“may not”改为“shall not”。

87. 特别报告员最初 2009 年 104 及经修改的这条

草案案文都包含了一个第 2 款，阐述关于存在着个

人或团体以私人身份实施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的情况。然而，在以往各

届会议的全体会议辩论中，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委

员对最初拟定的这一款表示关切。105 其中一些委员在

辩论经修改的案文时重申了这些关切。特别是，有

人认为第 2 款措辞过于宽泛，106 尽管特别报告员加上

一句，提醒注意接收国无法提供适当保护来避免虐

待风险的情况。

103 同上，第 126 段，脚注 1279(经修改的第 15 条草案 )。
104 《200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97 段，

脚注 845(经修改的第 11 条草案 )。
105 同上，第 120–125 段。
106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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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起草委员会的数位委员认为，第 24 条草案

没有必要处理有关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范围

问题；这一事项往往最好留给法院和法庭去解释。

经过慎重考虑后，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第 2 款，但

评注将讨论国际法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问题，包括在评估目的地国

的酷刑或其他形式虐待风险 (尤其是《禁止酷刑公约》

第 3 条第 2 款所述的 ) 以及这类风险可能来自于以

私人身份行事的个人或团体的情况时需要考虑到的

因素。在最后一点上，将提到相关的，包括欧洲人

权法院的判例法。

89. 第三部分第四章 ( 过境国境内的保护 ) 只有

一条草案，即第 25 条草案 ( 在过境国境内保护拟被

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权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该条

草案案文改写了特别报告员原拟的试图将保护拟被

驱逐的外国人人权扩及到过境国的案文。107 虽然国际

法委员会数名委员支持纳入一条关于过境国人权义

务的草案，但一些委员认为，应改写草案，以免令人

错以为过境国须遵守那些只约束驱逐国的人权规则。

在起草委员会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并且委员会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重新拟订了这条草案，从而具体提及过境

国的国际法义务。在评注中将说明这句话是旨在同时

包括过境国的条约义务和一般国际法规则下的义务。

90. 第四部分 ( 具体程序规则 ) 包括第 26 至 28
条草案。第 26 条草案题为“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

序权利”。在第六次报告 108 中的 A1 条和 C1 条草案

中，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应当拟订一个适用于驱逐那

些合法居住在驱逐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列表，

但应由驱逐国自由裁量是否部分或全部地授予非法

居留在境内的外国人这些程序权利。在第六十二届

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数名委员表示，若干程序权

利也应授予非法居于驱逐国境内的外国人。109 特别报

告员为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同一届会议上提交

了一份 A1 条草案的修订案文，110 规定应将某些程序

权利赋予那些尽管非法居留，但在驱逐国享有特殊

地位或已居留一定时间 (比如说六个月 )的外国人。

107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19 段，

脚注 565。
108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25 和 Add.1–2 号文件。
109 同上，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63–164 段；A1 条和

C1 条草案被转载于同上，第 143 和 145 段，脚注 1292 和

1294。
110 同上，第 179 段，脚注 1300。

接着，国际法委员会将 C1 条草案与经修改的 A1 条

草案一起提交起草委员会。

91. 起草委员会充分考虑了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

程序权利问题。就术语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即

条款草案应否提及程序权利或程序保障。起草委员

会的一些委员指出，在某些法律制度中，在狭义程

序权利与其他程序保障之间有区别。最终，委员会

决定在第 26 条草案中保留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权利”

一词。此外，在深入讨论了阐述程序权利方面应遵

循的一般做法之后，委员会多数委员赞成在第 1 条

草案中纳入一个程序权利列表，同时适用于合法和

非法在驱逐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但有可能的例外，

即第 4 款具体指出的非法居留不足六个月的外国人。

92. 关于第 1 款所列的各项权利，他说，起草委

员会认为，载于第 1 款 (c) 项的“由一个主管当局听

讯的权利”，对于第 1 款 (b)项所述的外国人对驱逐

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必不可少，并应在评注中强调这

一点。对听讯的权利的内容和确切措辞也有过一些

讨论。最初提交起草委员会的这一项用了“听证权”；

但是，起草委员会注意到这一措辞可能被解释为暗示

一项出席口头听证会的权利，一项国际法在驱逐程序

方面未必确认的权利。因此，它选择了较为中性的“听

讯的权利”，从而使英文本与使用“droit d’êtreentendu”
表述的法文原文本相一致。评注将指出，根据国际法，

“听讯的权利”不一定意味着出席口头听证会的权利，

因为各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不统一。

93. 关于获得有效救济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

利的第 1 款 (d)项，他说，起草委员会认为，可以从

条款草案案文中省略特别报告员原拟的不歧视原则，

但酌情在评注中说明。

94. 第 1 款 (e) 项涉及在主管当局有人代理的权

利。起草委员会选择了一般性的措辞，而不是特别

报告员原拟的“请律师的权利”，因为它认为，根

据国际法，在驱逐诉讼方面有人代理的权利不产生

有律师代理的权利。此外，委员会选择的措辞符合《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

95. 起草委员会数名委员认为，外国人由于不懂

或不讲主管当局所用语言而免费获得口译协助的权

利 ( 第 1 款 (f) 项 )，是听讯权 ( 第 1 款 (c) 项 ) 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关系到第 1 款 (a) 项和 (b)
项所载的程序权。为第 1(f)项选择的措辞相当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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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 ( 己 )

项关于刑事诉讼所采用的措辞。委员会认为，在第 1
款 (f) 项考虑的情况下，提供口译应是免费的，以确

保外国人有效行使其享有的其他程序权利。在这种

情况下，外国人应向主管当局指明其所懂的语言。

根据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一个外国人免费获得口译

协助的权利不应解释为必然有权获得潜在大量文件

笔译的权利。将在相关的评注中提到所有这些问题。

96. 起草委员会慎重考虑了特别报告员关于在程

序权列表中包括获得法律援助权利的建议。委员会

的一些委员指出，只有某些国内法律规定了这一权

利，而且该权利的存在实际上取决于有关立法的要

求。起草委员会因此决定删除关于法律援助的一项，

但是将在这条草案第 2 款的评注中指出驱逐国的国

内立法中可能存在这一权利。

97. 第 26 条草案第 2 款指出，第 1 款所载列的

程序权利不影响法律上的其他程序权利或保障。评

注将指出，虽然“不影响”条款主要是指驱逐国国

内法确认的程序权利，但也包括国际法适用规则可

能承认的任何其他程序权利。

98. 本条草案第 3 款处理领事协助问题。在特别

报告员原拟的这条草案中，“领事保护权”出现在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所享有的程序权利列表中。然而，

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在单独一款中处理这个问题，

以说明其法律意义，同时也确认领事协助功能是作

为尊重其他权利的一个保障。

99. 第 3 款的确切措辞是起草委员会讨论的主

题。一些委员表示，原来的“领事保护权”提法不恰当，

因为国际法不承认这一权利。有人指出，虽然某些

国内法律制度承认领事保护和协助的权利，但拟被

驱逐的外国人的国籍国在国际法上仍然有自由决定

是否向该外国人提供任何保护或援助。与此同时，

一些委员指出，根据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三十六条，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在与其国籍国领事官

员通讯与联络方面享有一定的权利。根据上述考虑，

起草委员会决定重组该条第 3 款，从而同时提及外国

人“寻求领事协助”的权利与驱逐国有义务不妨碍行

使该权利和酌情提供这类协助。第 3 款中“领事协助”

的措辞应理解为是指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国籍国根据

关于领事关系的国际法规则可能希望对该外国人提

供的任何协助。评注将提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关于领事职务定义的第五条和关

于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联络的第三十六条。也将具

体提到《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 二 ) 和 ( 三 ) 项涵盖的被监禁外国人情况。评注也

指出，本条款草案不涉及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可能要

求国籍国根据国内法提供领事协助的任何权利。

100. 第 26 条草案第 4 款涉及非法居于驱逐国境

内不足六个月的外国人的特别情况。它是以“不影响”

条款制定的，从而驱逐国任何关于驱逐这些外国人

的法律都可以适用于这类情况。起草委员会的一些

委员质疑是否应在这方面设定期限，并且也有人认

为最低限度的核心程序权利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

外国人。还有人建议，审议驱逐国在何种程度上必

须在驱逐过程中给予非法居留境内的外国人一定程

序权利时，也可以考虑到外国人在不同层面 (社会、

经济、专业或家庭 ) 的融入程度。然而，起草委员

会最终认为很难执行一个融入程度标准，因此选择

了外国人在驱逐国境内居留的客观时间限制。六个

月期限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至少可在一些国家立

法所载的驱逐程序规则中找到这类时间限制。

101. 关于第 27 条草案 (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

暂停效力 )，他回忆说，特别报告员原拟的草案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款，因为他认为国家实践中没有充

分统一到允许编写这样的规定，即使只是作为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在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全体会议辩论

期间，111 国际法委员会一些委员赞成特别报告员的观

点，即没有一般国际法规则要求驱逐国提供一个对

驱逐决定具有暂停效力的上诉权。但是，其他委员

认为委员会应从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角度编写一条草

案，拟订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具有暂停效力，除非

另有国家安全方面令人信服的理由。一些委员指出，

对驱逐决定缺乏暂停效力的上诉不会有效，因为一

个不得不离境的外国人可能会遇到经济障碍，难以

返回驱逐国。另一种观点认为，委员会应作为现行

法承认上诉具有暂停效力，从而有关人员可以合理

地援引在目的地国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风险。

102. 为了回应其中一些关切，特别报告员作为

国际法逐渐发展工作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一条新的

草案，处理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在案

文中，区别了合法居留驱逐国境内的外国人与非法

居留的外国人两种情况。根据这项提议，承认了合

111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55–
2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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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居留驱逐国境内的外国人所提出上诉的暂停效力，

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如果满足了一些额外要求，比

如在驱逐国境内最低限度的居留期或最低程度的社

会融合，他们的上诉也可能同样如此。

103.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委员会选择的这条草

案只承认驱逐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上诉具有暂

停效力。评注将指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条草

案所承认的暂停效力仅是作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因为这方面的国家实践既不一致，也不统一。评注

还将指出，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张本条草案

应为非法居留在驱逐国境内的某些类别外国人提供

同样的保障，如果他们居留了一段时间或符合其他

有待确定的条件。

104. 第 28 条草案 ( 个人申诉程序 ) 是新的。在

第六十三届会议上辩论特别报告员关于外交保护的

一条草案期间，有数位委员建议，应或者以单独一

条草案，或者通过在拟订的这条草案中插入一个“不

影响”条款，提及保护人权条约为拟被驱逐的外国

人规定的个人申诉机制。112 对此，特别报告员向起草

委员会提交了一个“不影响”条款的案文，作为关

于外交保护的这条草案中新的一款。在起草委员会

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选择办法：一是单独一条

草案，包括外交保护与个人向主管国际机构的申诉

两款；二是两条单独的草案，分别处理这两个问题。

起草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第二个办法，决定

应有一条草案条款专门处理个人向国际主管机构申

诉的问题，并应放在关于程序规则的第四部分结尾。

此外，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不把这条草案当作“不

影响”条款编写，而是作为一个提醒性条款，说明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应能够利用关于个人向主管国际

机构申诉的任何现有程序。

105. 主席说，委员会将在下次全体会议上审议

完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下午 1 时散会。

112 同上，第 251–252 段；条款草案 J1 被转载于同上，第

223 段，脚注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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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

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

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

麦克雷先生、村濑信也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

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

克尔·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完 ) 
(A/CN.4/650 和 Add.1，B 节，A/CN.4/651， 
A/CN.4/L.797)

[议程项目2]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完 )

1. 主席邀请起草委员会主席继续介绍起草委

员会关于“驱逐外国人”这一专题的报告 (A/CN.4/
L.797)。

2.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提请委员会

注意题为“驱逐的法律后果”的条款草案第五部分，

其中包括第 29 至 32 条。

3. 第 29 条草案现行的标题为“重新准入驱逐

国”。应该回顾的是，特别报告员原先提议的条款

草案的标题是“返回驱逐国的权利”，在 2011 年委

员会的辩论中引起了一些关注。113 特别是，有几位委

员表示，这一条款草案的含义太广泛，因为它承认

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返回权利，而不论该外国人在

驱逐国的领土上的存在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也不

论驱逐为何被视为非法。

4. 起草委员会就条款草案规定在非法驱逐情况

下重新准入的权利是否合适的问题展开了辩论。据有

些委员称，承认这项权利可能会太过分，即使从拟

113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47–
249 段；条款草案 H1 被转载于同上，第 222 段，脚注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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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法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其他人认为，

第 31 条草案所载的“不妨碍”条款中提到的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则，114 特别是关于赔偿

的规则——酌情包括恢复原状——已经提供了一种适

当的解决办法；因此没有必要从被驱逐的外国人的

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述及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重新准

入问题。然而起草委员会最终决定在一个单独的条

款草案中论述这一问题。

5. 特别报告员针对关于原有条款草案的全体会

议辩论中提出的关注，提交了经修改的文本，起草

委员会是根据此修改后文本展开工作的。特别报告

员曾经提议，条款草案的范围应该缩小，以便将非

法驱逐情况下的返回权利限于那些在驱逐国领土上

合法逗留的外国人。此外，鉴于有些国家对是否存

在返回驱逐国的自动权利提出质疑，特别报告员向

起草委员会建议，应该将“返回”改为“重新准入”

一词。这些提案受到了起草委员会的欢迎，但另一

方面，委员会得出结论，本来难以将对重新准入的

权利的承认限于那些驱逐决定违反了实质性法律规

则而不是违反了程序性规则的案件，因为这两者往

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且难以区别开来。

6.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起草委员会保留了

它认为充分谨慎的写法，因为这种写法仅包括在驱

逐国领土上合法逗留的外国人，并承认重新准入驱

逐国的权利的唯一条件是，主管当局确定驱逐是非

法的，除非外国人的返回构成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

序的威胁，或者该外国人不再满足驱逐国法律规定

的准入条件。有鉴于此，委员会拟定了该条款草案，

作为逐渐发展的一项工作，而不是作为编纂现有规

则的一项企图。

7. 条款草案中载列的“非法驱逐”一词包括违

反国际法规则的任何驱逐。然而这一词还应该按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的，

并在第 4 条草案中重申的原则加以理解，因为按照

这项原则，只有按照依照法律——主要是指驱逐国的

国内法律——作出的决定才能够驱逐外国人。评注将

论述这一点。

8. 承认第 29 条草案规定的重新准入的权利仅限

于以下情况：驱逐国的当局或法院或法庭等主管国

114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被转载于《2001 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76–77 段。

际机构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已经确定驱逐的非

法性质。在这一方面，人们认为，提交起草委员会

的条款草案中出现的“在驱逐决定被撤销的基础上”

这一段话的限制性太大。委员会得出结论，规定外

国人重新准入的权利的条件是撤销一项驱逐决定，

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撤销通常仅能由驱逐国的主管

当局签发。此外，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写法还包括非

法驱逐并不来自通过一项正式决定的情况 ( 关于禁

止变相驱逐的第 11 条草案中述及的一种情况 )。评

注将阐明这些方面。

9. 第 29 条草案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国际机构作出

的裁定，赋予超出这些机构的组成文件所规定的效

力。该条款草案，作为一项逐渐发展的事项，承认只

有在主管的国家或国际当局确定驱逐外国人的决定

是非法的情况下，其才享有独立的重新准入的权利。

10. 正如该条草案明确表明，驱逐国保留在以下

情况下拒绝重新准入的权利：外国人的返回将构成

对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威胁，或者该外国人不再

满足驱逐国法律规定的准入的条件。起草委员会认

为，承认这些例外情况是必要的，以便在遭到非法

驱逐外国人的权利和驱逐国按照其本国的移民法控

制任何外国人入境的自由裁量权之间保持平衡。第 1
款最后一句还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外国人原先取得入境或旅居许可所依据的条件

可能不复存在。然而，驱逐国必须真诚地行使其决定

重新准入的斟酌权；例如，驱逐国不得援引一项国内

法律条款，仅仅利用一项驱逐决定来阻止重新准入。

该条草案第 2款明确反映了这种限制，该款规定：“在

任何情况下，先前的非法驱逐决定不得被用来阻止

该外国人重新获准入境”。评注将强调这一点并提

到第 29 条草案第 2 款案文所参照的《保护所有移徙

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

11. 最后，评注将表明，第 29 条草案并不妨碍

第 31 条草案所提到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

法律机制，包括关于各种形式赔偿的规则。

12. 第 30 条草案的现行标题是“保护拟被驱逐

外国人的财产”。正如前文所提到，特别报告员原先

提议的该条草案第 1 款的案文规定禁止以没收为目的

的驱逐，现在这一案文已经移到条款草案第二部分，

成为第 12 条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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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起草委员会临时通过的第 30 条草案仅

仅包括最初提议的条款草案的第 2 款。起草委员会

审议了 2011 年全体会议辩论中提出的一项提案，该

提案试图将“财产”这一词改为“财产权利”。115 然

而经过认真的审议以后，委员会认为宜保留“财产”

这一一般性提法，而避免采用“财产权利”的概念，

因为后者在人权法中仍然有争议。起草委员会临时通

过的案文基本上是根据特别报告员原先提议的案文

编制的。然而，委员会认为应该将“应保护”改为“应

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从而加强条款草案中阐述的

一般性义务的写法。此外，起草委员会决定将原文

中放在方括号里的“尽可能”一段话改为“按照法律”。

委员会的结论是，原先的措辞可能会不当地削弱这

种保护，受到各委员会委员和几个国家的批评，而“按

照法律”这一段话满意地解决了驱逐国在限制外国人

处置其本人财产方面具有正当利益的情况。这种情

况可能包括限制对非法获得的财产的处置，包括犯

罪活动或其他不法活动产生的资产。评注将述及这

一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应允许外国人甚至从国外

自由处置其本人财产的要求。此外，按照特别报告

员的建议，起草委员会决定删去原文的最后一段话，

这一段话提到应被驱逐的外国人本人的请求或其继

承人或受益人的请求，归还其财产的义务。之所以这

样做，是针对 2011 年全体会议辩论中表示并在起草

委员会重申的关注作出反应。特别是有一点已经表

明，即如果国际保障的条件(特别是支付充分的补偿)

已经得到满足，归还外国人的财产的义务是与驱逐国

没收外国人财产的权利相违背的。此外，在外国人

财产丧失或毁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恢复原状之

外的各种形式的赔偿方式。目前，第 30 条草案列入

题为“驱逐的法律后果”的条款草案第五部分。然

而，委员会可以考虑是否将其移到第三部分第二章，

放在第 20 条草案之后。

14. 第 31 条草案的现行标题为“国家在非法驱

逐情况下的责任”。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一个条款，提

到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次报告 116第二增编中提议的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法律机制，这种提法在

委员会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原先提议的写法在这

一方面提到非法驱逐的“法律后果”；然而特别报

115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44 段；

条款草案 G1 被转载于同上，第 221 段，脚注 567。
116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25 和 Add.1–2 号文件。条款草案 I1 被转载于《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23 段，脚注 569。

告员随后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该条款草案的修改文

本，其中直接提到驱逐国由于非法驱逐而负有的国

际责任。起草委员会临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表示，

违反国际义务而驱逐外国人的行为使驱逐国负有国

际责任。正如第 31 条草案所表明，所提到的义务是

这些条款草案或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所产生的义务。

第 31 条草案的评注将述及驱逐国在非法驱逐的情况

下负有的国际责任所产生的提供赔偿的义务。

15. 最后，正如原先提议的那样，第 32 条草案

标题为“外交保护”。该条规定了拟被驱逐的外国人

的国籍国针对该外国人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除了

措辞上略有修改以外，起草委员会保留的案文相当

于特别报告员原先提议的案文。第 32 条草案应被理

解为宽泛地提到国际法既定的外交保护的法律机制。

按照国际法行使外交保护的一般条件和方式适用于

国籍国针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行使的保护。评注将

阐明这一点，还将提到委员会于 2006 年通过的外交

保护条款 117 并提到相关的案例法，外交保护的条款案

文载于大会 2007 年 12 月 6 日第 62/67 号决议附件。

16. 萨博亚先生回顾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

报告 118 中提出了一个题为“国家不驱逐其本国国民”

的第 4 条草案。该条草案受到了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普

遍欢迎，并已转交起草委员会；119 令人遗憾的是，起

草委员会未能就其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决定不将该

条草案列入其提交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论点是，

正在审议的议题是驱逐外国人，但提议的条款草案

涉及国家制定国籍规则的权利的问题。

17. 他本人认为，这种条款根本不会妨碍国家的

权利。相反，排除了这一条款，委员会将自我剥夺

走上重要的世界性及区域性人权文书为其开辟的道

路的机会，并将自我剥夺在个人权利经常遭到侵犯

的一个领域里推动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机会。

在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委员会必须谨慎地在国家

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保持平衡。鉴于特别报告员展开

的广泛的研究 ( 主要体现在其第三次报告第 34 至 39
段中 )，结论必然是，禁止国家驱逐其本国国民应该

被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

117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被转载于《2006 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第 49–50 段。
118 《2007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581 号文件。
119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8 段和第 226–232 段；

第 4 条草案被转载于同上，第 197 段，脚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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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48年，波哥大)120

第八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四号议定书第二条及

其他文书的必然结果。

18. 此外，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第 39
段中表明：

根据上述大量国内和国际实践以及有关这个专题的一个

既古老又获得广泛支持的法理观点，有必要至少对下面这项

陈述持谨慎态度：“习惯国际法中不存在一项禁止驱逐国民

的一般规则”。121

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条评论意见给人们的印象是，

至少有一些理由可以认为，禁止驱逐本国国民已经

成为充分既定的惯例，因此可以被视为国际法的一

种习惯规则。

19. 他希望提请委员会注意，起草委员会已经就

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作出了决定，而这一问题原则

上本应该提交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并不希望重新挑

起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但请求在简要记录中反映

其本人的信念，即国际法禁止国家驱逐其本国国民。

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向起草委员会提出了目前成为第 9
条草案 ( 仅为驱逐目的剥夺国籍 ) 的内容，这使得

有可能至少保留禁止国家驱逐其本国国民的一般规

则的某些内容。

20. 最后，他同意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所有条款草

案。

21. 主席邀请委员会通过载于文件 A/CN.4/L.797
中的起草委员会一读时临时通过的第 1 至 32 条草案

案文。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 1 条草案 ( 范围 )

22.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他希望保留其本人对第

1 款的立场，因为仅仅考虑到委员会对其他各条款草

案中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才可以对

处理外国人在一国的领土上的合法或非法逗留问题

是否合适这一问题表示意见。

120 见www.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2.American%20
Declaration.htm。

121 《2007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581 号文件，第 132 页。

第 1 条草案获得通过，考虑到格沃尔吉扬先生

的上述评论。

第 2 条草案 ( 用语 )

第 2 条草案通过。

第 3 条草案 ( 驱逐权 )

23.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她准备就

条款草案的西班牙文本向秘书处提出几项编辑上的

修改意见。

24.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条款草案的俄文本并不

完全吻合英文本，因此他也准备提出一些编辑上的

修改意见。即令如此，条款草案的实质性内容也让

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关于“驱逐应符合本条款草案

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这一段话，他怀疑这种写

法是否合适，是否本应该说驱逐决定应符合国内法，

而国内法本身应该符合国际法。

25.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作为一

个法律原则事项，起草委员会决定参照国际法规则。

即使假定，一般来说任何驱逐决定都必须符合国内

法，但某一国家的国内法有时可能会不符合国际法。

因此决定，作为一项防范性措施，具体规定驱逐程

序必须符合国际法，以便考虑到一国的国内法律不

符合国际法规则的这种情况。

根据这一理解，第 3 条草案通过。

第 4 条草案 (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

第 4 条草案通过。

第 5 条草案 ( 驱逐的理由 )

第 5 条草案通过。

第二部分　禁止驱逐的情况

第 6 条草案 ( 禁止驱逐难民 )

26. 墨菲先生说，他希望提出几个关注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他本人及其他委员会委员在全体会议

上表示关注，但起草委员会未能加以解决。他特别

关注第 6 条草案条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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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首先，条款草案中没有关于“难民”这一词

的定义，而且不得而知的是，案文涵盖 1951 年《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界定的“难民”，还是 1967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界定的“难民”，因为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约》中的定义。“难

民”的定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性文件中得到

了进一步的修改，基本上是为了列入逃离其本国的

战争或其他暴力事件的人。这些文书包括 1969 年《非

统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具体方面的公约》和 1984
年《卡塔赫纳难民宣言》。122 他的理解是，委员会将

在评注中阐明，委员会采用经 1967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界定的“难民”一词，

而不是各区域文书界定的难民定义。

28. 第 2 款不符合 1951 年《难民公约》，因为

该公约第三十二条规定，缔约国“除因国家安全或公

共秩序理由外，不得将合法在其领土内的难民驱逐出

境”。非法在缔约国领土内的难民不属于第三十二

条的范围，但受到《公约》其他条款的保护，特别

是第三十一条 ( 非法在缔约国领土内的难民 ) 和第

三十三条 ( 禁止驱逐或遣返 (“推回”))。准备工作

材料证实，后来成为第三十二条的内容的起草人原先

意图将对驱逐的限制仅仅限于那些合法准入的难民。

第 6 条草案第 2 款没有考虑到公约第三十二条明白

无误的措辞，也没有考虑到其起草人的意图。

29. 第 6 条草案第 2 款没有反映现行法，而且

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没有表明有充分的国家实践支持

其内容。充其量这一款可以被视为逐渐发展法律的

一种试图，但这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这损害了

“合法在其领土内的难民”这段话的含义。1951 年

《难民公约》的起草者有意选择这段话，是为了

避免隐含地提出居住或居所的要求。实际上，起

草者搁置了法国法律传统中常用的措辞 (“résidant 
régulièrement”)，因为这一措辞被认为太具限制性。

“合法在其领土内”的表述的含义广泛得多，因为

这可能包括在其领土上仅仅逗留几小时的人。

30. 委员会似乎在第 6条草案第 2款中认为，“合

法在其领土内”这段话太狭隘，因此第 2 款可以解决

122 1984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

中美洲、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国际难民保护问题法律和人道主

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通过；宣言结论的案文见 OEA/Ser.L/V/
II.66 doc. 10，rev.1，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十五届常会 (1985
年 )，由总务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于 1985 年 12 月 7 日批准的决

议。

这一问题。然而这段话并不狭隘，表面上声称相反

的意思无济于事。特别是，如果委员会在评注中表

明，这段话仅仅涵盖被有关国家赋予难民地位的人，

那么就严重背离了 1951 年《难民公约》那段话的含

义。即使其他委员会委员在这一点上不同意他的意

见，并坚持认为第 2 款是一种逐渐发展，但不可否

认的是，加上第 2 款，委员会即表示，1951 年《难

民公约》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适当的，而该公约

第三十二条的起草不当，因此需要加以解决。此外，

委员会正是这样说的，即使国家实践中或学术文献

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条的执行方面遇到问题。

此外，委员会是在表示，第三十二条需要以一种方

式加以修改，而这种方式不符合各国在颁布符合第 6
条草案第 2 款的国家法律时采取的办法。特别报告

员在其第三次报告第 73 和第 74 段中指出，123 有些国

家通过了国家法律，规定了类似第 2 款规定的权利，

但也对该项权利规定了限制。例如在法国，如果外国

人申请难民地位的唯一目的是阻挠驱逐命令，即不

予承认这项权利。最后，如果声称 1951 年《难民公

约》需要加以修改或不合适，就等于委员会发表了

一项相当令人注目的声明，因为《公约》建立了一

个 145 个国家参加的多边条约机制。该公约绝不是

一项跟不上当代发展步伐的休眠的文书，而公约的

执行情况得到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

民署)的密切监督，每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缔约国：

自 2000 年以来，有 12 个国家加入，而最近于 2011
年加入的是瑙鲁。据他了解，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

国家表示在第三十二条的语言方面遇到问题，而且

该条款的用语也没有被试图补充和执行 1951 年《难

民公约》的区域文书所改变。2011 年秋季，各国代

表在纽约所作的评论意见表明，他们感到困惑的是，

委员会可能改变 1951 年《难民公约》等主要人权条

约的用语。例如，荷兰告诫说，背离 1951 年《难民

公约》等机制“可能导致无法确定在特定情况下适用

何项国际法律制度”。124 他本人查阅了由委员会起草

的先前文书，试图查找委员会试图重写绝大多数国

家已经参加的一项主要多边条约的关键条款的事例，

但无法找到这种事例。为此原因，第 6 条草案第 2 款

应该删去，他希望在二读时可以这样做。

123 《2007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581 号文件。

12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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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与该条款草案有关但范围更广泛的一个问题

是，委员会以其他方式背离了以下主要人权文书中

议定的用语：不仅仅是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

约》，而且还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54 年《关于无国籍者的地位的公约》以及一些区

域性人权文书。考虑到这些背离的情况，各国不大

可能欢迎或落实委员会工作的结果。最显著的事例

也许是，委员会未能承认各国可在社会紧急状态时

克减其人权义务。条款草案中载列的许多义务——包

括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得驱逐外国人的义务以

及关于拘留和关于家庭生活的义务——来自允许在社

会紧急情况下克减这些义务的条约。众所周知，《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规定：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

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

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

规定国家可以克减义务的条款包括关于驱逐外国人

的该《公约》第十三条。《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五

条和《美洲人权公约》第二十七条载有类似的条款。

32. 这仅仅是该范围广泛的问题的一个事例。令

人遗憾的是，委员会没有在条款草案中表明，这些

条款并不妨碍主要多边人权条约中将个人权利和国

家权利认真平衡起来的规定。委员会可能认为，第 3
条草案的规定原封不动地保留现有条约规定的权利

和义务；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在评注中反映

这一点。此外，第 8 条草案的语言可能原封不动地

保留有关难民和无国籍者的现有条约中规定的权利

和义务。同样，如果这是委员会的意图，也许可以

在评注中反映这一点。然而如果这不是委员会在第 3
和第 8 条草案中的意图，那么它由于试图改变绝大

多数国家加入的国际人权法的核心文书而将受到恰

如其分的批评。他希望在评注中反映这些问题，并

在二读时补救已查明的这些问题。

33. 主席提请注意，委员的评论意见必须完全与

第 6 条草案有关，并指出，这一问题似乎是一个如

何解释的问题，第 8 条草案的规定可能缓解了墨菲

先生表示的关注。他希望知道，这一问题是否已经

在起草委员会里得到了讨论，以及起草委员会主席

和特别报告员是否在这一方面有任何评论意见。

34.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委员会

在第五十九届会议上举行全体会议时决定，将第 6 条

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并作为一个逐渐发展的事

项，列入关于非法在国家领土内的难民以及赋予他们

的保护的第 2款。125墨菲先生提出了一些实质性要点，

并提到第 3 和第 8 条草案，从而其本人部分地回答

了这些问题，而后一项条款草案的真正目的是表明，

条款草案中规定的规则并不妨碍关于难民的公约的

条款，而且也不损害人权文书中规定的保护和保障，

特别是国家享受的那些保护和保障。必须将第 2 款

提交国际社会作出评论，恰恰是因为这一款涉及到

逐渐发展：如果委员会将其工作范围限于编纂现有

国际法，那么委员会的一半工作将仅仅是重复努力，

更不用说委员会的任务必须加以调整。

35.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始终愿意

倾听其他委员会委员提出的有助于推动其工作的评

论意见，但他不同意墨菲先生的论点，因为他的论

点不确切。第 6 条草案第 2 款绝不违背关于合法在

国家领土上的难民的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三十二条，也不违背关于驱逐非法逗留的难民的

第三十一条。该条款草案试图考虑到自 1951 年以来

演变的国际实践，结合相关的区域法律文书，包括

1969 年和 1985 年通过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书。多

数文书追溯到大约 40 或 50 年之前，在此期间，出

现了某些做法。他把自己的案文发给难民署并同该组

织的工作人员谈论过，他们认为，编纂工作应该考

虑到实际现实。第 6 条草案第 2 款仅仅规定，非法

在国家的领土内并申请难民地位的难民在其申请未

决之前不得被驱逐——这多少与实际实践相符合。当

然这不能说是一种习惯规则，但至少应该同意，这

涉及到逐渐发展。不可能废除 1951 年《公约》，而

且认为希望加入《公约》的国家可能认为这些条款

草案为它们加入公约设置障碍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

墨菲先生也许对至今所展开的工作缺乏必要的超脱

态度；他从关于这一专题的报告中仅仅摘录了支持

其论点的部分，然而需要考虑到整个报告以及实践

的各个方面。委员会全体会议详尽讨论了这些问题：

墨菲先生将在关于前五届会议工作的简要记录中发

现证明存在第 6 条草案第 2 款的所有内容，这些内

容与关于难民的条款的实际做法相吻合。

36.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对第 6 条草案第 2 款

中出现的“非法在国家领土内的难民”的表达法表

示保留，并建议将“难民”改为“外国人”。理由是，

一旦外国人取得了难民地位，即合法存在于该国家

125 《2007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35–
2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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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内。如果外国人没有取得难民地位，即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难民”。

37.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墨菲先生就第 6 条草

案第 2 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同意，这一款

的措辞确实产生了一些困难，他赞同吉滴猜萨里先

生提出的要点。他也认为奇怪的是，外国人在取得

难民地位之前竟然被视为难民，但这些问题可以在

二读并参照 2012 年或此后第六委员会中提出的评论

意见加以解决。

38.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不能允许

委员会表示，难民不可能非法在国家的领土内。与吉

滴猜萨里先生和迈克尔爵士所肯定的说法相反，《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三十一条的标题为“非法留

在避难国的难民”，恰恰述及这种情况。这一概念

并非新创。

39. 主席建议委员会通过第 6 条草案，并同时表

明，该条款草案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将在会议的

简要记录中加以说明。

就这样决定。

第 6 条草案通过。

第 7 条 ( 禁止驱逐无国籍人 )

第 7 条草案通过。

第 8 条草案 ( 具体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

规则 )

40. 朴先生指出，英文词语“by law”在法文中

译为“par le droit”或“par la loi”，并表示，他在出

席起草委员会会议时获悉，这两个用语是在认真权

衡以后选定的。根据他的理解，其中一个用语是指

国际和国内法律，而另一个用语仅仅是指国内法。

他希望知道，在二读时是否可以消除这两个用语可

能产生的任何不确定性。

41.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评注将

阐明这些短语的含义，但“par la loi”在法文中并不

仅仅是指国内立法。

第 8 条草案通过。

第 9 条草案 ( 仅为驱逐的目的剥夺国籍 )

第 9 条草案通过。

第 10 条草案 ( 禁止集体驱逐 )

第 10 条草案通过。

第 11 条草案 ( 禁止变相驱逐 )

第 11 条草案通过。

第 12 条草案 (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

第 12 条草案通过。

第 13 条草案 ( 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而诉诸驱逐 )

第 13 条草案通过。

第三部分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 14 条草案 ( 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格尊严和

人权的义务 )

第 14 条草案通过。

第 15 条草案 ( 不歧视的义务 )

第 15 条草案通过。

第 16 条草案 ( 弱势人员 )

第 16 条草案通过。

第二章　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

第 17 条草案 (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的义

务 )

第 17 条草案通过。

第 18 条草案 (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待遇或处罚 )

42. 麦克雷先生指出，在英文本中，形容词

“inhuman”拼错了——少了最后一个单词“e”，并

问到，委员会是否注定要重犯前几年在一项公约的

标题中所犯的错误，或者委员会可以纠正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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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不相信这是一个错

误，他希望在二读时就这一事项作出决定。

就这样决定。

第 18 条草案通过。

第 19 条草案 (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条件 )

44. 福尔托先生说，相当令人惊奇的是，第 19
条草案竟然没有就拘留拟被驱逐的人的权利载列任

何规则。他回顾说，在关于艾哈迈杜·撒迪奥·迪

亚洛案 (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 中，国

际法院作出了两项重要的贡献：首先在其判决的第

77 段中，国际法院指出，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不仅

仅适用于在刑事诉讼中剥夺个人自由的措施，而且

原则上也适用于行政程序情况下，具体地来说驱逐

程序情况下的此类措施。国际法院在判决第 82 段中

还指出，旨在允许驱逐措施而不准任何辩护的逮捕

和拘留必须被界定为国际法意义上的“任意”性质。

委员会在二读时应该考虑将此项条款列入第 19 条草

案或作为第 18 之二条草案，以包括禁止为了执行驱

逐程序的任意逮捕或拘留。

45. 麦克雷先生提议在第 3 款 (b) 项中删去提到

第 2 款 (a)项的词句，因为这似乎排除第 2 款 (b)项，

尽管这项也同样适用。因此第 3 款 (b)项应改为“在

遵守第 2 款的前提下，……”。

46.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尽管本

届会议上没有审议这一事项，但他认为删去提到第 2
款 (a)项的词句没有问题。

47.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将赞同委

员会作出的任何决定。

第 19 条草案，经过如此修改并在法文本中作了

少量的编辑上的更正以后，通过。

第 20 条草案 (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

第 20 条草案通过。

第三章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第 21 条草案 ( 离境前往目的地国 )

第 21 条草案通过。

第 22 条草案 (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

48. 特拉迪先生提议在第 1 款中删去“酌情”这

一词，因为这一词在国家的意愿在所有情况下优先

于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意愿的情况下似乎是多余的。

49.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这一词

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表明存在一种等级制度，而且外

国人的意愿须取决于接受国和驱逐国的意愿。

第 22 条草案通过。

第 23 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会受

到威胁的国家的义务 )

50. 彼得先生首先感谢起草委员会主席发表明确

无误的介绍性讲话，并感谢特别报告员愿意调和所

发表的不同意见，然后指出，他希望讨论第 2 款，

因为其中“不适用死刑”这一段话由于向各国发出

了间接的信息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段话是否意

味着，其立法仍然规定死刑的国家可以自由地将外

国人驱逐至其立法也同样规定这种刑罚的另一个国

家？甚至是否适宜将实行死刑的国家同不实行死刑

的国家区别开来，如果这种区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一个国家类别可以不必以与另一个国家类别同样的

方式行事？作为一个专家机构，委员会肯定意识到联

合国内部正在为实现废除死刑展开的努力，包括大

会通过各项决议吁请暂缓实行死刑。126 目前草案的第

2 款意味着，希望继续实行死刑的国家可以继续这样

做，因此应该修改这一款，他提议在这一款的开头

删去“适用死刑”。

51.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根据第

2 款，外国人不得被驱逐至实行死刑的国家，因此这

一款通常符合已废除死刑或实行延缓死刑的国家正

在生效的立法规定。比较笼统的规定很可能使继续

实行死刑的国家提出保留的立场。无论如何，这是

一个法律政策问题，委员会必须就此作出一项决定。

52.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这项条款不

仅仅是提出一个法律政策问题或向国际社会发出的

信息的问题，它还提出了法律问题。就人权问题而

言，彼得先生的关注是合情合理的，但委员会的工

作是调查当代国际法的状况。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

126 大会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49 号决议，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168 号决议和 2010 年 12 月 21 日第 65/206 号决

议，题为“暂停使用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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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制定任何禁止死刑的规则，然而正如彼得先

生本人所指出，这正是展开废除死刑运动的原因。

彼得先生还提到，大会决议吁请全面暂缓实行死刑，

但大会并没有呼吁各国禁止这种刑罚。委员会是一

个负责阐述现有法律状况的独立专家机构，它讨论

的问题主要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53.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特别报告员恰如其分

地提请注意，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首先是法律问题。

然而，彼得先生对在第 2 款中向各国发出的间接信

息提出质疑，因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解

决他关注的问题的方法也许是参照《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起草者采取的办法。起草者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因为该公约第 6 条假定有些国家继续

实行死刑，因此认为应该在该条款第 6款中具体规定，

该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该条的任何部分来推

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54. 主席说，他赞成第 2 款，因为这一款鼓励不

实行死刑的国家考虑废除死刑。因此他提议保留这

一款，而特别报告员刚才提出的要点应该在条款草

案的评注中加以解释。

就这样决定。

第 23 条草案通过。

第 24 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会使其面临酷刑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国家的义务 )

第 24 条草案通过。

第四章　过境国内的保护

第 25 条草案 ( 在过境国内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

人权 )

第 25 条草案通过。

第四部分　具体程序规则

第 26 条草案 (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 )

55. 福尔托先生说，在他看来，第 1 款 (b) 项和

(d) 项可能太具限制性。条款草案将驱逐界定为其效

力是迫使外国人离境的一种正式行为或行动。按照

目前的写法，第 1 款 (a) 项和 (b) 项将取得有效补

救措施的权利仅仅限于对驱逐决定，而不是比较广

泛地对驱逐本身提出质疑的权利。也许可以从这两

款中删去“决定”这一词，以便使这两款与《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中采用的比较

广泛的写法相一致，因为后者允许外国人提出反对

驱逐的理由。

56.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福尔托先生

的评论意见似乎是合理的，但第 26 条草案及其保障

的各项权利是基于各项国际公约、大会各项决议和

欧洲联盟的指示的。为了考虑到福尔托先生关注的

问题，评注可以提出一些阐述。

57. 彼得里奇先生提请注意第 1 款 (f) 项，其中

规定外国人在不懂或不讲主管当局所用语言的情况

下有权获得免费口译协助。如果委员会希望这些条

款草案成为得到充分数量国家批准的条约，就必须

铭记，小国家可能难以甚至无法遵守此类规定。为

了避免改写整个一款，他建议在这一款中插入“酌情”

一词。

58. 哈苏纳先生说，几个条款草案提到“法律规

定的”程序权利或保障，而没有加以进一步的解释，

不得而知这是指国内法还是指国际法。应该在有关

条款草案的评注中阐明这一点。

5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第 26 条草

案。

就这样决定。

第 26 条草案通过。

第 27 条草案 (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

第 27 条草案通过。

第 28 条草案 ( 个人申诉程序 )

第 28 条草案通过。

第五部分　驱逐的法律后果

第 29 条草案 ( 重新准入驱逐国 )

第 29 条草案通过。

第 30 条草案 (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 )

第 30 条草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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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条草案 (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

60. 迈克尔·伍德爵士提议在英文本中将

“engages”这一动词改为“entails”，以便与关于国

家责任的条款的案文保持一致。

就这样决定。

第 31 条草案获得通过，但英文本需作编辑上的

修改。

第 32 条草案 ( 外交保护 )

第 32 条草案通过。

文件 A/CN.4/L.797 中包含的第 1 至 32 条草案经

过修改以后通过。

61.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谨衷心感

谢起草委员会现任主席及其前任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和梅莱斯卡努先生展开了卓越工作，并以耐心和

娴熟的能力展开议事工作，结果产生了提交委员会全

体会议的本文件。他还感谢对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作出

贡献并协助改进和丰富条款草案的所有人。即使结

果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但委员会现在对于一个并非

简单的专题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即有了一项指南。

最后他感谢秘书处展开了卓越的工作并向起草委员

会历任主席并向他本人提供了协助；起草委员会提交

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的质量还基本上归功于秘书处。

对于本报告第一部分可能需要作少量的调整，以便

比较均衡地反映曾经推动达成现有结果的所有努力。

秘书处与特别报告员联手并在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关

怀下，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条约随时间演变 127

(A/CN.4/650 和 Add.1，E 节 )

[议程项目8]

研究小组的报告

62. 诺尔特先生 (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小组

主席 ) 说，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研究小组开

始审议题为“司法和准司法诉讼以外的嗣后协定和

127 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计划，转载于《2008 年……年鉴》，

第二卷 ( 第二部分 )，附件一，第 171 页。根据研究组的辩论

对研究组主席的初步结论进行了修订，载于《2011 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44 段。

嗣后国家实践”的研究小组主席的第三份报告。128 研

究小组还讨论了有关这一专题的今后工作的形式以

及这种工作的可能结果。有些成员指出，尽管该报告

是根据大量的材料编写的，而且许多国家对这一专

题表示感兴趣，但只有少数国家按照委员会的请求

提供了其本国的实践的事例。129 成员们还指出，研究

小组主席的前三份报告 130 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将它们

结合起来可有助于法律分析和讨论。几位成员指出，

鉴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而且有必要着眼于就具体的

结果展开工作，时机已经成熟，委员会应该改变其有

关这一专题的工作的形式，并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

63. 如同一些委员一样，他认为，根据各研究小

组采用的程序，关于这些辩论的报告和摘要尚未公

布，但如果提交给各国，各国可能会提出比较实质

性的评论意见。因此他欢迎在目前阶段修改关于这

一专题的工作的形式，使委员会能够着眼于此类工

作的结果。首先有必要查明、使用、安排和分析关

于这一专题的信息的主要来源，而前三份报告和关

于这些报告的讨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报告现

在可以合并成一份文件，可以分发给各国，在全体

会议上加以审议。

64. 改变这项工作的形式就可以使委员会更加明

确地界定这一专题的范围。委员会已决定以研究小组

的方式审议这一专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确定究竟

是从广泛的角度来研究这一专题——这将引起对条约

的终止和正式修改进行深入的分析——或者这一专题

应该缩小焦点，着眼于与嗣后协定和实践有关的具体

方面。既然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它倾向于将这一专题

限于嗣后协定和实践的法律意义这一较狭窄的问题，

那么研究小组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就不复存在。

65. 假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的形式按照他的建

议做了修改，他提议为下一届会议编写一份报告，

将前三份报告合并起来。该报告应该考虑到研究小

组中的讨论情况并应该载列具体的结论或指导方针。

一旦委员会在 2013 年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审议了该文

128 文件号 ILC(LXIV)/SG/TOT/INFORMAL/1/Rev.1，仅以

英文提交，限定分发给委员会委员。
12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6–28段。
130 关于就国际法院和具有特别管辖权的仲裁法庭的相关判

例编写的初步报告的审议，见《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348–352 段，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 )，第 337–338 段；关于某些国际经济制度、国际人权

制度和其他制度下的判例的第二次报告的审议，见《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39–3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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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在第六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委员会的工作的报

告，之后就应该按照原来的设想，就国际组织的实

践和各国法院的判例再起草一份或两份报告。这些报

告将载列补充结论或指导原则以及评论意见，以补充

或酌情修改根据前几份报告所展开的工作。因此委

员会将能够在本五年期内完成关于这项专题的工作，

但有一项谅解，即该专题将保持在条约法的范围之

内。主要重点将是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对条约解释

的法律意义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 )。

66. 研究小组成员赞同他的提案，建议委员会全

体会议应该改变审议该专题的现有方式，并任命一

位特别报告员。他们还同意，应该在本届散会之前

讨论并解决该专题的确切标题的问题，与此同时研

究小组应该继续展开工作。

67. 主席感谢诺尔特先生提交其报告，条约随时

间演变问题研究小组在该报告中建议改变审议该专

题的形式并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他的理解是，研

究小组打算向研究小组现任主席诺尔特先生提出该

建议。因此他询问，委员会是否希望通过研究小组

的建议，将该专题视为“常规”专题，并任命诺尔

特先生为特别报告员。

68.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首先，研究小组成员

谨慎地避免采用“常规”这一词，因为这一词意味着

有些专题是非常规的。第二，研究小组提议修改该

专题的标题。这是一个需要在以后阶段处理的事项，

除非诺尔特先生想提出一个提案。

69. 主席说，诺尔特先生提议在以后阶段处理这

一问题。

70.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他不肯定他的理解是否

正确：似乎诺尔特先生在其报告结尾时提出了一个

有点不同的提案。他本人认为，不知道该专题的标

题或确切的范围，就难以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

71. 诺尔特先生 (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小组

主席 )解释说，分发给委员会委员的文件是与研究小

组讨论的文件相同的。所做的任何修改都是针对研究

小组成员提出的评论意见的。至于标题问题，大家同

意，这不会是一个完全新的或完全不同的标题。研

究小组商定，标题中应该出现“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的词句，但未能就是否应该保留原有标题中的内容，

即“条约随时间演变”做出任何决定。他的印象是，

此类问题并非是紧急问题，因此委员会可以在以后

加以解决。

72. 主席询问诺尔特先生是否同意应该保留该专

题并是否愿意担任特别报告员。

73. 迈克尔·伍德爵士指出，诺尔特先生宣读的

文件的最后两段反映了研究小组的立场：应该采用

一个新的标题并同时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他建议，

委员会应该于 2012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就这一事项作

出决定。

74. 主席在宣读了该文件中的相关段落以后表

示，他赞成委员会届时作出一项决定。

75. 尼豪斯先生说，研究小组的建议是明确的，

委员会应该赞同这项建议。

76. 哈穆德先生提议委员会首先应该任命诺尔特

先生为特别报告员，这将使得研究小组有时间继续

开展工作并就标题问题作出一项决定。

77. 斯图尔马先生问到，委员会先商定一个临时

标题然后加以修改，这是否异乎寻常。如果这种办

法是可行的，他赞同哈穆德先生的意见，并提议将

新的标题放在括号内。

78.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这一问题必须放在相关

的背景下看待。例如，如果现在任命了一位特别报

告员，研究小组的今后会议将采用何种程序？

79. 诺尔特先生 (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小组

主席 ) 说，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绝不会改变研究小

组的工作方法。

80. 彼得里奇先生说，委员会应该赞同研究小组

主席的立场。至于标题问题，委员会可以在 6 月 1 日

星期五或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加以处理。

81.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敦促委员会讲究实效。原

来的标题太富诗意，应该加以修改；诺尔特先生应

该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因而这一问题可以立即加

以解决。

82. 雅各布松女士赞同前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并

表示她认为没有理由推迟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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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诺尔特先生 (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小组

主席 )针对主席请他重复拟议标题的请求表示，实际

上他出于对研究小组的尊重而没有提出这样一项提

案。他已经表明，该标题应该含有“嗣后协定和实践”

的概念。研究小组的有些成员倾向于让标题明确表

明该项研究着眼于条约的解释，但他本人认为，重

要的是不限定该专题的范围。因此他提议以下标题：

“条约方面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84. 哈穆德先生说，他不反对委员会马上任命诺

尔特先生为特别报告员。正是关于该专题的标题问

题，他倾向于等待。

85. 主席说，他认为奇怪的是，专题还没有标题

就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应该首先商定专题，

然后再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

86.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委员会应该任命特别

报告员，并确保标题反映专题主要重点内容，即条

约的解释。他不赞成刚才提议的标题，因为该标题

将包括对条约的修改，而这不是理想的目标。

87. 卡姆托先生说，他参加了研究小组的工作，

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仅仅是程序性问题。对他来说，

显而易见，研究小组希望诺尔特先生被任命为特别报

告员，而委员会似乎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但他不理解为何委员会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一项修

改该专题的标题的提案已经提出，而没有解释何时

或者在何种背景下作出修改。他赞同哈穆德先生和

主席的评论意见，并表示，他对在尚未确定专题的

情况下就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表示不安。

88. 主席说，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无法就现有

问题现在就作出一项决定，但毫无疑问，委员会应

该不可能在下一个星期五这样做。因此应该在本届

会议第二期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

89. 尼豪斯先生说，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标

题而言，只要遵循研究小组的建议即可。他认为委员

会应该接受诺尔特先生提议的标题，但有一项谅解，

即标题随后可以修改，而委员会还应该任命一位特

别报告员。

90. 主席说，唯一的办法是安排另一次全体会议，

使委员会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91. 迈克尔·伍德爵士提议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举行一次全体会议。

92. 主席敦促委员会委员达成一项一致意见，以

便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可以作出一项决定。

下午 6 时散会。

第 3136 次会议

20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

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

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

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

尔·伍德爵士。

条约随时间演变 (续 )

(A/CN.4/650 和 Add.1，E 节 )

[议程项目8]

1. 主席回顾说，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研究组主

席在第 3135 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

议期间工作的口头报告。具体说来，他报告说，研

究组通过了一项建议，即委员会应改变关于本专题

的工作形式，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工作组认为，

关于本专题的主要重点，应该理解为是用于解释条

约的后来的协定和后来的实践的法律重要性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 )和相关问题，

见本专题最初建议案中的解释。131

2. 在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研究组的建议得到

普遍支持，并提议任命诺尔特先生为特别报告员。

131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附件一，

第 11 段。



50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在同一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以下问题，即假如接受研

究组的建议，是否也宜同时决定依照什么题目继续

审议这个专题。

3. 据他获悉，自主席与研究组进行非正式磋商

后已就题目达成普遍的一致意见，即“与条约解释

有关的后来的协定和后来的实践”。

4. 据此，如无异议，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

(a) 自第六十五届会议起，依研究组的建议改变本专

题的形式；(b) 任命诺尔特先生为 “与条约解释有

关的后来的协定和后来的实践”专题特别报告员。

就这样决定。

上午 10 时 20 分散会。

第 3137 次会议

2012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埃斯科瓦尔·埃

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

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

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

克尔·伍德爵士。

                                                                                                          

*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1. 主席回顾说，一个星期前印发的第二期会议

临时工作方案无疑将得到修订，而头两个星期的最

后方案将在第二期会议开幕时印发。他请长期工作

方案工作组主席宣读工作组成员名单。

2. 麦克雷先生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主席 )说，

工作组成员为：卡弗利施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

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穆德

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

生、拉腊巴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辛格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和斯图尔马

先生 (当然成员 )。

上午 10 时 15 分散会。

* 续自第3133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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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38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马里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雅各

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

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

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

克尔·伍德爵士。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132

( A/CN.4/652 和 Add 1, C 节 , A/CN.4/652133, 
A/CN.4/L.812134)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 A/CN.4/652 号文件所

载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

132 在其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0 年 ) 上，委员会临时通过了

第 1 至 5 条草案及其评注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30–331 段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 年 )上，

委员会临时通过了第 6 至 11 条草案及其评注 (《2011 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88–289 段 )。
133 转载于《2012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34 油印本，文件可从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2.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包含

数章。导言简要介绍了自从他2008年提交首次报告

以来，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进展。135实际结果显而易

见；委员会根据他在第二次 136和第四次 137报告中提出

的建议，临时通过了11条草案及其评注。他希望在第

六十三届会议上因时间有限而未能作出决定的第12

条草案将在本届会议上获得通过。

3. 之后他具体概述了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

各国和各组织在第六委员会就该专题发表的意见 (第

10–54 段 )。该章 A 节记录了一般性评论，B、C、D、

E 和 F 节概述了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就委员会已临时通

过的 11 条草案和拟议的第 12 条草案发表的评论。

4. G 节概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口头评论：各国

在救灾事务上与受灾国合作的义务是否包括在受灾

国提出请求时各国有义务提供援助。委员会在特别

报告员缺席的情况下，决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

报告第三章 C 节提出了这一问题。138 特别报告员第

五次报告第 68 段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5. 委员会在关于其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工作的报

告中还要求各国提供资料，说明关于该问题的实践，

135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598
号文件。

136 《2009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15
号文件。

137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43
号文件。

138 《2011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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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内法律。139 第五次报告起草时，没有收到关于

上述问题的任何书面答复，但之后收到了比利时的来

文，其中详细介绍了比利时在国内法律以及关于相

互援助的国际协定方面的国家实践，并解释了为何

对委员会关于提供援助义务的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

6. 第六委员会的许多发言人也对该问题作出了

否定的回答 (A/CN.4/650 和 Add.1，第 39 段 )，特别

报告员赞同该立场，他在起草拟议的第 12 条草案前

对相关做法进行了分析。正因为如此，该草案的措辞

为“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而不是“提供援助的义务”。

另一方面，委员会在关于其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的报告第 44 段提出该问题时使用的“委员会认为各

国有义务……合作”这种不确定的句式具有误导性，140

因为委员会已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第 5 条草案

应毫不含糊地规定合作的义务，该义务是大会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XXV) 号决议附件所载《关于

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

原则宣言》中宣称的七项原则之一。

7. 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对规范灾害应对的不同阶

段及其多重影响给予了越来越大的关注，体现在大

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对该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并通过

了不下十几项决议以应对该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世

界不同地区出现的具体情况。

8. 2011 年，主管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和红

新月运动的组成部分加大了它们的授权活动。全球

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第三届会议和第三十一届红十字

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于当年举行。在大会上，红十字

与红新月联会提出了《关于国际救灾和灾后初期恢

复重建援助便利化和规范化的示范法》的试行本。141

希望今年底将通过最终版本。

9.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里约 +20”峰会 )

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142 的成果文件第 186 至 189
段载有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条款。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以及高级别代表重申致力于《2005–2015 年兵库

139 同上，第 43 段。另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1 段。
140 见上文脚注 138。
141 2011 年 11 月的试行本见 http://www.ifrc.org/PageFiles/ 

88609/Pilot%20Model%20Act%20on%20IDRL%20(English).
pdf。

142 大会 2012 年 7 月 27 日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行动纲领》，143 承认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性；鼓励捐

助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在发展中国

家减少灾害风险；致力于及时开展和加强风险评估，

并采取减少灾害风险的工具，同样，它们还强调必

须加强减少灾害风险、恢复与长期发展规划之间的

联系，呼吁所有利害关系方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

减少灾害风险，以便保护人员、基础设施及其他国

家资产免遭灾害影响。

10. 鉴于与会者在第六委员会所作评论，特别报

告员认为有必要在第五次报告用一整章更加详细地

分析合作义务 ( 第 79–116 段 )。正如他在以往报告

中所示，合作在救灾中具有核心作用，是对灾害状况

作出及时、有效反应的必要条件。诚然，合作的性

质由其目的决定。各国在提供救灾援助方面合作的

义务若要合法并切实有效，必须在三个重要方面达

到微妙的平衡。首先，履行此种义务时不得侵犯受

灾国的主权。该章 A 节“合作的性质和对受灾国主

权的尊重”讨论了这一点。其次，合作的义务对援

助国施加了行为的义务。B 节讨论了行为责任。第三，

正如 C 节“合作类别”中解释的，合作必须与救灾

有关，并仅限于为救灾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仔细

阅读相关国际文书便发现，合作义务包括各种技术、

科学和后勤活动。后者包括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提

供科技专门知识以加强受灾国的应对能力，以及提

供人员、物资和设备。近期文书的重点已转移到备灾、

防灾和减轻灾害影响。

11. 鉴于报告该章所列各项考虑，特别报告员认

为有理由插入一条补充条款草案，强调第 5 条草案

确立的合作义务的重要性。新 A 条草案 ( 第 116 段 )

的标题暂定为“阐明合作义务”，内容如下：

“第5条草案提及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应在

科学、技术、后勤和其他方面酌情与受灾国合作。

合作可包括协调国际救济行动和通信，提供救济

人员、救济设备和用品、科技专业知识和人道

主义援助。”

12. 以上措辞参考了 2008 年委员会第六十届会

议通过的跨界含水层法第 17 条草案 ( 紧急情况 ) 第

143 2005年1月18日至22日在日本兵库县神户举行的世界

减少灾害会议的报告(A/CONF.206/6和Corr.1)，第一章，决议

2，“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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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款。144 两处文本的相似性是因为第 17 条第 4 款规

定了当其他国家遭遇紧急情况时合作的义务。同一

条第 1 款对“紧急情况”作出了规定，该定义仿照

1997 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 28 条。对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草案第 28 条第 1 款的评注，

解释了构成紧急情况的要素，145 紧急情况这一概念与

所审议专题的第 3 条草案中定义的灾害类似。第 17
条第 4 款和特别报告员拟议的 A 条草案都列出了其

关于合作的义务的发展的第五次报告该章 C 节 1 至

4 点讨论的四个合作类别，但是这两项条款都没有提

及备灾、防灾和减少灾害影响方面的合作。特别报

告员暂时略去的原因是，与未排除在条款草案范围

外的灾害前阶段有关的法律内容将在以后的报告中

加以考虑。

13. 受灾国与提供援助者有义务相互磋商以确定

外部援助的期限是合作义务的另一个方面。报告倒

数第二章关于终止援助的做法的描述明显体现了这

一义务。虽然受灾国和提供援助的行为体保留表示

希望援助何时结束的权利，但是合作义务使双方均

有义务就此事项进行磋商。经任一方发起，磋商可

在提供援助前或期间进行。第十四条草案“终止援助”

内容如下：

“受灾国和援助行为体应彼此协商，以确定

外部援助的期限。”

14. 特别报告员在 2011 年第四次报告 146 导言末

尾强调，很明显受灾国可以规定在满足某些保障其

充分行使主权的条件下接受援助提议，特别报告员

宣布将在第五次报告中研究这些条件。147 他用一章从

三个角度研究了提供援助的条件的问题 ( 第 117–181
段 )。A 节涉及遵守国内法。B 节讨论了可确定的需

求和质量控制，C 节研究了国际和国内法规定的对条

件的限制。

15. 提供援助的条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些

条件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重叠。通常，委员会

已暂时通过的条款中明示或暗示了这些条件。例如，

144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3–54 段。

145 《1994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29–
130 页。

146 《2011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43 号文件。

147 同上，第一卷，第 3102 次会议，第 25 段。

可确定的需求和质量控制在第 2 条草案中有所提及，

内容如下：“本条款草案的目的是便利充分和有效地

应对灾害，以满足相关人员的基本需求，同时充分

尊重他们的权利。”同样，第9条草案(受灾国的作用)

第 2 款提到了遵守国内法的必要性以及国内法规定

的对条件的限制，内容如下：“受灾国在指挥、控制、

协调和监督抗灾救济和援助方面应发挥主要作用。”

关于当灾害超过国家应对能力时，受灾国有责任寻

求援助的第 10 条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提到了以上两方

面的内容。要求充分尊重受灾人员权利的第 2条草案，

关于条款草案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关系的第 4 条草案，

关于应对灾害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第 6 条草案，关于人

的尊严的第 7 条草案和关于人权的第 8 条草案都涉

及C节的另一项内容，即国际法规定的对条件的限制。

第 11 条草案第 1 款确立了设立提供援助的条件的原

则，该款规定提供外部援助需要征得受灾国的同意。

受灾国有权设立提供援助者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因为

受灾国在救灾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第 9 条草案第 1
款明确了该作用，该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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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以上情况导致了这一问题，即是否需要制定

一系列条款，涵盖可以对可能提供援助的各领域施

加的条件，以及在每个领域提供援助的模式。只有

在明确并评估了各项可能的条件之后，才能回答这

一问题，这正关于提供援助的条件的该章的目的。

17. 该章 A 节涉及遵守国内法，侧重两个方面：

其一，援助行为体有义务遵守国内法，其二，受灾

国需规定例外情况，以方便迅速有效地提供援助。

关于第一个方面，特别报告员还考虑了提供援助的

行为体有义务与受灾国的国家当局合作，并特别讨

论了救援行动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职责。关于

第二个方面，他考虑了受灾国向援助行为体提供相

关法律和法规信息的义务，并讨论了有必要在某些

情况下免除救灾行动遵守国内法的义务，特别是关

于特权和豁免、签证和入境规定、海关规定和关税、

货物和设备质量以及行动自由的法律。

18. B 节讨论了受灾国可以如何将所涉人员可确

定的需求和援助质量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C 节探讨

了国际和国内法规定的对条件的限制，侧重核心人道

主义义务和人权。还讨论了重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为正如对第 1 条草案的评注所解释的，条款草案属

时范围不仅限于灾后的立即反应，还包括恢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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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重建。148 提到可持续发展是合理的，因为联合国

的相关宣言和决议以及在联合国领导下举办的会议，

包括近期的“里约＋ 20”峰会越来越强调可持续发

展与灾害周期各阶段之间的联系。最后，C 节讨论了

设定条件时受灾国本国法律可施加的义务。

19. 本章显示，受灾国设定提供援助的条件构成

了行使权利的具体行为，该权利的直接依据是第 9 条

草案第 1 款所述受灾国由于其主权，拥有在其领土

上确保保护人员和提供抗灾救济和援助的责任。因

此，为条款草案之目的，使用一般性简单措辞说明

受灾国可以在一定的限制下对提供援助施加条件足

以。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149 中提出了第 8 条草

案“受灾国的主要责任”，部分内容为“国家保留

根据本国法律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境内这类援

助的权利。”150 该条款采用了《关于为减灾救灾行动

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中的“根据本国法律”

一词，从而强调受灾国掌控救灾行动的适当途径是

本国的法律体系。不过，委员会临时通过第 8 条草

案，及现第 9 条草案 (受影响国的责任 )的案文时，

删除了“根据本国法律”一词。起草委员会解释到，

虽然该款的之前版本提到主要责任的来源是“根据本

国法律”，但是由于未必存在规范该事项的国内法律，

或是这类法律未必涵盖所有相关方面，因此将“根

据本国法律”一词删除。对第 9 条草案的评注第 (6)
段反映了该立场。151

20. 结合概述受灾国责任的条款，可以理解委员

会的这一立场。然而，在对提供援助设立条件这一完

全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提议纳入一条新的草案，

简要地涵盖整个事项。该条款草案将重申受灾国由于

其主权，并作为同意的表示，有权对提供援助设立

条件，这些条件必须符合国内和国际法。他在第 181
段提议的第 13 条草案“提供援助的条件”内容如下：

“受灾国可对提供援助规定条件，但这样做

时必须遵守其本国法律和国际法。”

21. 除各国、国际实体和非政府组织对灾害专题

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外，学术界越来越将重点放

在对灾害周期的法律调节上。委员会可以感到满意

148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6 页，

评注第 (4)段。
149 同上，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29 号文件。
150 转载于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脚注 1339。
151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60 页。

的是，在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委员会也

开始制定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且

进展迅速。特别报告员忆及，委员会的一名前任委

员称该专题乍一看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应当从工

作计划中删除，因为委员会缺乏充分研究该问题的

途径或专门知识。不过，委员会在先后两届会议 (2010
年和 2011 年 ) 上通过了 11 条草案，显示了委员会完

全有能力在该专题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22. 委员会的委员个人也参与了大量有关灾害专

题的倡议，近期出版的《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

挑战：埃内斯特·彼得里奇纪念文集》中，委员会

委员在三篇文章中提到了委员会就发生灾害时的人

员保护专题开展的工作。152 佩雷拉先生的文章强调了

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平衡性。153

23. 该纪念文集中的第三篇文章为委员会的另一

名委员瓦钱尼先生所著，154 他曾编写了 2011 年委员

会向各国提出的问题，并推动了将对第 10 和第 11 条

草案的评注改编为辩论摘要。在纪念文集文章关于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章节中，瓦钱尼先生重点

提到两个他认为委员会尚未解决的问题。155 第一个问

题是各国是否可以使用武力以确保受灾国必须接受

外部援助。从委员会会议的简要纪录中可以看出，

讨论实际并没有使用瓦钱尼先生的措辞。无论如何，

委员会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委员会从一开始

就支持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主张，即“保

护的责任”这一概念不适用于应对灾害情况。正如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164 段所示，156 委

员会赞成特别报告员关于该问题的立场。

24. 瓦钱尼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合作的义

务，这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瓦钱尼先生在文章中对这一原则作出了评论，并引

用了据称起草委员会通过的一份案文以支持其立场。

可惜，他在文章中引用的条款并非起草委员会在第

152 M. Pogačnik (编),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ber Amicorum in Honour of 
Ernest Petrič (Nova Gorica, Slovenia, European Faculty of Law, 
2011)。

153 同 上，“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ILC in meeting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 313–325 页，尤其是第 322–324 页。

154 同上，“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 Caribbean 
perspective”，第 385–404 页。

155 同上，第 402–404 页。
156 《2009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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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届会议上提出，并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作为

第 5 条草案 (合作的义务 )通过的版本。157

25. 最后，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本专题与委员

会当前工作方案中的一些其他专题不同，本专题并

非经他本人或委员会其他任何委员的建议纳入工作

计划，而是在委员会秘书处的建议下纳入工作计划

的，秘书处是法律事务厅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秘

书处与委员会一样，认为该专题属于“国际法中新

动态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迫切关切事项”类别，158 这是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确立的挑选专题的标准之一。

他在担任特别报告员期间起草了五份报告，这不是

为了个人的职业发展，而是为了使委员会能够采取

科学的方法处理该问题，并积累迅速发展所需的势

头——这两点委员会都已经做到了。他希望今后关于

该专题的工作中，委员会将能够维持该方法和势头，

以便巩固迄今为止通过集体努力取得的成果。

26. 村濑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拟议的 A 条草

案的实质内容。不过，他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处理合

作的义务。事实上，他希望条款草案的措辞更加具体，

而不是仅仅由一些抽象的概念组成，例如团结、公正、

中立，以及特别是合作的义务。他认为虽然没有人

会反对 A 条草案表述的普遍立场，但是委员会的方

法应当更加切合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应依据实际

的灾难类型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合作。

27. 大规模灾难，例如 2011 年日本东北地方太

平洋近海遭遇的地震和海啸发生后，军队往往是提

供有效救援的唯一途径。作为自给自足的单位，军

队组织有序，可迅速和系统地开展大规模的行动。

军队还配备有通信设施和其他技术，拥有高水平的

专门知识和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可使用直升机、

医院船和其他重要装备。相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

者通常不能自给自足，因此无法凭自身力量在灾难

发生后立即提供充分的救援。

28. 就日本而言，2011 年地震的规模远远超出

了本国的应对能力，日本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其他国

家向灾区派遣其军事人员的要求，这帮助我们救了

很多人。不过，在没有驻军地位协定的情况下请外

国军队进入本国领土是一个敏感问题。即使是像美

国这样日本与之缔结了安全协定，允许美军在日本

157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5 页，

关于该条的评注，见第 189–190 页。
158 《199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53 段。

领土驻扎的国家，2011 年救援部队开展的行动在技

术上也超出了该协定以及相关驻军地位协定的范畴。

日本若是与美国及其他利用军队人员和物资提供援

助的国家签署了专门关于救灾活动的驻军地位协定，

则是最好不过了。缺乏这类协定对派遣和接受军事

人员的国家双方均造成了困难。

29. 在没有得到受灾国同意的情况下，显然不得

派遣军队。2008 年缅甸遭龙卷风袭击后，法国和美

国派海军舰队向受害者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但是缅甸

政府拒绝其进入仰光港。尽管这两国以及提供援助

的其他国家本是好意，但是在与受灾国缺乏相关协

定的情况下，当时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本应由商船，

而不是军舰运送。

30. 因此，他建议委员会为发生灾害时的人道主

义救援行动制定一份驻军地位协定范本，可作为本

专题条款草案的附件。即使这种范本涉及灾害前阶

段，可能被视为超出了特别报告员设想的项目范围，

仍将是委员会的一项有益贡献。

31. 在危机刚刚发生后的阶段，受灾国往往缺乏

就驻军部队地位协定进行谈判的能力。2005 年海啸

发生后，日本向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派遣了自卫队，各

方试图谈判达成这样一项协定，但是没有成功。如果

当时他们有委员会拟订的驻军部队协定范本，可能

可以在拟订单独的协定之前暂时适用该范本。这样一

项协定范本还可以有助于加快具体协定的编写工作。

32. 他希望提请注意“印度尼西亚 - 澳大利亚文

件：就迅速应对灾害加强区域合作的切实可行的方

法”，东亚峰会和东盟区域论坛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批准了该文件。该文件第 17 段称“东盟峰会与会

国应借鉴该区域的现有机制，包括通过制定并采用

自愿示范安排和 / 或具有约束力的双边协定，考虑

可实现迅速部署和接收援助人员和物资的机制”。159

33. 委员会可以参照旨在便利迅速地接收和部署

的联合国关于维和行动的驻军地位协定范本，160 为救

灾行动制定驻军部队协定范本。1990 年范本具体规

159 可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网站：https://www.kemlu.go.id/
Documents/Indonesian%20-%20Australian%20Paper/Indonesia-
Australia%20Paper%20-%20A%20Practical%20Approach%20
to%20Enhance%20Regional%20Cooperation%20on%20Disas-
ter%20Rapid%20Response.pdf。

160 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秘书长的报告

(A/45/594)。



56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定了以下方面：免除入境和出境手续；行动自由；

身穿制服；免关税或货物和设备的税收和进出口限

制；通信；车、船和飞机使用；临时的国内法律地位，

包括不受东道国管辖，以及理赔。安全理事会近期

的做法是，在相关方缔结单独的协定之前，均暂时

适用驻军地位协定范本。

34. 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告第 86 和 88 段中将

合作的义务形容为“行为而不是结果的义务”，不

知道是什么意思。村濑先生认为，合作义务的普遍

性和酌处性既没有达到国家责任制度下理解的“结

果的义务”，也没有达到“行为的义务”的程度。“行

为而不是结果的义务”161 一词的确出现在对跨界含水

层法最后第 17 条草案第 2 款的评注第 (4) 段中，但

是没有出现在对第 17 条草案第 4 款的评注第 (9) 段

中，前者规定了相关国家的具体义务，后者规定了

一般的合作义务。

35. 他虽然同意第 13 条草案 (提供援助的条件 )

的实质内容，但是认为确保在发生灾害时对国内法

律的必要克减也十分重要。例如，应允许救援犬不

经正常检疫程序便进入受灾国，应允许未获相关执

照和证书的外国医生在受灾国工作。该原则应作为

保留条款在第 13 条草案中有所体现。

36. 关于第 14 条草案 ( 援助的终止 )，他不确

定这么明摆的事是否还有必要再说，同时对该条款

中使用了“应”一词表示关切。即便如此，他仍然

赞成将所有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37. 福尔托先生说他很高兴看到特别报告员在报

告第 114 和 115 段关注了防灾和备灾问题，委员会第

六十三届会议也强调了该问题。不妨在条款草案，

特别是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中拟议的 A 条草

案中更加明确地提及这些问题。

38. 为处理可能被称为“法律”防灾或备灾的工

作，委员会应考虑增加一项规定，阐明各国为在发

生灾害时提供或接收援助可颁布的各类国内法，因

为这类法律是决定救援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按照

这种思路，第五次报告第 11 段引用了大量国内立法

的实例。第五次报告第 190 段提到的红十字与红新

月联会正在编写的示范法试用本 162在这方面可能十分

161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9 页。
162 见上文脚注 141。

有用。村濑先生提议的驻军地位协定范本草案是法

律防灾的一个好例子，值得认真考虑。

39. 关于 A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提议的非穷尽的

合作方式清单可能有待商榷，因为该条的基准范围还

不清楚。不过该清单的确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具

体信息，甚至可以进一步补充。例如，提到资金援

助似乎是合理的，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帮助受灾国应

对灾害的一种方式。此外，可能有必要纳入一项条款，

规定援助国应当效仿第五次报告第 113 段引用的《美

洲便利灾难援助公约》的例子，与受灾国进行磋商，

以便确定受灾国认为最适当的援助类型。A 条草案

还应列出在合作义务方面对受灾国行为的某些要求。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01、102 和 108 段中列出了若

干这样的例子，但是 A 条草案目前没有涵盖受灾国

的义务。

40. 即便如此，A 条草案还是带来了一个基本问

题，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81 段称之为“试图确定合

作义务轮廓”。换言之，A 条草案旨在进一步阐述第

5 条草案。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 A 条草案没有涉及

合作义务本身。相反，它提出了不同的提供合作的

义务，即提供援助的义务。因此，A 条草案阐述的并

非第 5 条草案，而是起草委员会正在审议的第 12 条

草案 (提供援助的权利 )。特别报告员在 A 条草案标

题中提到“合作的义务”，并在该条款草案的案文中

使用“提供……合作”等词，似乎是说缔约国有义

务提供援助。然而，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8 段重申

其结论，即“救灾事务中的合作义务目前并不包括

各国在接到受灾国请求时有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

应解决这一矛盾。

41. 他本人倾向于认为委员会应接受这种义务的

存在，在第 12 条草案中作出规定，并在 A 条草案中

进一步阐述，以便达到义务的平衡或对等。当灾害

超出受灾国的应对能力时，很难只规定受灾国有向

其人民提供援助的国际义务，而不规定其他国家有

类似的义务。在他看来，有必要规定这类平行的义务，

特别是鉴于第 3 条对灾难的定义除其他外还提到“广

泛的生命损失”。

42. 主张国际社会的成员国没有义务在发生灾害

时提供援助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一种倒退，至少与

现行国际法的某些领域相比。此外，第五次报告第

71 和 72 段提到了条约中的许多先例，似反驳了援助

国的救灾工作总是自愿性质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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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绝对或无条件的用语规定该义务：例如，可

以将提供援助的义务限制为“在各国的能力范围内”

和“如有可能”。

43. 关于第 13 条草案 (提供援助的条件 )，首先，

他建议在句首插入一句，提到“该条款草案将根据第

9 条草案 (受灾国的作用 )第 1 款和第 11 条草案 (受

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第 2 款规定的义务适用”。

对提供援助施加条件不应导致逃避确保人员保护的义

务，也不应构成一种任意拒绝援助请求的间接方式。

44. 第二，第 13 条草案当前的措辞似乎过于简

要，未能反映第五次报告关于提供援助的条件那一章

的所有重要内容。因此，他建议扩充该条款草案的内

容，列入更多细节，或应当与其他条款草案作为补充，

以便解决以下问题：援助国遵守国内法的义务；受灾

国相应的确保保护援助实体和个人的义务；受灾国

评估自身需要的范围和性质的义务；援助行动的模

式可以或应当由相关方之间缔结的协定规范的原则。

45. 第三，鉴于援助规则与国际或国内法的其他

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需要更加确切地拟订第

13 条草案所确立的规则。特别是，很难想象受灾国

有义务确保如第五次报告第 119 段所述“酌情放弃国

内法的执行”。要求一国克减其国内法律不符合法治

原则，除非“放弃”在该情况下是为了通过国内紧急

立法，以便允许提供外部援助。然而，在提供外部

援助之前必须先通过这类法律可能浪费宝贵的时间，

甚至在最需要的时候妨碍了这类援助的提供。

46. 因此，他希望提议一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分

两步走的条款，其中规定：(a) 作为原则，援助行动

必须遵守国际法及受灾国的国内法，但是 (b) 当遵守

这些规则可能影响援助行动时，上述原则必须允许

例外情况，其法律依据可以是国际法或国内法中适

用的克减条款，或是与危难情况或必要情况有关的

规则，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第 24
和 25 条中采用了这类措辞。163

47. 第 14 条草案 ( 终止援助 ) 似乎完全可接受

而且符合需要。然而，建议从三个不同方面加以补充。

首先，该条款草案应忆及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第

182 段中讨论的原则，即受灾国对提供援助的期限保

163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 年……年鉴》，第二

卷 ( 第二部分 )，第 76–77 段。

留控制权，且援助行为体有义务在受灾国提出要求时

离境。第二，应阐明该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一国提出

离境要求不构成任意拒绝外来援助。这源于第 11 条

草案第 2 款的规定，第 14 条草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应

有所反映。第三，可能有必要说明在撤离的情况下，

相关方必须合作，以便在遣返物品和人员方面确保

有序地离开受灾国领土。

48. 这些保留直接来自特别报告员汇编的广泛实

践，除此之外，他赞成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9. 特拉迪先生说，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新委员，

除了就当前报告作出评论外，他还想简要地评论委

员会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他对特别报告员第五次

报告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对之前条款草案的普

遍立场的影响。

50. 首先，他想说鉴于灾害的频率、规模和潜在

的严重影响，他认为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是一个重

要问题。他认为，特别报告员决定从人权角度处理该

问题是正确的，委员会也一贯赞成这种方针。他还

认为，合作应当是贯穿本专题审议过程的关键原则。

51. 他赞成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大多数条款草案

的内容，并基本赞成特别报告员的观点，但是对个别

条款有很大意见。在委员会审议驱逐外国人专题时，

他曾提到有必要在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之间达到平

衡。他曾说过这种平衡未必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达成，

背景以及不同领域法律的状况和发展情况对如何达

到平衡有很大影响。因此，他建议重新考虑条款草

案中的这种平衡。此外，他仍然认为条款草案未必

是最后产品应采取的有益形式。第六委员会的一些

代表团，特别是联合王国 164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65也

曾表示同样的观点。

52. 关于实质内容，条款草案包含许多单独成立

的规定，未规定特定的权利或义务，或是确立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背景下的任何特定标准。换言之，

这些规定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执行；相反，它

们似乎确立了一般原则，旨在帮助解释整个文本。

但是不明确的是，例如第 8 条草案有何用处，该条

声称受灾害影响的人“有权得到对其人权的尊重”，

就好像曾经有人怀疑这一点一样。这种措辞几乎让

16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45 段。
165 同上，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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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觉得过去六、七十年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没有考虑

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类似评论也适用于第 6 和第 7
条草案。因此，他建议增加一条单独的规定，列举

所有被认为有助于从整体上解释条款草案的条款草

案背后的原则。第 5 条草案规定的合作原则也可以

以这种方式处理。

53. 目前通过的案文中最可执行的条款是第 8 至

12 条草案。关键在于在关于灾害情况下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的各重要原则间取得平衡，即既要尊重受灾国

的主权，也有必要确保充分援助灾民。第六委员会

的许多评论都涉及如何达到平衡这一问题，代表团

在该问题上意见不一。巴基斯坦代表团就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作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评论，认为这两条似

乎暗示了受灾国可以不寻求援助。166 他想知道，除了

因法律义务必须这么做外，还有什么理由会让一个确

定灾害已超出本国应对能力的理性国家拒绝寻求援

助。诚然，这是一个政策问题，但是也隐含了主权 /

合作平衡下确实存在的一个法律问题。第 11 条草案

第 2 款中“任意”一词隐含的意思有同样问题。除

非对该词作出定义，否则第 11 条草案仍将毫无意义。

“任意”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指不理性的决定或缺

乏合理理由的决定。不过，国家的行为总是有理由的，

即使人们可能质疑该理由的合理性或不同意该理由。

54. 第 11 条没有，大概也无法解决的真正法律

问题是，根据国际法，一国是否有权决定接受或不

接受谁的援助，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没有国

家会在发生本国无法应对的灾难时不愿意要求和接

受援助。不过，国家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不愿意要求

和接受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援助，这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该条款草案是否意

味着一国有义务接受与之关系不好的国家的援助？

55.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就第 10 和 11 条草案作

出评论时指出，根据国际法，国家可自由选择向谁

提出援助请求以及接受谁的援助提议。167 因此，除非

委员会另有所指，否则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除了重申

合作的基本原则外，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在这方面，

他希望大家关注以色列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上的发

言，即应当从国际合作的角度，而不是从权利的角

度理解受灾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关系。168

166 同上，第 25 次会议 (A/C.6/66/SR.25)，第 7 段。
167 同上，第 41 段。
168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33 段。

56.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审议该专题期间，杜

加尔德先生提到了缅甸，作为一国不予同意的例子，

他举这个例子是为了主张接受援助的义务。169 他自己

对国际新闻网站的研究称，缅甸政府提供了不接受

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战舰提供的援助的理由，并

坚持有权自己分发援助物资，村濑先生之前也提到

这一点。这是任意不予同意吗？问题在于谁提供援

助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提供，而不是条件是否被接受。

坚持存在提供援助的义务将要求委员会处理上述问

题，而他不认为委员会能够这么做。这显然不是一

个能够通过评注解决的问题。

57. 应当从合作的角度，而不是权利和义务的角

度理解受灾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报告员的观

点以及各国在第六委员会就是否存在提供援助的义

务这一问题作出的评论也肯定了这一点。若是规定接

受援助的法律义务对国际社会在发生灾害时提供有

效的人道主义援助真的那么重要，那么为何普遍反

对福尔托先生所提倡的承认提供援助的义务呢？对

于一些人提出的第三国能力限制的理由，他并不同

意。根据第 10 条草案，提出援助请求的义务取决于

受灾国的能力限制。因此，没有理由不对应邀提供援

助的义务加上类似的限定词，或如福尔托先生所述，

要求不得任意拒绝这类援助。

58. 不过，他绝非建议条款草案应规定这样一项

义务。相反，他认为强调权利 / 义务关系既无用处

也无必要，这一结论对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应

采取什么形式产生了影响。

59. 他严重怀疑不得任意拒绝援助的义务在多大

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实践。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 170

中提到了几项可能是第 11 条草案基础的文书。首先，

那些明确推断这样一项义务的文书，《关于国内流

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171 不构成国家实践；它们只

是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秘书长代表汇编的一

套原则。不过，除形式问题外，作为第 11 条草案基

础的指导原则 25 第 2 款本身就有问题；根据原则的

注解，172 指导原则 25 第 2 款的基础是日内瓦四公约

及其议定书。这些文书规定救济行动应受相关各方

169 《2011年……年鉴》，第一卷，第 3103 次会议，第 56 段。
170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43

号文件。
171 E/CN.4/1998/53/Add.2，附件。
172 W. Kalïn,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Annotations(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国际法学会和布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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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约束 (《第一议定书》，第七十条，第 1 款 )；

占领国应同意救济方案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五十九条，第 1 款 )；以及救济行动应在有关缔约方

的同意下进行 (《第二议定书》，第十八条第 2 款 )。

60. 基于上述规定得出结论称存在不得任意拒绝

援助的一般法律义务绝对是不合理的。《日内瓦第

四公约》第五十九条明显适用于被占领土。在这种

情况下，占领国可能不愿接受对该领土内人民的援

助是可以理解的；“同意”救济方案的法律义务因

此也可以理解。不过，将该义务延伸到占领以外的

情况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一致性就值得怀疑了。

61. 据称是指导原则 25 第 2 款的基础的其他条

款也明确表示，“同意”的义务仅限于占领的情况。《第

一议定书》第七十条和《第二议定书》第十八条第 2
款都没有要求受灾国必须“同意”；也没有向受灾国

施加任何不得任意拒绝援助的义务。根据这些条款，

援助受相关国家之间协定的约束，而没有按照第 11
条草案和指导原则 25 建议的方式，对协定进行限定。

62. 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该指导原则

受到大会欢迎。事实上，大会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53 号决议将该原则确认为一个框架，鼓励相关

方适用这些原则。此外，鉴于该决议主要涉及标准及

其适用，而避免在法律框架下提及原则，因此大会对

原则的支持似乎仅限于与促进合作有关的较实际的

方面。此外，虽然大会鼓励各国通过执行原则的法律，

但是特别报告员没有援引任何意味着存在接受援助

义务的法律。最后，虽然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通过

了十几项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但是没有一项

提到第 11 条草案所述的义务类型。

63.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第 60 段中，试

图依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一款所载一般性规定。第 60 段对该款的解释过于宽

泛，此外，如果第二条暗示了存在不得拒绝援助的义

务，那么为何不能适用该款规定提供援助的义务呢？

这点不得而知。

64. 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出，合作在救灾中发挥

核心作用。委员会工作对各国的实际作用在于规定

合作原则，而不是规定实践中不存在且毫无用处的

斯学会，2008 年 )，第 115 页。可从 www.brookings.edu/wp-
content/uploads/2016/06/spring_guiding_principles.pdf获取。

权利和义务。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列出的对阐明合作

义务至关重要的因素。

65. 关于 A 条草案，他认为可以接受第三国应提

供援助的具体领域清单，并欢迎加入“以及其他合作”

等词，他认为“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应提供……

合作”这种命令式语气很奇怪，原因如下：首先，

这似乎创造了一项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而事实上

条款草案明确表示不存在这类义务；第二，条款草

案的用语似乎暗示援助国无权决定能够或将要提供

的援助性质。他认为增加“酌情”一词没有解决该

问题：他认为“酌情”指看援助类型是否适合灾害，

而不是形容提供具体援助类型的意愿或能力。不过，

这个问题可以由起草委员会处理。

66. 提供援助的条件也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涉及

实际问题，例如进入灾区，否则人道主义援助即使

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变得十分困难。他欢迎特别

报告员提出的许多问题，但是不赞成采取的角度，

因为他不同意条款草案的出发点，即受灾国与援助国

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告第

117 段中称，他将考虑受灾国可能就提供援助提出的

条件，这意味着可能提出的条件是有限的，这明显

反映了权利 / 义务角度。事实恰恰相反。尽管存在

一些不得施加的条件，但是基本上受灾国可以提出

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条件。第 13 条草案准确体现了国

际法的立场，因此他的批评更多地是针对报告内容，

而不是该条款草案。

67. 因此，虽然他希望将第 13 条草案起草为指

导方针的形式，他仍然认为该草案是合适的，不过

需要详细探讨第五次报告第 120 至 181 段涵盖的许

多问题，包括便利救援队伍入境的义务，并且如同

福尔托先生建议的，不是作为可施加的条件，而是

作为各种合作形式。例如，援助国的合作义务意味

着有义务实施 A 条草案所列的具体工作，但是该合

作义务必定还意味着受灾国有义务为援助提供便利。

免签证和提供援助涉及的问题与对提供援助施加条

件无关，而是与便利援助的合作有关。援助国与受

灾国之间的关系应定义为这种合作关系，确定的任

何义务都必须是为了实现合作，并且是实现合作所

必需的。

68. 他要说明，受灾国没有从事第 120 至 181段所

述工作的一般义务。不过，一旦提供和接受援助，合作的

义务便意味着有义务便利入境，不论是通过豁免当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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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还是为其提供例外情况。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的

许多主张都基于一些协定，包括 2005 年《东盟关于灾

害管理与应急响应的协定》和 1998 年《关于为减灾救灾

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不过，这些规定显

然都基于请求、提供和接受援助的模式。因此，虽然特

别报告员似乎在第五次报告中表示存在允许人员、物资

和/或设备入境的一般义务，但是这种合作义务只产生

于受灾国与援助国关于提供援助的协定。

69. 以上是可以从审议中得出的一些实践细节，

审议的目的是制定一项有助于各国就援助受灾国开

展合作的文书。像条款草案这样将重点放在权利和

义务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其中的权利和义务没有规

范内容或价值。关于委员会该专题工作的最后形式，

他认为制定公约形式的法律文书，列出一些没有实用

价值的难以理解的法律义务并不是国际社会需要的。

因此，他赞成村濑先生的呼吁，即采取对国际社会

有益的实用方针，具体说明发生灾害时需要的不同

类型的合作和援助。

70. 马里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值得称

赞。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以及受灾国权利和义务

的确定是国际和国内法律、法规和实践涵盖的义务。

该报告及建议非常宝贵，因为它们达到了平衡，并

基于真正的国家实践。报告还就《指导原则》与条

款草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用信息。第 13 和 14 条

草案值得委员会充分支持。感兴趣地关注了迄今为

止的发言后，他希望讨论将考虑受灾国的责任，特

别是确保获得救济以及适当管理的责任。他希望特

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多年来看到一些国家自身无法

对灾民提供援助，却拒绝了外部援助。

71. 吉滴猜萨里先生称赞了特别报告员卓越的工

作后，称希望保留对条款草案某些具体条款的立场，

并侧重讨论另一个问题。从第六委员会的讨论中明

显看出，关于该专题存在观念上的分歧，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中有所反映。似乎有 13 个代表团欢迎确立

受灾国不仅在道德或政治上，而且在法律上有义务

根据第 10 条草案寻求援助 (见第五次报告第 24 段 )，

而另外 18 个国家则反对向受灾国施加在灾害超出本

国应对能力的情况下，寻求外部援助的法律义务 (同

上，第 28 段 )。

72. 第六委员会反复出现的一个议题是委员会关

于本专题的工作不涉及“保护的责任”概念。各代表

团赞成委员会基于秘书处的立场提出的观点，即“保

护的责任”概念不属于本专题的范畴，仅适用于四类

特定的罪行：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

人类罪。173 不过，波兰代表团主张，现在已经可以考

虑将这一概念延伸到包括自然灾害。174 一些国家注意

到，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为了避免与“责任”的

概念混淆，第 9条草案使用“义务”一词受到欢迎 (同

上，第 23 段 )。

73. 会员国似乎担心委员会可能混淆这两种机

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受灾国保护其领土内人员对

自身有利，但是也有一些极端的例子，政府可能故

意不寻求援助以打击反对派，达尔富尔便属于这种

危害人类罪的确牵涉“保护的责任”的情况。175

74. 因此，他建议委员会考虑采取不同的方针。

首先对非极端状况的国家设立一般制度，基本上假

定它们有根据其意愿决定何时向何处寻求外部援助

的主权权利。第二，对于“强硬”国家，委员会将

需要认真审查第 10 条草案和第 11 条草案第 2 款的规

定，因为它们属于灾害超出本国应对能力和国家不

合理或恶意地任意拒绝援助的情况。应当指出，即

使是报告经常引用的《东盟关于灾害管理与应急响

应的协定》也没有对其成员施加法律义务，而只是

列出了它们可以遵循的最佳做法。

75. 朴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五次报告，

该报告无疑将为国际法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关

于救济和援助的基本原则，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

的义务，以及不同行为体入境的权利。保护受害者

的原则与受灾国的主权之间一向很难达到平衡。他

想知道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两项原则中哪一项更重要。

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也很重要，例如 1927 年国际

联盟设立的国际救济联合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今

后，他还希望就参与救济和援助工作的人员享有的

特权和豁免权提出建议。

76. 关于更加具体的问题，他就如何解决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建议，这两条草案

涉及寻求援助的义务以及对接受援助的要求。解决

该矛盾的关键是报告第 151 段讨论的需求评估。他

认为该问题应当由一项单独的条款草案来处理。不

173 秘书长关于履行保护责任的报告 (A/63/677)。
17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 (A/C.6/66/SR.21)，第 85 段。
175 见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8 月 31 日第 1706(2006) 号决议

和 2007 年 7 月 31 日第 1769(200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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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需求评估不应由受灾国进行，而应由一个中立

的国际机构进行。为此，他请委员们参考报告第 190
段所述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关于国际救灾和灾后

初期恢复重建援助便利化和规范化的示范法》，176 该

法载有类似的概念。

77. 关于第 5 条草案与拟议的第 12 条草案和 A
条草案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大多数国家就委员会

提出的是否有义务应受灾国要求提供援助的问题作

出了否定的回答。第 12 条草案提到了提供援助的权

利；也就是说有权利而没有相应的义务。不过，第 5
条草案涉及合作的义务。特别报告员试图通过新的 A
条草案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法。不过，他希望第 5 条草

案与新的A条草案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说明。

目的是只加以阐释，还是设定限制呢？

78. 最后，他想问委员会是否依旧认为，在发生

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伤亡程度严重到可能需要安

全理事会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仍然不存在提供援助

的义务。

下午 6 时散会。

第 3139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马里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

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

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

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

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

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176 见上文脚注 141。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50 和 Add.1，C 节，A/CN.4/652 
和 A/CN.4/L.812)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查特别报告员关

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 (A/
CN.4/652)。

2. 哈苏纳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内容详实

的报告，该报告为辩论重要的法律和政策问题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在这一工作阶段，委员会本不该就已经

通过的 11 项条款草案及其评注或正在审议的条款草

案重新进行实质性辩论，而应等到二读时再这样做。

但由于所有条款草案相互关联，而且第六委员会的

有些委员和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现任委员对其中一

些案文表示了看法，因此，他想简单评论一下特别

报告员报告中所载的一些主要条款草案。他希望当

前的辩论有助于为二读奠定基础。

3. 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177 第 43 段

宣布，欢迎提供关于所审议的本专题国家实践方面

的任何资料。遗憾的是，最初只有三个国家——奥

地利 178、匈牙利 179 和印度尼西亚 180，后来再加上比利

时——概述了其各自的国内救灾立法。这表明，虽然

此专题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大多数国家都没有

这方面的立法。多数委员认为，委员会对这一问题采

取的总方针应在保护受灾人员及尊重国家主权和不

干涉原则之间取得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为需要

援助者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应始终保持中立和客观，

而绝不应被政治化。援助还应始终以有关行为体之

间的团结与合作原则为基础。

4. 关于第 9 条草案涉及的受灾国的作用和第 10
条草案规定的寻求救助的义务，所产生的问题是由

谁负责确定：第一，是否存在需要采取行动的灾情，

第二，受灾国是否履行了条款草案规定的义务。还有

必要确定的是，这种评估是只能由联合国政治机关

进行，还是允许具体国家核实一国的应灾措施是否

177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2 页。
178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23 段。
179 同上，第二十四次会议 (A/C.6/66/SR.24)，第 58 段。
180 同上，第 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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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以及由谁来确定灾害是否超出了受灾国的应

对能力。如他在以前的辩论中所说的，这些是关键

问题，只能由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或为监督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情况而设立的类似机构给出答案。

委员会前委员加亚先生和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类似建

议的朴先生也持这种观点。

5. 第 11 条草案规定，受灾国不应“任意”对外

部援助拒绝给予同意。该词过于模糊，应在案文或

评注中予以明确。这一条款草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由谁来评估拒绝的任意性及其造成的后果？另外，

该条草案强调需要征得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这显然假定受灾国有一个政府。但是，如果自然灾

害摧毁了这个政府，是否还需要征得同意？发生武

装叛乱时，需优先征得谁同意？承认流亡政府的国

家能否以该政府的同意作为提供援助的基础？委员

会必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6. 第 12 条草案的目的是承认国际社会在发生灾

害时保护人员的合法利益，它规定，国家、联合国、

其他主管政府间组织和相关非政府组织有权向受灾

国提议协助应对灾害。这种说法只是对现实的确认，

而没有真正的法律价值。因此，该条最好是说国际

社会可在团结与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向受灾国提议援

助。关于委员会提出的国家在救灾事项上与受灾国

合作的义务是否包括应受灾国请求向其提供援助的

义务这一问题，特别报告员对国际实践的分析确认，

目前没有这种法律义务，一国应另一国请求提供援助

的前提是援助国的援助具有自愿性质。不过，特别报

告员强调，虽然没有应一国请求提供援助的义务，但

可能存在“适当考虑”受灾国提出的援助请求的义务。

有鉴于此，特别报告员认为，在实践中有一些支持

这种立场的证据，因此宜另外拟定一项强调该义务

的条款草案。这种条款不仅符合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还会凸显出被请求国根据善意原则履行合作义务的

必要性。

7. 在报告中更明确地阐述合作义务的那一章，

特别报告员尝试对其内容作了更深刻的解释。由于

合作在救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些联合国决议、

多边公约及区域和双边协定都对它有明确提及。例

如，大会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 57/150 号决议鼓励各

国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加强备灾和应灾领域的合作。

2005 年 3 月 22 和 23 日，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阿拉

伯国家联盟第十七次首脑会议上，与会者倡导建立

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协调与合作机制。2007 年，该联盟成员商定设立该

机制和通过一项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施该机制的方

案。181 这种协议的基础是灾害控制三阶段即备灾、应

灾和灾后恢复中的合作。

8. 特别报告员在对合作义务的分析中，指出新

近的公约将重点从主要以应灾为中心的模式转至以

防灾和备灾为主的模式。在上次会议上，他提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里约 + 20 会议 )的结果文件，

该文件专门述及环境问题。在这份文件中，与会者

呼吁开展更大合作，采取减少发展中国家灾害风险

的措施，例如建立预警系统。182 所提议的关于合作义

务的 A 条草案尽管列出了灾害援助合作通常具备的

各种内在要素，但未涉及防灾和减灾的合作问题。

虽然特别报告员承诺在今后的报告中审查这些方面，

但应在该条草案中提及事前合作。

9. 在报告中关于提供援助的条件的那一章，特

别报告员提到了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当发生灾害时，

首先需要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其次是重点进行

重建，然后才是保护环境。现实一点的话，可持续

发展只能是一个长期目标。关于援助条件的第 13 条

草案的措辞过于笼统和模糊；应当再具体些、准确些。

重拟的案文可包括两款，内容如下：

“1. 受灾国可对提供援助规定条件，但这些

条件不应构成对提供援助的任意或不合理的限

制。

“2. 受灾国不得任意或不合理地利用国内法

或国际法来妨碍提供援助，如果这会影响受灾人

员的安全或福祉的话。”

10. 关于终止援助的第14条草案也可包括两款，

内容如下：

“1. 受灾国和援助行为体应彼此协商，以确

定外部援助的期限。

“2. 受灾国或援助国不得任意或不合理地终

止援助。”

181 负责环境的阿拉伯部长理事会第 295 号决定，2008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第二十次会议。2009 年，阿拉伯国家联

盟成员国批准了制定一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建立阿拉伯区

域减少灾害风险平台 (见 www.unisdr.org/arabstates 等 )。
182 大会 2012 年 7 月 27 日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187

段。

http://www.unisdr.org/arab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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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提出这些起草建议后，他赞成将所有条款

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最后，对于特别报告员在上

次会议上就其报告关于相关发展的那一章，或者更

具体来说，就委员会一些委员和前委员针对本专题

或报告员采取的办法提出的批评意见所作的评论，

他个人认为，委员会委员或前委员不应公开评论委

员会当前的条款草案，因为这些条款不是已经提交

大会的最后成果，而是正在开展且有待修订的工作。

他还希望特别报告员说这话时有相关人员在场，这

样就能为进行思想对话提供机会，从而可能引发热

烈的辩论。

12. 彼得里奇先生说，虽然重新讨论已经通过的

条款草案的做法不常见，但听取未参加委员会上一个

五年期审议工作的新成员的意见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这些评论是出于好意，肯定有助于提高最后成果

的质量。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简要介绍了委员

会以前的工作以及第六委员会的辩论和各国的反应。

必须铭记，第六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赞成研究本专题，

而且各国始终对这项工作表示普遍认可。国际社会

如何应对造成很大损害、有时甚至在数日内吞噬几

十万条生命的灾害，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根据团结

和人道原则，国际社会对此负有共同责任。

13. 但事实上，这仍然是一个很难的专题。在上

一次会议上，朴先生指出了受灾国主权与保护人员

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在委员会就此问

题开展的整个工作中一直很明显。在涉及两个相互

对立却又同等重要的原则——这里是国家主权原则与

保护人员及其人权的原则——时，总是会给法律起草

者和适用者造成困难。如何在二者之间达成适当的平

衡，是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关切的一个棘手问题。例如，

有必要铭记起草所有国际人权文书时一直存在的国

家主权与人权之间的拉锯战。同样，国家主权还与

人民的自决权相对，这两项原则是国际法中以《联合

国宪章》为基础的具有同等效力的原则；难点在于

如何在国际社会起草的实际案文中实现二者之间的

平衡。国家的国内管辖权原则与国际社会对某些情

况的介入也是如此。早在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

纳就对法律中的平衡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国内法中，

也必须在保护人权与保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之间，

或者更具体来说，必须在信息权和新闻自由与保护

人的尊严之间取得平衡。由于法律中一再出现这些

利益冲突，委员会应始终力求取得适当的平衡。

14. 这里涉及的所有原则——主权、保护等等——

都在不断变化。主权不再仅指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即

国家的权利，而是被越来越多地从义务角度来看——

主要是保护一国人口免遭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义

务，就本专题而言，则是保护他们免遭灾害影响及

其所造成的痛苦。在 1950 年代，国家、法律部门和

著名的法学作者认为，根据《宪章》第二条第七款，

种族隔离属于南非联邦 ( 南非共和国的旧称 ) 的内

部事务。无论这看起来有多怪，却是国际法权威人

士惯常所说。183 后来人们的态度发生变化，认为种族

隔离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问题。184

15. 当然，委员会的工作必须以合作原则为基础，

条款草案必须鼓励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使之

成为可能。如果所有有关方面——受灾国及提供援助

的国家和实体——都本着善意行事，也就是说，唯一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受灾人员，那么，合作将是顺利的、

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就没有必要为在权利和

义务之间实现法律上的平衡去努力。但包括国际法在

内的法律的另一项职能是规范规则或原则可能遭到

违反、各行为方未必善意行事的情况。在发生灾害时，

国家和其他行为体通常是善意行事，但要提高其行

动效率，必须在国际法中确立一些规则，主要是切

实可行的规则。在上次会议上，村濑先生、特拉迪

先生和朴先生建议特别报告员考虑能否添加一些关

于某些实际方面的条款草案。委员会就本专题开展

工作以来，同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进行了密切联络，

后者明确指出，它是处理实际问题的主管机构，委员

会没必要这么做。也许这就是特别报告员未太多涉及

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赞成

添加关于实际方面的条款草案的发言者持相同观点。

委员会还有时间添加这类条款，因为它将在 2016 年

完成二读。

16. 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和其他实体会恶意行事。

法律的另一个职能是确立能够藉以区分对与错、合法

与非法以及善意与恶意的原则和规则。发生灾害时，

国家一般会善意行事，并表现出团结、人道和合作精

神，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而一场大的国内灾害可

能会危及几十万人的生命。即便这类情况很少，也

应为规定有关方面权利和义务的规则所涉及。有些

183 见联合国南非联邦种族状况委员会的报告，A/2505 和

Add.1，A/2719 和 A/2953。
184 见大会 1959 年 11 月 17 日第 1375(XIV) 号和 1962 年

11 月 6 日第 1761(XVII) 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1960 年 4
月 1 日第 134(196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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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在上次会议上提到了缅甸和达尔富尔的事件。

还不妨提及埃塞俄比亚，1984 至 1986 年，该国的饥

荒造成一百多万人丧生——尽管门格斯图政府曾坚称

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不会有饥荒之类的事情发生。

相反，在斯里兰卡，一些“救援组织”则别有用心。

17. 在目前审议的问题中，应当划定善意和合法

与恶意和非法的界限，并确定受灾国以及提供援助

的国家和其他实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划定这一法律

界限，显然需要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之间取得平衡。

这种平衡取决于委员会和各国打算在逐渐发展方面

走多远，并且只有在遵守国际法公认规则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而且无论其怎样

演变，将始终是——国际社会赖以运行的基础。同样，

遵守保护人员及其尊严和人权的原则也很重要，由

于马顿斯条款和《联合国宪章》的缘故，这项原则

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18. 就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而言，委员会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平衡。简言之，受灾国由于其主权，

负有在发生灾害时采取措施保护其人口的首要责任；

鉴于人道原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则有根据团结原则提议援助的权利——但不是提供援

助的权利。受灾国仅在无能力或不愿意有效保护受

灾人员的情况下有义务寻求外部援助。受灾国并非

必须接受，而是可以拒绝提议的援助，条件是这种拒

绝不得具有任意性、出于恶意或违反其保护受灾人

员的义务。主权原则意味着表示援助意向的实体无

权在未经受灾国同意的情况下提供援助。只有在受

灾国同意援助各个阶段的所有方面时，它们才能提

供帮助。受灾国可以根据其主权，拒绝对援助或者

援助的某些方面给予同意，但不得任意或恶意不予

同意。表示援助意向的实体必须尊重受灾国的主权。

受灾国和表示援助意向的实体有义务在发生灾害时

就人员保护问题开展合作。它们在接受和提供援助

时必须善意行事，并且一切从保护受灾人员出发。

19. 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鉴于其良好的平衡性，

可能会影响关于各相关方 ( 受灾国和为了受害者的

最佳利益愿意提供救灾援助的国家、国际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 ) 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法律的这种编纂

和逐渐发展将是在发生最严重的灾情时保护人员、

人的尊严和人权方面迈出的一大步，有助于确保在

最需要的情况下表现出国际团结。

20. 关于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2 条、第 13 条、

第 14 条草案和 A 条草案，他提请注意，委员会 185 在

全体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 186提出的关

于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表示援助意向权利的第 12 条草

案，并随后将其交给了起草委员会，但起草委员会

没有时间暂时通过该条草案。187 因此它仍然尚待讨论

和通过。该条草案的措辞应明确指出，它只涉及“表

示援助意向的权利”。“表示援助意向”绝不是指“提

供”援助。受灾国根据其主权，可以接受或拒绝国家

或其他实体、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的

所有或某些援助意向，无论这类意向采取何种形式。

实际上，是否真正需要这种条款值得商榷，因为它只

是确认了现实中的事情，即发生灾害时，国家和其他

实体根据团结和人道原则，向受灾国表示了援助意

向。在此情况下，它们是作为独立的主权实体行事——

除非订有特别协定 ( 如多边或双边条约 )，并根据这

些协定事先接受了相互援助的义务。

21. 表示援助意向不应被视为干涉受灾国的内

政，或侵犯了其主权。受灾国负有在其境内发生灾害

时保护人员的首要责任，可以根据其主权，接受或

拒绝对其表示的援助意向。它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

对这种自由的唯一限制载于暂时通过的第 11 条草案，

该条规定，如果一国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所需的救

灾援助，则不应任意对外部援助拒绝给予同意。在

发生灾害时表示援助意向是当今世界一种颇受欢迎

的既定做法。如国际法学会在 2003 年关于人道主义

援助的决议中所申明的，“国家和组织有权向受灾

国表示人道主义援助意向”。188 因此，表示援助意向

的权利与国家主权原则并不冲突，也不构成干涉。

22. 在一项条款中专门述及提议援助的权利，这

对那些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各方来说可能是一种鼓励。

正如受灾国可以接受或拒绝援助意向一样，其他国

家也可根据其财力和团结程度，选择表示或不表示

援助意向。但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符合整个国际

社会的利益。人道和团结原则还意味着，提供这种

保护应被视为一种共同的责任。应在这一更广泛的

185 《2011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43 号文件，第 109 段。

186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78–283 段。
187 同上，第 272 段，及同上，第一卷，第 3116 次会议，

第 18 段。
188 国际法学会，Yearbook, vol. 70, Part II, Session of Bruges 

(2003)，第 263 页起，详第 271 页 (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决

议第四章第 1 段 )。可从 http://justitiaetpace.org 获取。



 第3139次会议—2012年7月3日 65

背景下来看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并应通过国际法

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对其予以加强。

23. 在委员会 2011 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有与

会者认为，委员会还应审查能否确立“提议援助的

义务”。189 大会第六委员会没有采纳该观点，因为这

种义务会影响正迅速受到重视的崇高的团结原则。

他认为这会产生实际问题和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

如这种义务的范围、愿意提供的援助的性质，等等。

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考虑到人道和团结原则，

表示援助意向确实应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

24. 国际法如何能够规定其他实体，特别是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议援助的义务”，这点并不

清楚。但在关于合作义务的 A 条草案中，特别报告

员似乎正在朝此方向迈进。这就走得太远了。不应

当有接受或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条款草案应在寻

求 ( 只是寻求 ) 援助和提议援助的权利之间取得平

衡。已获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就是这么做的。但就发

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而言，有必要在第 5 条草案第 2
款或一项单独的条款中，根据特别报告员起草条款

案文 A 时使用的材料，阐明合作义务，这是国际法

中的一项植根于《宪章》的一般原则。

25. 如其他委员所言，第 13 条草案案文或其评

注应明确指出，受灾国对提供援助所加的条件必须

首先符合国内立法和国际人权法。此外，该条草案

也许应在第 2 款中明确允许受灾国克减其国内法，

甚至是其国际义务，或如哈苏纳先生所建议的那样，

暂停适用这些法律或义务，以实现对受灾人员的真

正保护，特别是确保外国援助能迅速到达灾民手中。

对人员及其生命、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保护应是该条

草案和所有其他条款草案的首要目标。

26. 仍有时间选择条款草案所应采取的形式。这

种选择还取决于各国在第六委员会表达的意见。在

作出是使之成为指导原则还是法律文书的决定之前，

应按当前的思路继续开展工作，即起草条款草案。

27. 最后，如有些委员所建议的，应在条款草案

中列入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实际方面的条款，

以便利迅速向受灾人口提供有效的援助。委员会迄

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实际方面，但特别报告

员也许打算今后就此采取步骤。

189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83 段。

28.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就第五次报告的质量向特

别报告员表示祝贺。特别报告员通过对整个条款草

案各个方面的分析，和对双边及多边条约和《国内

便利和管理国际救灾和初期恢复援助工作导则》190 的

广泛调查，提出了三项新的条款草案，从而再次推

动了有关这一专题的讨论。特别报告员对各国在第

六委员会表达的意见所作的准确分析也应受到祝贺。

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第六委员会各代

表团在对委员会已经通过的条款草案所作的评论中，

赞扬了委员会为在保护受灾人员的必要性以及尊重

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之间取得平衡而作出的努力。

对第 5、第 6、第 7 和第 8 条草案也提出了积极的评

论意见和建议。特别报告员承认人道、中立、公正和

不歧视原则在协调和实施救灾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为此应受到祝贺，上述原则被委员会载入了第 6 条草

案。各国还对第 9 条草案 (受灾国的作用 )表示赞同，

该条草案以受灾国的主权原则为基础，规定了后者

在其领土上确保保护人员和提供抗灾救济和援助的

责任。

29. 但是，如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第 28 段所

指出，第六委员会对第 10 条草案和受灾国寻求援助

的义务进行的辩论表明，成员国的意见分歧很大。

有些国家对规定受灾国寻求外部援助的法律义务的

第 10 条草案表示反对。它们认为，这种义务可能会

侵犯国家主权，损害国际合作与团结，而且在国际法、

习惯法或国家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依据。委员会有些委

员认为——他本人也这么认为——规定这种义务与委

员会为协调保护受灾人员的必要性与遵守国家主权

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作出的一贯努力背道而驰。这还会

损害受灾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外

部援助和自行选择解决方案的合法权利。寻求援助

的义务所产生的另一不良后果是，不履行这种义务

的国家可能会被不合理地要求为国际不法行为负责。

因此，第 10 条草案的当前措辞与第 11 条草案的规

定相冲突，后者要求征得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这是一项以国际法作为坚实基础的原则。

30. 另外，在实践中，受灾国显然从未拒绝外部

援助——即便其具备充分的应对能力。缅甸可能是唯

一的例外，但也没有完全拒绝援助，而是接受了邻

190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国内便利和管理国际救灾和初

期恢复援助工作导则》( 日内瓦，2011 年 )。可从 www.ifrc.
org/PageFiles/41203/1205600-IDRL%20Guidelines-EN-LR%20
(2).pdf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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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援助。因此，有理由对当前的第 10 条草案是否

有用持严重怀疑态度。

31. 鉴于上述原因，他强烈鼓励委员会注意在第

六委员会提出的反对意见，并重新审查第 10 条草案，

使其规定为成员国所接受。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请

起草委员会将“有责任寻求援助”的强制性措辞改

为“应寻求援助”这种劝诫性的语言。另外，在第

六委员会表达的关切表明，“如所遭受的灾害超出

了国家的应对能力”一语产生了解释和评估问题。

应由受灾国确定灾害是否超出了其应对能力，但“如

(to the extent)”字可能会被作不同解释。因此，最好

恢复特别报告员最初在第四次报告中提议的措辞，

即“如果 (if) 灾害超出受灾国的国家应对能力”。

32. 从特别报告员的分析来看，普遍赞成第 11
条草案 (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 的措辞。有些

代表团的建议引起了委员会的注意，特别是泰国关

于将第 2 款改为“不得任意、不合理地拒不同意纯

粹是为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善意提议的外部援助”

的建议 191，以及荷兰关于用“不合理”一词取代“任

意”一词的建议 192。

33. 如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第 52 段所述，第六委

员会中的许多代表认为，合作义务不包括各国应受灾

国请求向其提供援助的义务。他们认为，这种义务在

国际法、习惯法或实践中没有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回

答是，一国应另一国请求提供援助是以援助国行动的

自愿性质为前提的。他个人赞成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即在救济事宜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目前不包括各国

应受灾国请求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他

与第六委员会的有些代表一样，赞成起草一项条款，

规定被请求国有义务对所收到的任何援助请求予以

适当考虑。

34. 他感谢特别报告员根据对联合国系统相关文

书、多边公约及双边和区域协定的全面分析，在 A
条草案中对第 5 条草案 ( 合作的义务 ) 的内容所作

的澄清。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告第 81 段提

出的观点，即各国在提供救灾援助方面的合作义务

必须在三个重要方面达到平衡：首先，此种义务不

得侵犯受灾国的主权；其次，它必须采取提供援助

国家的行为义务的形式；第三，此种义务必须包含

19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91 段。
192 同上，第 23 次会议 (A/C.6/66/SR.23)，第 48 段。

通常构成有关这一事项的合作的各种特定要素，必

须与救灾援助有关，而且只限于救灾援助。报告对

这三个方面作了阐述，讨论了合作性质和尊重受灾

国主权的问题，并从而讨论了所提议的 A 条草案与

关于受灾国作用的第 9 条草案之间的关系。报告中

述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提供紧急救灾援助的合

作种类的界定。

35. A 条草案还基于特别报告员对第 5 条草案规

定的合作义务的各个方面所作的分析。它仿照了跨

界含水层法条款的第 17 条第 4 款，193 这点使其显得

更加重要。由于 A 条草案阐述的是合作义务，应将

其规定纳入第 5 条草案第 2 款。

36.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3 条草案 ( 提供援助

的条件 ) 是第 9 条草案 ( 受灾国的作用 ) 和第 11 条

草案 (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 所载原则合乎逻

辑的延伸。为了拟定后一条款草案，特别报告员对

多边条约、联合国文书、国家实践和其他来源作了

广泛研究。在这方面，他审查了受灾国有权根据本

国法律对提供援助施加条件的一些例外情形，其中

包括：受灾国根据在其领土上确保保护人员的义务，

为便利迅速有效地提供援助，需要免于适用某些法

律条款。虽然这种例外是基于实践，但在有些情况下，

背离法律可能会引起宪法问题。免于适用某些规则，

例如关于特权和豁免权、签证和入境要求及关税的

规则，则不会产生这类问题。因此，他赞成特别报

告员在报告第 145 段的说法，即要求受灾国在任何

情况下都绝对免于适用其法律，会使之无法行使主

权，保护其人口以及在其境内和受其管辖的其他人。

因此，受灾国应设法确定在发生灾害时免于适用相

关法律是否合理，并对迅速提供有效援助的义务和

保护人口的义务进行权衡。

37. 最后，他认为，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 14 条

草案 (终止援助 )将确保实际提供援助时的法律确定

性。但如果该条草案还提及受灾国与援助提供者需

要商定终止程序的话，会更加确切。为此，应将该

条草案修订如下：“受灾国和援助行为体应彼此协商，

以确定外部援助的期限及其终止程序。”

38. 迈克尔·伍德爵士感谢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

报告，他说，许多其他委员强调了发生灾害时的人员

193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3–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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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问题实际方面的重要性，他与这些委员一样，认

为一旦确立了基本原则，就可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实

际问题上。无论是从文本还是从实证数据来讲，专门

从事救灾工作的组织都有大量的材料，应当对这些材

料进行研究，以确定委员会可以作出的贡献。仅仅是

纳入或提及以前的工作，就可发出重要的信号。

39. 特拉迪先生虽然赞成委员会对本专题采取的

方针 ( 他称之为“人权”方针 )，却对所通过的非常

一般性的规定颇有微词。针对他的评论意见，迈克

尔爵士个人希望捍卫这些一般性规定，并对“人权”

方针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他不同意“在主权和对人权

的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的概念。人权义务已经考虑到

主权原则；其中有些义务，如禁止酷刑，是绝对义务，

但大多数义务都是有条件的，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

以克减。因此无需作任何进一步的平衡。

40. 就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而言，应始终达成

的真正平衡不是人权与主权的平衡，而是如特拉迪

先生所说，是在灾害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

要原则——即尊重受灾国的主权——与确保为受灾者

提供适当援助的必要性之间的平衡。

41. 这个专题必然会提出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

它们是讨论当代国际法律制度性质的核心所在。同

时，还必须处理一些十分实际的问题，根据对其所

作的答复，对受灾者而言，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实

际问题可能意味着生死之别。委员会要履行因审议这

一专题而担负的责任，就必须同时处理原则问题和

实际问题。在可能比较棘手的原则问题上意见不一，

不应妨碍找到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例如如何为可

带来实际变化的救灾工作提供便利。

42. 必须同时处理权利、义务与合作问题。同样，

还需谨记所审议的本专题的性质。指导委员会选择

专题的一个标准是，“委员会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专题，

还应审议反映……新动态和紧迫关切事项的专题。”194

委员会对本专题采取的方针几乎全在逐渐发展而不

是编纂领域。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忽视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但它确实意味着委员会应做好本着现代和逐

渐发展的精神处理这些原则的准备。

43. 第六委员会的激烈辩论证明了各国和其他行

为体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国家和组织已就所通过的

194 《1997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38 段；

和《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56 段。

条款草案作了很多评论。委员会必须认真研究这些

评论，并在适当阶段考虑到新委员的意见。可在二

读时进行这项工作，或者，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有

帮助的话，甚至可在二读之前审议某些建议，委员

会过去就曾对某些专题采取过这种做法。

44. 在报告第 55–78 段，特别报告员审查了各国

就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提出的是否列入

援助义务的问题所作的答复。195 在这方面，他赞成特

别报告员和大多数国家的观点，即不存在这种义务，

在条款草案中规定这种义务是不现实的。

45. 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专门用一章讨论了第

5 条草案已经述及的合作义务。特别报告员这么做，

部分是由于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评论意见。他所提

议的条款草案基本上是仿照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的第 17 条第 4 款。196 该第 17 条涉及正在发生的紧急

情况，而新的 A 条草案还涵盖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

不过，如特别报告员所解释，有关这一问题的当代

案文同样关注，甚至更多地关注备灾。这就产生了委

员会已经注意到 ( 例如在第 1 条草案的评注中 ) 但

尚未适当处理的一个一般性问题，那就是条款草案

应在多大程度上涵盖灾前阶段。197 他想知道特别报告

员是否打算就此提出任何条款。

46. 在 A 条草案中，“合作”的含义似与第 5 条

草案不同。后者涉及合作义务，这是国际法中一项

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原则，载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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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不过，在 A 条草案中，“合作”一词似乎是指更具

体的事情，即所提供或可以提供的援助。因此，A 条

草案没有阐明合作义务，而是更多地涉及是否有义

务提供援助的问题以及这项义务的内容。此外，第 5
条草案只涉及受灾国的合作义务，A 条草案则提到国

家一般应负的义务和“第 5条草案提及的其他行为方”

的义务，但其中所指义务的性质并不十分清楚。特

别报告员说，A 条草案旨在规定一种行为义务，而不

是结果义务。但所规定的究竟是谁的义务？哪些国

家需要提供合作？是否所有国家都必须这么做？这

几乎毫无意义。它是否指其他受灾国、该区域各国或

与受灾国有特殊联系或对其许下承诺的国家？是否

195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3–44段。
196 见上文脚注 193。
197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6 页，

评注第 (4)段。
198 1970 年 10 月 24 日大会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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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有能力援助的国家？ A 条草案显然是要对“第

5 条草案提及的”所有“其他行为体”规定这项义务，

这类行为体有很多，包括联合国组织和其他主管政府

间组织、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及“相关非政府组织”。

委员会真能在条款草案中规定所有这些“其他行为

体”的义务吗？

47. 在第五次报告中该章和关于提供援助的条件

的那一章，特别报告员提到了合作的许多实际方面，

并强调受灾国不得对此设置障碍。有许多救灾的传闻

轶事：尽管时间紧迫，救灾物资和人员却被挡在边境，

无法前行；或者要求缴纳关税或出示签证。虽然有

些情况下，这类延误可能有正当理由，但受灾国显

然应尽一切努力为交付救灾设备和物资提供便利。

48. 该章详细而非常平衡地讨论了受灾国可能对

提供援助规定条件的棘手问题，其中涉及其他委员已

经提到的许多重要事项。他对报告第 181 段提出的相

应的条款草案即第 13 条草案感到失望。他认为该条

草案的内容少而空洞。该条款很短，这一点未必是坏

事；特别报告员说这是“简明”，福尔托先生称之为“简

洁”。但是，如许多其他委员所指出的，委员会应

就这一问题提出更加详细的规定，可能的话包括若

干款，甚至是提出不同的几条，以反映报告该章所

述的观点。委员会应认真研究村濑先生的如下建议，

即委员会应考虑起草一份关于参与救灾的武装部队

和其他行为体地位的示范协定。特别报告员似宜在全

体会议上、在答辩结束后所作的答复中提出，或在

起草委员会或即将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第 13 条草案更

加详细的案文。该案文可包括村濑先生、福尔托先

生、特拉迪先生和其他委员在辩论期间建议的内容，

也可参照秘书处关于该问题的备忘录。199 如果委员会

决定采取更加实际的办法，则秘书处似宜再编写一

份该文件增编，介绍最近的发展情况，尽管预算限

制可能会妨碍它这么做。

49. 第五次报告提出的最后一项条款草案即第 14
条草案涉及援助的终止。这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

该条草案对协商作了适当强调。但它似乎走得太远，

因为它好像要求以协商作为终止的条件，换言之，

受灾国和援助国均不能单方面决定终止援助。

50. 关于最后成果应当采取的形式，他与特拉迪

先生一样，认为最好是拟定准则，而不是条款草案。

199 A/CN.4/590 和 Add.1–3 号文件，可从委员会网站上获

取 (2008 年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

51. 他只想就委员会委员或前委员的学术论文提

两点评论：首先，不应将学术论文看得过于严肃；

其次，他与哈苏纳先生不同 ( 如果他对哈苏纳先生

理解正确的话 )，认为委员会委员完全有权就目前的

工作撰写文章，这些文章如果内容准确，态度尊敬，

甚至会很有用。

52. 最后，他赞成将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中提

出的三条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他请特别报告员在

辩论结束时所作的发言中，姑且初步地说一下他对

这一专题今后工作的看法。

53. 斯图尔马先生说，就本专题开展工作的目的

显然是拟定一般原则，这些原则不会自动生效，可

能需要采取具体的执行措施，例如签署国际协定或

颁布国内立法。因此，其最后形式可以是框架公约

或指导原则。这将由委员会在稍后阶段决定。

54. 虽然他赞成基于人权与合作的办法，但也在

一定程度上认同委员会有些委员就条款草案规定义

务和权利的问题所表达的关切。在实在国际法中，

并不存在提供或接受援助的绝对和无条件的义务。

因此，所提及的合作应被理解为行为义务，而不是

结果义务。受灾国和表示援助意向的国家均有义务

进行善意的谈判与合作，同时考虑到所确定的需要

和所具备的能力。合作还要求在灾害规模以及受灾

国的需要和能力方面有一定的透明度。

55. 当前的条款草案似乎在国家主权和发生灾害

时保护人员的必要性之间达到了适当的平衡。但在

灾害规模较大，受灾国不具备必要能力的情况下，

应允许主权有一些例外情形。

56. 委员会将所审议的本专题与保护责任的概念

区分开来的做法是正确的，尽管恶意、任意或歧视

性地拒绝援助给许多受害人造成痛苦的情况可能与

需要适用保护责任原则的情况相类似。如彼得里奇

先生和迈克尔爵士所指出的，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

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

57. 关于所审议的报告中提出的新条款草案，他

认为，A条草案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均需作一定的修改。

它与第 5 条草案的关系以及合作义务的性质需要澄

清。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确定 A 条草案的

位置。他认为，该条草案应作为第 5 条草案的第 2 款。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可由起草委员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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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他赞成福尔托先生的观点，认为第 13 条草

案是合理的，因为它提供了对受灾国主权的额外保

障，受灾国可能需要对提供援助规定某些条件。但

不应将国际法和国内法放在同等的地位，因为国内

法必须与国际法相一致。似有必要添加一项规定——

无论是条还是款——以提醒请求或接受援助的国家有

义务为便利提供援助采取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

59. 他最后说，本专题并不是个“坏主意”，应

继续开展工作，以取得符合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的成

果。

60. 麦克雷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全面分

析了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期间，各国政府在第六委

员会表达的意见。当然欢迎第六委员会成员对本专

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其成为国际法委员会应取得有

益成果的又一个原因。但在这一工作阶段，各国的

观点不应成为束缚，迫使委员会考虑是否有 6 或 10
个国家支持某一特定条款草案的措辞。

61. 在评论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尤其是其

中提出的新条款草案之前，他想特别结合上次会议

的辩论，就本专题发表一些一般性意见。在处理本

专题时，特别报告员应始终在设法保护受灾人员的

利益和避免给人留下不适当地干预国家主权的印象

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特别报告员一开始就从保护

人员的角度界定了这一专题，这也确实是他的首要

重点。同时，他在报告和所提议的条款草案中非常

谨慎，以免在保护方面走得太远，引起对主权的关切。

如彼得里奇先生所言，这些关切从一开始就是辩论

的核心。几年前，他自己就说过，本专题很可能变

为在发生灾害时保护国家而不是保护人员的问题。

62. 需要在这方面就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作些评

论。这两条草案经过精心拟订，是艰难妥协的结果。

受灾国有责任寻求援助，但没有接受援助的积极义

务；它的唯一义务是不能任意拒绝援助。在委员会上

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辩论期间，没有人

能够想到一个例子，说明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无法

单独应对自然灾害的国家并未请求或利用外部援助。

因此，第 10 条草案只是实践的反映。同样，也没有

人能举出一国任意拒绝向其提供的援助的例子。彼得

里奇先生提到一国否认发生灾害的情况，但这不是

第 10和第 11条草案涉及的内容。大家常以缅甸为例，

但如特拉迪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所解释的，经认真调查

发现，2008年缅甸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外，

当与受灾国有重大政治分歧的国家在自然灾害发生

后不久向受灾国领海派出战舰，称这是为了帮助时，

完全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说“不”可能是件令人

遗憾的事，而且可能是由于误解了有关国家的动机，

但不能将之称为是任意的。另外，他也不赞成关于“任

意”一词不够明确的批评。该词经常被用于国内法，

如果在评注中举出适当的例子，就能对一国何时可以

或不可以拒绝援助提供必要的指导。完全有理由受到

怀疑的“友好”国家的战舰所提供的援助是瓦钱尼

先生设想的一种情景，瓦钱尼先生以他雄辩的口才，

为确保主权问题不被忽视作了有效的倡导。要求受

灾国无条件接受援助将会为以救灾为名的政治干涉

打开大门。委员会委员应当对主权受到的这种威胁

感到关切。

63. 在这方面，村濑先生的做法要实际得多。他

建议制定可在发生灾害时采用的实际安排，确保援

助能够到达需要者手中。换言之，在灾害发生后，

这些安排应以保护人员为重点，而不过于关注主权

问题。当然，在这方面，关于发生灾害时武装部队

地位的示范协定可能会很有助益。重要的是第 10 和

第 11 条草案都符合国家实践。受灾国的确会请求帮

助。从未有受灾国不请求或不接受援助，或任意拒

绝援助的情况，瓦钱尼先生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真有彼得里奇先生称为恶意行为的例子，则委

员会不应以拒绝拟订条款草案的方式对这种行为表

示不认可。国家实践表明，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反映

了国家的实际做法。因此，应注意避免提及这个领

域没有义务，或者只是对合作和最佳做法加以描述。

如果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以确保保护人员的方式行事，

那么在发生灾害时怎么保护人员？若说各国只要遵

守其一般合作义务，即可以按意愿行事，委员会就

没有真正履行职责。如果目的是在发生灾害时保护

人员，那么要求各国继续做其已经在做的事情，似

乎并不会不适当地侵犯其主权。委员会的任务是确

定已经存在的法律义务，或作为逐渐发展应当拟定

的法律义务。在这方面，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采取

条款草案还是准则草案的形式并不重要，因为最后

是由各国政府决定如何对待委员会所通过的案文。

64. 关于委员会不应避免规定受灾国义务的上述

评论，也同样适用于规定国家表示援助意向或提供援

助的义务的问题。委员会应注意避免就第六委员会中

的发言得出太多结论。如果问各国它们是否有义务做

任何条约都未要求其做的事情，它们可能会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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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回答将与对委员会上一

年所提问题的回答相同。各国在第六委员会上说的话

当然重要。特别报告员对这些发言的分析不无裨益，

委员会在一读和二读通过条款草案时，应当铭记这一

点。但这并不是要考虑的唯一因素，因为国家实践

不能通过询问各国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意见来确定。

国家实践的确定要靠严格的研究，而不是意见调查。

65. 因此，他赞同福尔托先生的观点，即为了一

致起见，至少须规定国家提供援助的义务。当然，

这项义务并不是无条件的义务，而是只适用于有能

力履行该义务的国家。同样，如果不管各国在第六

委员会说的是什么，而看它们是怎么做的，就会发现，

许多国家都以表示援助意向为荣，并且会很快这么

做。要求各国表示援助意向或提供援助与国家实践

并不冲突，因为这等于说各国必须做它们已经在做

的事情。如果这构成法律的逐渐发展——给各国的一

贯做法加上法律确信——那么，从保护人员的条款草

案来看，这将是完全适当、积极的发展。

66. 实际上，虽然特别报告员显然不想在第五次

报告提出的条款中规定国家提供援助的义务，但如若

干委员所指出的，A 条草案恰恰就是这么做的。特别

报告员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将这种义务称为行为义

务，而不是结果义务，无疑是为了悄悄做到他认为

无法公开做到的事情。但如村濑先生所说，这是没有

用的，因为 A 条草案所基于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

案并没有规定行为义务。200 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对有能

力的国家规定提供其无论如何已在提供的援助的适

度义务？如其他委员所指出的，A 条草案还有另一个

问题。虽然它表面上提到的是合作，实际上涉及的

却是援助。虽然指出可以提供的援助类型不无裨益，

但该条草案没有详细阐明合作义务。也许这只是标题

的问题，也许该条草案应当是独立的，而不是像当

前的措辞那样，提及第 5 条草案。由于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涉及合作义务的范围，因此，A 条草案可以是

一项关于提供援助的独立条款。只要理解了该条草

案的主旨，这一问题可由起草委员会解决。

67. 他与其他委员一样，认为第 13 条草案只涵

盖了报告中对援助的各种条件作了十分有益的描述

的那一章的部分内容。如果保留第 13 条草案的当前

措辞，则其实质内容将是在评注中，而不是在案文中。

报告基本上指出了受灾国和提供援助的其他国家和

200 见上文脚注 193。

实体如何确保在避免不适当干涉受灾国内政的情况

下有效提供帮助。为跨界援助提供便利、移民和海

关问题、村濑先生提及的关于武装部队地位的协定、

遵守当地法律的义务以及确定和评估需要等等，都

是第 13 条草案可以更明确涵盖的问题。因此，他赞

成迈克尔爵士的建议，即特别报告员应拟定一项处

理这些问题的更加全面的条款草案，以提交委员会

全体会议或起草委员会。

68. 如其他委员所说，第 14 条草案的当前措辞

不令人满意，因为它给人以提供援助国反对终止该援

助的印象。这不是特别报告员的意图，因为他在报

告第 182 段表示，受灾国仍对援助的期限保留一定

程度的控制权。应在第 14 条草案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最终应由受灾国决定援助的持续时间，虽然在实践

中，其终止日期由受灾国和援助国协商决定。这种

协商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确定情况是否有了足够改观，

从而无需提供进一步的援助。这也是一个可在起草

委员会详细讨论的问题。

69. 在顾及上述考虑的情况下，他赞成将拟议条

款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他还赞成关于特别报告员

应说明他认为该如何继续工作的建议。他鼓励特别

报告员抓紧工作，而不要受到偶尔对他的工作提出

的批评或不同意见的影响。

70. 墨菲先生说，他也祝贺特别报告员关于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该报告介绍

了此专题的进展情况，并包含一些以广泛的研究为

依据的新条款草案。汇总各国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

评论意见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做法，因为它今后可能

会成为委员会就所审议的本专题和其他问题编写报

告的范本。本专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因为世

界各地每月甚至每周都会发生可怕的灾害。其中有

些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干旱或

流行病，另一些则是人为灾害，是由于资源管理不

善或为保证或维护政府权力蓄意实施的剥夺所造成

的。如果委员会能够提供有用的规则或指导，从而有

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使之能够应对这些灾害，

其努力就是值得的。

71. 他将只就第五次报告提出的应当交给起草委

员会的新条款草案作些非常一般性的评论。他期待着

在委员会审查之后对其进行详细讨论。他与委员会

其他新委员一样，想就整个条款草案笼统地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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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首先，他也认为，根据现行国际法，各国没

有义务应受灾国的请求提供援助。特别报告员在第五

次报告第 53 段指出，这种有约束力的义务会构成“对

一国主权决策令人无法接受的干涉”。他个人更赞

成这样的观点：因为该义务并无任何一贯的国家实

践或法律确信作为依据，所以在条款草案中主张这

种义务会产生误导。同时，他也赞成其他委员对于

从国家“权利”或“义务”的角度编写条款草案的

做法所持的保留意见，尤其是在寻求援助 ( 第 10 条

草案 )、表示援助意向 ( 第 12 条草案 ) 或接受援助

( 第 11 条草案 ) 方面。虽然新的 A 条草案中没有出

现“权利”和“义务”字眼，但它规定国家“应当提供”

某些形式的合作，这实际上等于确立了一项义务。

立足于“权利”或“义务”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

如特别报告员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所表明，权利或

义务的存在基本上得不到国家实践的证实或法律确

信的支持。当然，在发生灾害时，各国确实经常寻

求援助、表示援助意向或接受援助，各种国际文书(其

中大多具有约束力 )也确实提倡和促进这些做法。但

无论是在第六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中，还是一般来说，

各国似乎并不认为寻求援助、表示援助意向或接受

援助反映了国际法规定的权利或义务。一贯的国家

实践本身并不创立国际法下的权利或义务，告诉各

国在灾害情况下自愿表示援助将会在国际法中确立

这方面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这是不可取的。确立这

种义务可能会妨碍它们表示援助意向，而这不是委

员会的目的。还令人怀疑的是，这些“权利”和“义

务”是否如 A 条草案所规定的那样，也适用于国际

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体。鉴于他对现行法持这种立场，

因此，他不同意迈克尔爵士的观点，他认为不关注国

家实践是不明智的。虽然委员会显然有义务推动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但要使各国认为它的工作是有意义、

可接受的，就不能忽视现行法。

73. 与确定“义务”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

一国不遵守这些义务，会产生什么后果。就所审议的

本专题而言，如果受灾国拒绝外部援助而其他国家认

为这种决定是第11条草案意义范围内的“任意”决定，

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果受灾国未遵守接受这类援

助的义务，有关国家该如何反应？这一问题得不到回

答的话，则很难看出为何坚称存在提供援助的义务。

无论如何，他怀疑是否有必要确定救灾领域的这种

权利和义务。受灾国通常会寻求并接受援助。简言之，

最好不要过于注重确定权利和义务的问题，而是选择

鼓励各国在发生灾害时提供和接受必要援助的措辞。

74. 他与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认为条款草案应

包括更多的实际措施。他完全支持村濑先生在上次

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应当拟定关于武装部队地位

的示范协定。这种协定可作为受灾国同意外国军队

为开展救灾工作而在其境内驻扎的基础。如果委员会

能编制一个有助于迅速就这种协定达成一致的模板，

则这种服务与拟定抽象的权利和义务相比，要有用

得多。他在村濑先生的建议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

虽然在发生灾害时使用军队十分重要，但非军方救

济也能发挥很大作用。如果缺乏与受灾国之间关于

这类人员及其在该国设备的地位的现成协定，无论

是军方还是民间努力，都会陷于瘫痪。因此，委员

会要想拟定关于武装部队地位的标准协定，必须注

意列入涉及非军方救灾工作的规定。

75. 最后，虽然就他所知，不存在这方面的先例，

但委员会在工作结束时，应起草一份由两部分组成

的案文。第一部分包括当前的条款草案所载的一系

列准则或原则，并酌情加以修改；第二部分包括可

作为模板的若干示范协定，以帮助援助国和受灾国

在发生灾害时迅速就实际安排达成双边协定。

76. 哈苏纳先生说，他想澄清自己在发言中所讲

的一点，这一点可能被迈克尔爵士误解了。他并不

是说委员会委员和前委员不能发表文章或公开评论。

相反，这种做法应当受到欢迎，因为它有助于宣传委

员会的作用及其对国际法的重要贡献。他只是想说，

委员和前委员这样做应等到委员会就其工作成果作

出决定之后，尤其是在初步审议和处理某一专题的不

同方法、趋势或可能的备选办法尚待会议 ( 无论是

公开还是非公开会议 ) 解决的情况下。否则，委员

的结论可能会基于错误的前提，损害正在开展的工作

的形象，并与委员会改善工作方法的努力背道而驰。

77. 迈克尔·伍德爵士感谢哈苏纳先生所作的澄

清，并同意他的观点，即委员会委员或前委员应避

免在公共场合就起草委员会——或更广泛来说，就非

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得出结论。另一方面，他不

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就备有简要记录的公开会议所

讨论的问题发表评论。

78. 主席说，应由每个委员决定如何以不影响委

员会当前工作目标的方式表达意见，并确定其在学

术论文中提到委员会公开审议情况的程度。

下午 12 时 55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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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

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雅各布

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

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

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议程项目12]

欧洲委员会代表的来访

1. 主席欢迎欧洲委员会的代表——国际公法法

律顾问委员会 ( 公法顾委会 ) 主席 Belliard 女士和法

律咨询和国际公法主任 ( 法学家 )Lezertua 先生，并

邀请他们在委员会发表讲话。

2. Belliard 女士 (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为国际法委员会新委员概述了国际公法法律顾问

委员会的历史，解释说，该委员会原先作为欧洲法律

合作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成立。1991 年，它成为一

个正式的委员会，直接向部长委员会汇报。公法顾委

会每年举办两次会议，与会者为 55 个国家外交部的

法律顾问和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它负责审查与国际

公法相关的问题，组织交换意见的活动，协调成员

国对国际法领域各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发表法律确信。

委员会在 2012 年 – 2013 年期间的职权范围基本与前

两年相同，除了它可以从此应部长理事会或其他指

导委员会或特设委员会要求提供意见，只要这种要

求是通过部长理事会传递的。职权范围期限的延长

为公法顾委会提供了机会，使它能够审查其优先事

项，并重申它重视请它提供意见或交换意见的要求。

得到强调的还有公法顾委会作为国际条约保留问题

欧洲观察站、多个国家豁免数据库的管理者的作用，

在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方面的组织和职能以及实

施联合国制裁方面的作用。与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

委员会进行联络以及与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律师

和法律部门保持联系也被视为重要活动。

3. 公法顾委会在过去 12 个月里非常繁忙。它分

别于 2011 年 9 月和 2012 年 3 月举行了第 42 次会议

和第 43 次会议。在两次会议中，它数次应请求就欧

洲委员会秘书长关于欧洲委员会公约审查概况的报

告初稿提供意见或交流意见，并两次应请求就此提

供咨询意见。因为秘书长的一个主要关切是，审查

那些公约的相关性并于 2011 年 9 月底前向部长委员

会提交一份全面报告。在第 42 次会议上，代表们虽

然在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上意见一致，但认为他们需

要更多时间对报告进行详细的法律分析。公法顾委

会在第 43次会议上组织关于报告的实质性意见交流，

并通过了一些意见，其中强调，鉴于欧洲委员会是

一个区域组织，它应首先设法鼓励自己的成员国批

准其公约，然后再考虑非成员国的加入。公法顾委

会注意到报告初稿中公约的分类缺乏一致性，因此

建议将公约分为四类：批准国家很多并被认为是主

要公约的公约；批准国家很少但被认为是主要公约

的公约；其他有效公约；以及无效公约。这可能会

促使更多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公法顾委会赞成

对每类采取客观的分类标准。同样，它还建议欧洲

委员会公约的分类为非穷尽性的，以顾及各成员国

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此外，它建议每一类中应

包括所有代表团都同意的公约实例，还建议应就公

约分类问题经常咨询指导委员会，以确定是否应视

发展情况对这一体系进行修改。最后，它提请注意

公约缔约国的能力，特别是在保留条款、监督机制

的实施或公约的废除方面的能力。这些意见大部分

被纳入了秘书长向部长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201

4. 应人权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公法顾委会对引

入简化流程修订《欧洲人权公约》的某些条款提供

了意见。人权指导委员会特别要求公法顾委会调查，

如果通过一个包括《公约》某些条款并可能包括《公

约》中没有的其他内容的《欧洲人权法院规约》，

是否符合国际公法和成员国的国内法。根本目的是

为了能够修订与该法院相关的条款而无需经过各国

议会对这些修订进行繁琐的批准。

201 “秘书长关于欧洲委员会公约审查的报告”( 信息文件

SG/Inf(2012)12)。 可 从 https://search.coe.int/cm/Pages/result_
details.aspx?ObjectID=09000016805ca7b0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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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法顾委会于 2011 年 9 月召开的会议上通过

了一份意见草案，着重指出这种简化流程所提出的主

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引入这种流程的法律程序。

一个解决办法是为公约补充一个条款，具体说明哪些

条款可以那种方式修订；另一个办法是通过一个《法

院规约》。在两种情况下，修订《公约》的议定书

都需要所有成员国以符合其国内法的程序予以通过

和批准。

6. 第二个问题涉及简化的修订流程本身，即它

可以修订的条款的性质和修订案通过的条件。似乎

允许以那种方式修订的条款应局限于对各国或申诉

人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影响的与组织问题有关的条款。

这是避免一些国家繁琐的批准程序的唯一方法。至于

通过方法，各代表团提供的关于国内法规定的资料显

示，大部分倾向于一致通过。但是，公法顾委会指出，

如果其他解决方法能得到普遍认可，可能会予以考

虑。各代表团坚称，那些回复无法以任何方式预先判

断某些成员国是否有必要将以这种方式通过的条款

纳入国内法。公法顾委会认为，它无法在那一阶段对

人权指导委员会向它提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但是，它还是准备在实际提案草案制定完成后对其

进行重新审议，并对其提出意见；它尚未收到这么

做的要求。

7. 关于公法顾委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她说，

与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律师和法律部门的联系涉

及公法顾委会经常讨论的话题。

8. 联合国负责法律事务的助理秘书长 Stephen 
Mathias 先生与公法顾委会讨论了保护的责任问题。

他报告了各国际刑事法院，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

际处理机制的进展，还强调了联合国制裁体制中公

平性和透明度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对安全理事

会 1999 年 10 月 15 日第 1267 (1999) 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监察员 Kimberly Prost 女士开展的工作表示赞

赏。202 欧洲联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司司长 Luis Romero 
Requena 先生就欧洲联盟的法律秩序和国际公法发表

了讲话，他提请大家注意欧洲联盟法律必须根据限

定其范围的习惯国际法进行解释。他还概述了欧洲

联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所

需做出的调整。圣雷莫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所

长 Maurizio Moreno 先生介绍了他的研究所以及传统

202 监察员办公室是根据 2009 年 12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第

1904(2009) 号决议设立的，Prost 女士是秘书长于 2010 年 6
月 3 日任命的 (S/2010/282)。

战争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所造成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须面对的挑战。最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

行局的 David Scharia 先生向公法顾委会介绍了该委

员会与欧洲委员会的长期合作。

9. 公法顾委会密切关注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经常列入公法顾委会议事日程中的话题包括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豁免以及对条约和解释性声明的保留的

法律和实践。虽然公法顾委会的数据库更侧重于国家

豁免，但也经常举行关于国家代表豁免的意见交流。

各国经常向公法顾委会通报它们这方面案例法的发

展情况。因此，公法顾委会欢迎任命一名关于这一专

题的特别报告员。公法顾委会经常以国际条约保留问

题欧洲观察站的身份审查可能会遭到反对的保留的

清单，并因此积极参与“保留对话”。它经常参考《对

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203 其是关于非常复杂的问题

的知识宝库。

10. 2011 年，公法顾委会高兴地在第六十三届会

议上听取了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对国际法

委员会工作的介绍，并期待迈克尔爵士在第六十四

届会议上介绍工作。由于迈克尔爵士提出的“习惯

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专题被列入国际法委员会的

工作方案，2012 年 9 月将在巴黎举行的公法顾委会

第 44 次会议后将召开一次以法官和习惯国际法为主

题的研讨会。公法顾委会非常重视它与国际法委员

会的意见交流。

11. Lezertua 先生 (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

际公法主任 ( 法学家 )) 介绍了欧洲委员会在国际公

法领域的主要进展，他说，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5 月期间部长委员会的轮值主席国是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该国是理事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

第一个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的国家。联合王国担任

轮值主席国期间，委员会专注于：改革欧洲人权法院；

加强《欧洲人权公约》的执行工作；改革欧洲理事会

( 除了上一位发言人提到的法律方面之外，还包括预

算、组织、体制和政治层面 )以及加强法治。

12. 5 月，阿尔巴尼亚成为轮值主席国，这是自

该国 1995 年加入欧洲委员会以来的第一次。和其前

任轮值主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将努力维持委员会

优先事项的连贯性。因此，2009 年由秘书长发起的、

203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75–76段；

及同上 (第三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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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所有成员国支持的组织改革问题仍是委员会的

核心关切。

13. 秘书长在国家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提

到的他对这一专题的初步报告 204 试图：区分主要公约

和无效公约；建议应进行更新的公约；推动欧洲联

盟和 ( 有可能的话 ) 非成员国加入欧洲委员会各项

公约；建议相关措施，以增加欧洲委员会各项公约

的知名度，增加缔约国数量并加强其影响。关于法

律合作问题的报告员小组目前正在审议秘书长关于

这一专题的最后报告 205。

14. 关于条约办公室的活动，他说，已有 15 个

国家签署了部长理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通过并

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开放供签署的关于制造假药和

危害公共卫生的类似罪行的欧洲委员会公约 (《卫生

公约》)。该公约是第一个对伪造、生产并销售未经

授权或未达到安全标准即上市的医疗产品行为定罪

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它对所有国家开放，提

供了一个国家合作框架，并加强了在国家一级的协

调。2012 年 5 月，欧洲委员会和丹麦药品管理局在

丹麦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组织了一次会议，

呼吁各方关注签署和批准《公约》的重要性。

15. 2012 年 6 月 13 日，部长委员会通过了《欧

洲引渡公约第四附加议定书》，除了更新《公约》的

一些条款之外，《议定书》意在加强在引渡事项方

面的国际合作。《议定书》将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

开放供签署。旨在在当事人同意引渡情况下简化并

加快引渡程序的《公约第三附加议定书》于 2012 年

5 月 1 日生效。

16. 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 2009 年的联合研究报

告 206 显示，贩运器官、组织和细胞以及为摘取器官目

的贩运人口是全球性的问题，侵犯了基本人权并给

个人和公共卫生带来直接威胁。因此，已授权贩运

人体器官问题专家委员会起草一份关于禁止贩运人

体器官的刑事公约草案，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为

该公约草案起草一份关于贩运人体组织和细胞问题

的附加议定书草案。

204 《2011 年……年鉴》，第一卷，第 3101 次会议，第 16
段。

205 见上文脚注 201。
206 欧洲理事会 / 联合国，《为了切除器官而贩运器官，组

织和细胞以及贩运人口》( 斯特拉斯堡，2009 年 )。 可从

https://rm.coe.int/CoERMPublicCommonSearchServices/Display
DCTMContent?documentId=09000016805ad1bb 获取。

17. 2011 年 1 月举行的旨在查明政府、民间社

会和该领域私营部门的关切的公开协商开启了使《关

于在个人数据自动处理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现代

化的进程。该进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应对新信息和

通讯技术的使用给私人生活带来的挑战。公约问题

协商委员会正在审议旨在更新《公约》的一些提案，

获得批准的提案将被转送至部长理事会。

18. 促使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是委员会去

年的主要问题。一个由 14 名专家组成的非正式工作

组 ( 其中一半专家来自欧洲联盟成员国 ) 于 2011 年

6 月向人权指导委员会转交了加入协定草案 207 和有关

文件，人权指导委员会将这些文件转交部长理事会

审议。2012 年 6 月 13 日，部长理事会决定委派指导

委员会与欧洲联盟进行谈判，以期最终敲定对加入

程序做出详细说明的法律文书。为实现这一目的而

设立的特设小组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举行会议，并

计划在 2012 年再举行两次会议。

19. 过去一年中欧洲委员会组织的高级别会议包

括 2011 年 11 月在基辅举行的欧洲委员会负责地方和

区域政府的部长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会议侧重地方社

区对欧洲经济衰退的反应、跨界合作以及部长理事

会和部长会议的伙伴关系。联合王国任轮值主席期

间，委员会于 2012 年 4 月在布莱顿组织了一次关于

欧洲人权法院前景的高级别会议，评估了前两次关

于同一主题的会议召开以来取得的进展，并就法院

工作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修订《欧洲人权公约》

以使法院有权应要求就具体案件中《公约》的解释

问题提出咨询意见的可能性。

20. 最后，他想向国际法委员会通报，委员会将

于 9 月在维也纳举行第 31 次司法部长会议。会议的

主题是“对城市暴力的司法回应”。

21. 欧洲委员会非常重视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合

作，并始终坚信这种合作会对国际法的发展做出重

大贡献。

22. 主席对 Lezertua 的发言表示感谢，并请国际

法委员会委员向 Belliard 女士和 Lezertua 先生提问。

23. 迈克尔·伍德爵士问 Belliard 女士她如何看

待欧洲委员会与欧洲联盟在国际公法领域的关系，

207 “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协定的修订解释性报

告草案”(CDDH-UE(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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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她是否认为欧洲委员会在这一领域更加活跃。

关于将公约分为四类，他想知道是否已经公布了分

类方式。

24. 他对 Lezertua 先生说，他不是委员，因此被

禁止访问公法顾委会网站的某些内容；他希望了解

更多关于该网站及其进展的资料。他还注意到有 55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公法顾委会会议，但欧洲委员

会只有 47 个成员。他希望得到关于与会的八个非委

员会成员国家的更多资料。

25. 村濑先生说，很多人认为委员会在联合国缔

约过程中越来越陈旧过时和边缘化。虽然他三年前

加入国际法委员会时充满希望和雄心，但之后却因

缺乏透明度、进展缓慢和缺乏适当的专题等现象而

感到失望。这些是国际法委员会的内部事务，而他

希望请大家关注一些与第六委员会工作有关的问题，

因为他认为公法顾委会在与第六委员会有关的事务

中发挥着协调作用。

26. 他 1980 年代在第六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

各代表团对审议议程项目 ( 包括国际法委员会的工

作 ) 的熟悉程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反，当他

作为自己国家代表参加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时，他

注意到很多委员会委员经验不足，经常在没有阅读

过相关背景文件的情况下便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进行评论。现在已有一些行动，试图以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 教科文组织 ) 取代第六委员会作

为缔约论坛。

27.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15 条，第六委员

会还负责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适当的专题，但国际

法委员会未从大会收到任何这样的提案。国际法委

员会委员的选举也在大会的职权范围之内，他认为

需要对委员资格进行改革，更重视性别平衡以及可能

执行的缺勤定额制度；缺勤问题也应得到解决。因此，

他希望公法顾委会能够在其会议上考虑他刚刚提出

的要点。

28. 哈苏纳先生问 Belliard 女士公法顾委会是否

有时会在部长理事会未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对国际法

的重要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他还希望了解公法顾委

会是否曾考虑与她发言中未提到的组织建立关系，

特别是与区域组织建立关系。他认为，公法顾委会

与这类组织交换意见对双方都有好处。

29. Belliard 女士 (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说，公法顾委会在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在国际

公法领域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联盟的

法律部门日益面临与国际公法相关的问题；诉诸欧

洲联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争端就证明了这一点。

30. 关于将公约分为四类的问题，她说，这么

做的目的是查明应鼓励成员国——或许还有非成员

国——加入的主要公约，并查明已过时的公约。虽然

分类被证明很难实施，但这种理念是正确的，应继

续贯彻。秘书长关于公约审查的报告草案中所列清

单是非穷尽式的，这是有意而为，目的是规避关于

其内容的辩论。

31. 提及村濑先生的评论，她说，公法顾委会是

一个讨论论坛，而不是决策机构。虽然它有时与联

合国秘书处保持一致，但并没有试图建立共同立场。

她回答哈苏纳先生说，公法顾委会制定自己的议事

日程，并可以在其报告中对任何它认为值得评论的

问题进行评论。她承认公法顾委会或许应与更多国

际机构，特别是区域组织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但

应注意到，因为公法顾委会每年只举行两次会议，

其全部议事日程仅能容纳数量有限的嘉宾，所以在

实践中很难在日程中增加组织。

32. Lezertua 先生 (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 ( 法学家 )) 说，在就欧洲联盟加入《欧洲

人权公约》的条件达成一致前，暂停审议为什么欧

洲联盟只加入了较少的欧洲委员会公约的问题。一

旦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即有可能重新开始讨论，查

明阻碍它加入其他欧洲委员会公约的障碍。

33. 秘书长关于审查欧洲委员会公约问题的报告

草案提出了一些措施，包括推广特定的公约，在委

员会的工作计划中引入以公约为导向的维度，以及

以评估相关性为目的，定期由指导委员会对欧洲委

员会公约进行审查。

34. 最近已经做出决定重新设计公法顾委会网

站，以做出必要的改进。他希望公法顾委会代表下

次访问国际法委员会时，国际法委员会委员能说他

们认为这些改进很有帮助。

35. 除了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之外，参加公

法顾委会定期会议的还包括有欧洲委员会观察员地

位国家的代表，即加拿大、教廷、日本、墨西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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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观察员国经常参加公法顾委

会的定期会议，这说明对公法顾委会工作的关注已

经超出了欧洲边境。第 CM/Res (2011) 24 号文件中

所包含的 2011 年 11 月 9 日部长理事会关于政府间委

员会和附属机构、其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的决议规

定了参加公法顾委会等欧洲委员会所设委员会的定

期会议的细节，包括没有委员会观察员地位的非成

员国家与会的细节。

36. 公法顾委会自行确定其会议议事日程，并直

接向部长理事会提交其报告；它可以主动要求组织

最高层审议它提出的问题。

37. 诺尔特先生说他认为将欧洲委员会的各种公

约分为不同类别时，这种分类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但他无法理解如何避免这样一种结论，例如，当一项

公约被列为“无效”，且缔约国一致表示同意该分类，

该公约即过期，其条款失去全部法律效力。在这种

情况下，将该公约列为“无效”似会产生法律效力。

他要求澄清这一点。

38. 吉滴猜萨里先生指出，由人权和法律事务管

理局起草的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14 日的欧洲委员会秘

书处备忘录中包括了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关于普遍

管辖权原则和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意见。208 该委员会

认为，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定义及范围不存在国

际共识，这是因为国际管辖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常常

要服从于国内立法中所规定的法律限制，因此，欧洲

委员会应保持其对这一原则的中立立场，并应加强或

引渡或起诉原则的适用，以其作为无法行使普遍管

辖权情况下对战争罪进行有效起诉的方法。他询问，

欧洲委员会是否遵循这一意见在加强或引渡或起诉

原则的适用方面取得了进展。

39. Belliard 女士 (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 回应诺尔特先生说，对欧洲委员会公约进行分

类本身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例如，将一个公约制定

为“主要公约”，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些成员国没有

批准这一公约，它们仍受到其条款的约束。公法顾

委会的公约分类清单只是指示性的，相关的欧洲委

员会指导委员会负责管理公约审议的结果。虽然评

估欧洲委员会公约的相关性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标准，

208 “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关于议员大会关于欧洲委员会成

员国和观察员国家有合作起诉战争罪的义务的第 1953(2011)
号议会意见”(CDPC(2011)5)。尤其见第 10–11 段。可从欧

洲委员会网站 (www.coe.int)获取。

但基于这些评估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

40. Lezertua 先生 (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 ( 法学家 )) 回应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很多

欧洲委员会公约的条款都反映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他将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供这些条款的清单。

41. 卡姆托先生询问欧洲联盟加入的欧洲委员会

公约如何在欧盟法律体系内实施。了解哪个机构负

责那些公约规定的遵守情况以及哪个机构负责监督

遵守情况会有所帮助。他还希望了解是否要求获得

欧洲委员会观察员地位的国家必须是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成员国。

42.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公法顾委

会和委员会之间的经验和信息交流对两个机构都很

重要。关于改善公法顾委会网站的决定，她想了解是

否会考虑让外部使用者能够使用欧洲委员会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各成员国提供的按主题分类的信息，

其中一些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直接相关。

43. 欧洲委员会曾主持召开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这

一专题的非正式协商，她询问重启这一非正式协商

的前景。鉴于2010年举行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一次审查会议，2012 年 7 月 1 日纪念了规约生效

十周年，这一倡议似乎恰当其时。

44. 墨菲先生询问公法顾委会关于国家豁免的国

家实践数据库中是否包括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属人

豁免方面工作直接相关的信息。他欢迎公法顾委会的

代表提供关于 2012 年 3 月公法顾委会会议上进行的

国家实践交流方面的信息，那次交流的主题是外交

部在有待国家法庭审判的诉讼以及与国家或国际组

织的豁免有关的诉讼中提出国际公法问题的可能性。

45. Belliard 女士 (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主

席 )回应卡姆托先生关于欧洲联盟法律下条约地位的

问题说，欧洲联盟一旦加入一项条约，它就成为欧

盟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欧洲联盟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所以它根据国际法对它所达成的所有协议承担责任，

并受到欧洲法院的监督。当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

公约》后，欧洲人权法院也将监督《公约》的适用情况。

46. 她回应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关于国

际刑事法院的问题说，公法顾委会目前与国际刑事法

院没有任何联系，但计划于未来重新建立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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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她回应墨菲先生说，公法顾委会的确讨论了

关于豁免的问题。这种讨论非常开放，并没有形成

国际法委员会可能会觉得特别有用的详细报告。

48. Lezertua 先生 ( 欧洲委员会法律咨询和国际

公法主任 ( 法学家 )) 说，欧洲委员会的观察员地位

首先由部长理事会 1993 年 5 月 14 日关于观察员地

位的第 (93)26 号法定决议决定，对于申请观察员地

位的国家，并没有任何基于地理来源或其他任何情

况的限制。观察员国有权参加委员会几乎所有活动。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得到观察员地位，只要它愿意

接受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即民主、法治以及人权

和基本权利的享有，并希望与欧洲委员会在增进和

维护这些原则方面进行合作。

49. 秘书长也可以应要求给予一国某个委员会

(如公法顾委会 )的观察员地位。这一程序更为简单，

它赋予提出请求的国家参加有关委员会工作的权利，

但没有投票权。

50. 另一个办法是成为议员大会的特邀嘉宾，这

一地位是由大会议员基于一国与大会的议会关系而

给予的。但是，这种地位仅允许其参加大会，并不

允许从事任何政府间活动。

51. 最后，大部分欧洲委员会公约现在都包含条

款，允许部长理事会邀请没有观察员国地位的非成

员国加入相关公约并参加相关活动，包括后续机制。

一些公约已吸引了很多支持和关注，例如《被判刑

者转移公约》。

52. 关于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提出的网

站问题，他说，虽然一些数据库包含成员国提供的信

息，但其使用照例仅限于公法顾委会委员。委员会当

然可以研究在一段时间以后等相关信息不再是最新

信息后开放其中一些数据库的可能性。但这是一个敏

感问题，因为各国是在保密基础上提供的上述信息。

因此，必须得到成员的共识后才能采取措施开放数

据库，供公众、国际法委员会或国际组织使用。

53. 他同意 Belliard 女士所说的与国际刑事法院

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机已经到来。至于非正式协商，

他认为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指的是为协助

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而举行的几轮协商会议。这些协商在该文书生效后

已经结束。

54. 他回应墨菲先生说，现有数据库仅包含有关

国家豁免问题的信息，但在公法顾委会非公开审理

期间，也讨论了与国际组织或国家官员豁免有关的

案件的信息。这种信息未经公法顾委会的明确同意

不能进入数据库。但是，在部长理事会批准后，会

议报告已经发布。

55. 主席对 Lezertua 先生和 Belliard 女士的讲话

表示感谢。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50 和 Add.1，C 节，A/CN.4/652， 
A/CN.4/L.812)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续 )

56. 萨博亚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这份报告同前几次报告一样明确客观并论证有据。

他还感谢特别报告员全面且论据充分的发言，发言

澄清了一些曾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

讨论期间造成分歧的问题。目前就这一专题的辩论

已接近尾声，他想侧重评论似乎给委员造成疑虑或

关切的问题，以及新提出的条款草案。

57. 报告详细记录了第六委员会关于已临时通过

条款草案的全面辩论 (第 10–54 段 )。记录非常有用，

因为国际法委员会需要留意各国的意见；但是，他

同意麦克雷先生的意见，认为国际法委员会不应被

第六委员会的讨论所约束。委员们应就这一专题为

委员会提供自己的最佳判断和工作。

58. 尽管关于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文本的讨论已

经正式结束，这两条草案仍引致很多评论和一些关

切。它们的条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明确阐述了责任

与权利的微妙平衡，以解决人员保护这一首要问题，

同时强调受灾国的主要作用以及尊重其主权和避免

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必要性。他认为这两条并不存在

矛盾。正如评注第 (1) 段所说明，209 第 10 条草案与

第 9 和第 5 条草案有关。正如阿尔瓦雷斯法官在科

孚海峡案中的个别意见所指出，这是主权赋予国家

权利并使其承担义务这一认识的必然推论。因此，

人员保护是国家的义务，并且，根据第 10 条草案评

注所援引的多个国际文书和条约监督机构的评论，

209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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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国有义务在灾害超出其国家应对能力的情况下

寻求援助。但是，这并不影响受灾国保留其主要作用，

以及从其他国家、联合国和其他行为者中选择最适

合其特定需要之援助的权利。

59. 第 11 条草案 (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

提出了救灾行动领域的合格同意制度，这种制度是

基于评注第 (1) 和第 (3) 段所解释的主权的双重性

质同时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理念。几位发言人称，

该条草案第 2 段中的“任意”一词含糊不清，在实

践中很难界定。评注第 (7)段中，210 特别报告员制订

了几项可能的标准，用以确定不予同意的决定是否

是任意的。此外，第六委员会讨论期间，泰国代表

团提出了一项建设性的建议，211 他建议在条款草案进

行二读修订时考虑到那项建议。

60. 他对本届会议期间的全体辩论做出了一般性

评论，表示赞同如下意见，即讨论主权与人权之间的

平衡是不恰当的，真正的平衡必须是对受灾国权利的

尊重和为需要援助者提供援助的必要性之间的平衡。

人权规则是各国议定的保护人员和团体的标准；它

们本身即是所有国家对其管辖权内人员承担的责任，

不存在任何对等成分。它们是普遍的，相互依存的，

也是国际社会合理关切的问题。

61. 他感谢彼得里奇先生回顾国内管辖权等概念

的动态性质。1960 年代以前，《联合国宪章》第二

条第七款一直阻止该组织处理种族隔离罪行和任何

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申诉。在政治压力下，法律

确信在后来有了变化，将种族隔离确定为整个国际

社会所关切的问题。212 这为目前的联合国人权监督系

统铺平了道路，使这一系统随着条约的订立和人权

机构的工作得以发展起来。

62. 令他惊讶的是，有评论说，没有必要提及灾

民的人权，因为从没有人质疑过这种权利。灾民很

可能遭受影响其权利和尊严的待遇，特别是当灾害

导致处境艰难的长期流离失所时。当然，不能理所

当然地将灾民遭受的全部苦难归咎于受到灾害影响

210 同上，第 163 页。
21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 (A/C.6/66/SR.24)，第 91 段。
212 除其他外，见大会 1959 年 11 月 17 日第 1375(XIV) 号

和 1962 年 11 月 6 日第 1761(XVII) 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1960 年 4 月 1 日第 S/134(1960)号决议。

打击的受灾国；但还是有理由牢记人权，尽管应承

认某些克减是不可避免的。

63. 虽未详细说明，但他希望支持特别报告员

报告中关于在关于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的第三章中提出的问题的那一章中采取的立场 ( 第

55–78 段 )。213

64. 对于细化有关合作的义务的下一章，他同意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79 至 116 段的分析以及报告的

结论，即在目前的背景下，合作的义务是一种行为

责任，而不是结果责任。合作的义务是联合国系统

的一个重要基础，在有关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

问题中尤为如此。但是，应强调的是，在一些情况下，

当界定这种义务的是可衡量的目标或受到条约监督

机构监督的责任时，合作的义务也可能包含结果责

任的成分。

65. 关于论述与救灾援助相关的合作类别的该章

C节，有建议指出，应提到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

备灾和防灾方面的合作，以及灾后阶段的合作，如重

建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不应忽视的是，灾害造成

的个人损害程度通常是因为贫困，包括缺乏安全和

适当住房，以及不能享有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等情况。

他赞成条款中特别提到这些因素。总之，特别报告

员已表示他计划在以后讨论灾前和灾后阶段的问题。

66. 他表示支持 A 条草案，该草案具体阐明了救

灾情况下合作的义务。他以为条款草案中所列的清

单是不完全的，并且国际法委员会可能会加入一些

全体会议辩论期间提出的建议，如福尔托先生提出

的应提及资金援助的建议。

67. 他同意这种观点，即，第 13 条草案需要更

多内容，以及适当的预防性词句，以确保所施加的

条件不得妨碍援助的及时有效提供。不过，可在起

草委员会中解决此事。

68. 他也认为，第 14 条草案需要一些改进，以

更加准确，并符合受灾国保留确定应何时终止援助

的权利这一假设。

69. 回应关于有必要更多提及援助实施方面的评

论，他回顾说，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特别要求国际

213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3–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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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员会搁置实施问题，214 因为这么做恐怕会重复联

会在这些领域的规则，215 而联会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

识是无可置疑的。国际法委员会的任务应被界定为

提供一个关于适用法律原则以及主要行为者权利和

义务的广泛的法律规则总体框架。因此，虽然村濑

先生关于起草一个灾害情况下军队地位协定模版的

建议很有意义且可能会很有帮助，但国际法委员会

必须确定这一任务是否意味着改变这一专题的范围；

非常欢迎特别报告员对这一提议发表意见。

70. 最后，他建议将三个条款草案转交起草委员

会，并重申他对特别报告员卓越贡献的感谢。

下午 12 时 45 分散会。

第 3141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

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

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雅

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

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

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

克尔·伍德爵士。

悼念委员会前委员池桢日

1. 主席说，他悲痛地告诉各位委员，池桢日

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1 日去世。池先生于 2002 年至

2006 年担任委员会委员，是著名法学家和各大学协

会的成员。他参加了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包括关于渔

214 见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2009 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 号文件，第 28 段。
215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国内便利和管理国际救灾和初

期恢复援助工作导则》( 日内瓦，2011 年 )。可从 www.ifrc.
org/PageFiles/41203/1205600-IDRL%20Guidelines-EN-LR%20
(2).pdf 获取。

业和环境的会议。作为首尔汉阳大学国际公法教授，

他还写了许多著作和论文，为国际法文献作出了重

大贡献。他的丰富经验、深厚知识和友好合作的态

度将永远铭记在认识他的每一个人心中。

经主席提议，委员会委员默哀一分钟。

2. 朴先生说，他以其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大韩民

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对国际法委员会

主席团和各位委员主动组织对池桢日的悼念表示感

谢。池先生在首尔大学完成学业后，到美利坚合众

国乔治敦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并

在美国执教 10年。他于 1970年代中期回到大韩民国，

从事教学和重要的研究工作。作为渔业方面的专家，

他参加了许多海洋法会议，并留下了一些韩语和英

语权威著作。

3. 村濑先生说，听到池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感

到很难过，他曾在国际法协会日本东京分会会议上，

见到过几次池先生。池先生是一个真诚、坦率、直

截了当的人，最恨虚伪。他毫不掩饰对日本过去殖

民韩国的看法，并对此予以谴责。他有时会在委员

会会议上偏离所讨论的议题，而提出上述问题。但

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他的国家遭受了这种骇

人的暴行。鉴于他本人也讨厌虚伪，他能理解池先

生的愤怒反应，而且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于 1907
年 7 月 15 日前往海牙，并在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上

要求朝鲜独立的朝鲜外交官李俊的死亡，深深影响

了池先生，他有力地指出，这种事情决不应再发生。

4. 坎迪奥蒂先生与所有发言者一样，对池先生

的去世表示哀悼。他有机会在 2002 年至 2006 年坐

在池先生旁边，记得他是一个友善、和蔼的人，拥

有扎实的国际法知识，并特别致力于委员会的工作。

他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对池先生的家

属和大韩民国表示哀悼。

5. 卡姆托先生说，接连宣布委员会前委员去世

的消息，令人意识到人的生命之脆弱。现任委员可

以吸取的一条教训是：应当尽最大努力、严格而礼

貌地履行任务，以便给人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他有

幸与 2002 年在其之后加入委员会的池教授熟识，并

坐在他附近。他记得池先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有着透彻的理解，

并记得他们关于 1960 年代的谈话，那时大韩民国尚

处于和一些非洲国家相同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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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池先生总是乐于助人。他是一个审慎的人，

品质高尚，为人诚实。他将深深地记住池先生，并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请朴先生向他的家属表示哀悼，

并向大韩民国政府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7.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加入委员会时，池先生

已经不再是委员了。但他遇到过池先生两次，并且发

现，除了扎实的法律知识外，他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法

律领域，显示了他对国际关系和政治问题的透彻理

解——这是一名法学家应有的基本素质。他代表东欧

和其他国家集团，向逝者家属和大韩民国表示哀悼。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50 和 Add.1，C 节，A/CN.4/652， 
A/CN.4/L.812)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续 )

8. 尼豪斯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关于发生灾害时

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这份文件论述合理，

将成为今后就一个专题问题 (这从接连发生的威胁到

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口的生命，需要迅速有效应对

的自然或人为灾害中可以看出 ) 开展工作的重要工

具。如果委员会的工作成果能包含一些有助于解决

主要问题的明确而详细的规则，其工作就是有益的。

9. 迈克尔爵士正确地指出，不应就已经通过的

条款草案重新展开讨论，相反，委员会应集中精力

讨论第五次报告的内容，尤其是 A 条草案 ( 合作义

务的详细内容 ) 及第 13 条 ( 提供援助的条件 ) 和第

14 条 ( 终止援助 ) 草案。这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这

些新条款草案与诸如促进人道主义原则与合作、同

时确保遵守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等问题密切相关，

可能需要继续讨论这些问题。鉴于本专题的性质，

委员会必须制定可迅速执行的规则；因此，这些规

则应当简单而具体。在这方面，村濑先生关于拟订

部队地位示范协定并在起草最终协定前暂时适用的

建议值得支持。

10. 可以而且应当在同等重要的许多领域开展合

作。因此，关于合作义务的 A 条草案很重要，也很

及时。关于需要在提供援助与遵守国家主权和不干

涉原则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第 13 条草案也值得支持。

报告第 151 至 153 段提出的需求评估及第 154 至 156

段提出的质量控制想法十分重要。经验表明，即使

真想施以援助，但救灾援助的质量如果不够高的话，

可能会给受援者造成危害。第 157 至 160 段提供的

关于援助范围和类型的具体信息也很重要。

11. 另一个问题与需求评估和质量控制同样重

要，并且遗憾地出现在许多活动领域，尤其是人道

主义行动与合作领域，可能也需要加以处理：这就

是腐败问题。在最近和较远的过去，有些情况下腐

败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从国际援助中得到的好处

比受援对象还要大。例如，1972 年，在发生摧毁尼

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地震后，所提供的大量国际援助

多半到了独裁者索摩查家人的手里。最近，海地发

生地震后，部分国际援助被转向他国，并在收取费

用的情况下发到本应免费获得的受害者手中。因此，

应考虑让捐助方能够进行适当的控制，确保这种被

认为罕见的行为不再发生。

12. 关于第 14 条草案，他说，通过规定受灾国

和援助行为体之间的协商 ( 其方式需要确定 )，说明

应在何时终止援助，这一点很重要。有一种论点认为，

除非会给其自身的经济、社会或政治条件造成严重影

响，所有国家都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就产生了由

谁来确定国家能力的问题。如果像有人设想的那样，

由应当提供援助的国家来确定，则其客观性令人怀

疑：这成了应由国家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受灾国请求

的援助的另一个原因。最后，如第13条草案所指出的，

受灾国在行使对提供援助施加某些条件的权利时，

显然必须遵守其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发表完这些意

见后，他赞成将所讨论的条款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13. 诺尔特先生与其他同事一样，祝贺特别报告

员又提出了一份出色的、经透彻研究的报告，他认为

这份报告的方向是正确的。报告阐述了彼得里奇先生

曾十分感人地谈到的本专题一些复杂而令人难过的方

面。在讨论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三项新的条款草案之前，

他想就特别报告员在介绍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时提出的

以及委员会委员提出的一些一般性问题表明立场。

14. 他和麦克雷先生等人一样，不希望重启过去

的讨论，并再次讨论已经作出的决定，而是希望促进

一项得到重申的共识，那就是，这不是一个抽象地在

主权与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而是要确定适用

原则和规则在具体情况下对具体问题的相对重要性。

迈克尔爵士已有效地提醒委员会注意这一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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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10 条草案涉及受灾国在灾害超出其国家

能力的情况下寻求援助的义务，该条草案在第六委员

会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委员会是应当如麦克雷先生

似乎认为的那样，不考虑这些批评意见，还是应当强

调，在实践中，各国在灾害超出其国家能力的情况下

一概寻求了援助？或者是采纳墨菲先生等人的观点，

认为仅靠实践本身并不能说明存在必要的法律确信？

这一问题不能只通过评估实践和法律确信来回答，还

必须考虑到现有人权义务，包括条约义务和习惯法义

务的总体背景。国家确保生命权、人身安全权和食物

权的基本人权义务必然意味着各国须在灾害超出其能

力的情况下寻求援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

接受任何类型的援助。考虑到这些法律方面的因素，

可以指出，一般的法律确信加强了在灾害超出国家能

力的情况下寻求援助的统一或基本统一的国家实践。

从这种意义上说，第 10 条草案阐述的寻求援助的义

务并不是委员会“强加”的一项新义务，而是一项既

定的国际法规则。因此，第 10 条草案并没有产生国

家责任的额外理由，他赞成麦克雷先生的观点，认为

委员会完全可以保留这一行文。

16. 有些国家和委员会新委员对第 11 条第 2 款

的措辞提出了批评，根据该款，受灾国不应任意对外

部援助拒绝给予同意；这产生了由谁来确定是否属

“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典型问题。的确，一项法

律标准的措辞——即使如“任意”一样广泛和模糊——

必然意味着其适用问题不能由适用该标准的国家单

方面决定。但同时也意味着，该标准的适用不能由

另外一个或多个国家按照其喜好单方面决定。这里所

讨论的标准比较灵活，是各国应当遵守的最低标准，

因为国家负有以人权为基础的，保护生命和人身安全

并顾及人口基本营养需要的义务。特拉迪先生认为，

除非界定“任意”一词，否则第 11 条草案仍然没有

意义。但该词的优点在于，它提供了很大的酌情处

理的余地，同时又迫使有关各方结合有效救灾的总

体目标说明其所持立场的合理性。

17. 有些委员认为，关于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的

第 12 条草案反映出只注重权利和义务，而最重要的

实际问题却是合作。当然，这种批评也可适用于所

有其他阐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和其他行

为体之间自愿合作、慷慨和开诚布公的某一领域法

定权利和义务的条款草案。不过，阐明权利和义务

与鼓励自愿合作之间的对立都是假对立。诚然，委

员会应注意其工作的实际效用 ( 他以后再谈这个问

题 )，但也应行使其特定的权限，即阐明和拟订法律

原则和规则。提议援助的权利是一项绝不会妨碍提

供援助的自愿性的权利。

18. 可能的提供援助的义务却非如此；因此，各

国几乎一致声称不存在这种义务也就不足为奇了。

确立提供援助的义务会产生分配责任和确定不同国

家相对能力的难题。因此，委员会不应当走这条路。

但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下，特定国家可能负有提

供援助的特定义务。例如，受灾国的领土可能被另一

国领土所环绕，在这种情况下，该邻国可能有义务

允许其他国家或行为体提供援助。这种允许不仅是

第三国提供援助的前提，其本身就是一种援助，可

以对它施加条件，使该邻国不致发生费用。更一般地，

甚至可以说第三国有义务在国际法范围内并根据其

能力，防止在其他国家发生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这一概念是国际法院在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

公约》的适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

黑山 ) 案中提出的，可对其加以发展并在今后适用

于某些极端灾害情况。委员会应避免就提供援助的

可能义务发表意见，以便为这方面的发展留下余地。

19. 关于涉及合作义务的 A 条草案，他与许多其

他发言者一样，注意到报告资料的丰富性与相应条款

草案的范围十分有限之间的矛盾，他鼓励特别报告

员再大胆一些，努力进一步充实这一重要案文的内

容。合作原则是一项公认的法律原则，在有些情况下，

根据所要实现的目标的性质和重要性，它可能意味

着比较具体的义务。从这一点来说，区分行为义务

和结果义务未必很有用。毕竟，提供及时有效的援

助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应当对这一目标予以强调，在

有些情况下，它也可能意味着结果义务。他还与其他

发言者一样，对借鉴跨界含水层法 216 第 17条草案第 4
款的用处表示怀疑。该款规定的是一项单方面义务，

而委员会在解释合作义务时，应当强调这项义务的

互惠性。第 17 条第 4 款列出“科学”合作作为第一

种可能的合作形式，这在跨界含水层的特定情况下

也许可以理解，但不应将其视为多数灾害情况下的

一个优先事项。

20. 一些发言者指出，考虑到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中提供的大量资料，关于可对援助施加的条件的第

13 条草案的范围太窄。同样，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

216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3–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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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努力在一些方面更进一步。应当明确指出，在灾

害情况下免于适用规则不只是善意和慷慨的问题，

也提出了重要的法治问题。即使是在灾害情况下，

也不能和不应将法律轻易搁置一旁，委员会不应被

视为鼓励在例外情况下轻易无视法律。真正的问题

是某些国内法律制度中是否有可以启动应急机制、

将正常情况下适用的某些立法暂停适用的程序。这

是一个与灾前阶段有关的备灾问题。此外，根据报

告第 173 段，可持续发展原则支持受灾国施加这样

的条件：援助必须改善而不仅仅是恢复以前的状况。

从严格的逻辑上讲，可以认为这种条件符合可持续

发展原则，但怀疑在它在多数情况下真有帮助，以

及委员会可能被视为鼓励提出可能会阻止国家和行

为体提供援助的条件。

21. 关于第 14 条草案，他赞成前面发言者的观

点，即当前的行文可能会令人误解为协商是终止援

助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只阐明受灾国单方面终

止援助的权利是不够的。由于在终止方面，很难拟

订一条不会造成矛盾解释或误解的条款草案，他想

是否应去掉第 14 条草案，因为要求同意的一般规则、

不任意拒绝给予同意的义务和施加条件的权利已经

涵盖了援助的终止。另一种可能是，在第 14 条草案

中列入一个“不妨碍”条款，提到前面的案文所规

定的一般原则。

22. 最后，村濑先生关于委员会应拟订部队地位

示范协定并将其附在条款草案正文之后的建议是一

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重要建议。这种示范协定实际

上可以是一份很有用的实用文书。但不宜将委员会

的工作限于拟订部队地位示范协定，因为这可能会

给人以救灾基本上并且主要是一个军事事项的错误

印象。他还担心由委员会拟订一项全面的部队地位

示范协定是否可能或可取。鉴于这两个原因，也许

委员会最好是制定一套有助于有关各方拟订和谈判

具体协定的外国救灾人员基本规则。无论如何，他同

意萨博亚先生的观点，认为主要应由特别报告员决定

委员会是否应拟订任何类别的示范协定。在委员会

应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其他实际问题方面，也是如此。

特别报告员曾不无助益地提醒委员会，红十字与红新

月联会请其注意每个机构各自的专长。217 如迈克尔爵

士所建议的，也许委员会应仅限于提及拥有普遍认

可的实际专长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等机构的工作。

217 见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2009 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5 号文件，第 28 段。

23.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委员会就本专题开展的

工作非常及时，因为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和严重物

质损害的灾害频繁发生，并且愈发严重。委员会迄

今为止拟订的条款草案虽然比较复杂，但总体上受

到了第六委员会的普遍欢迎，从而表明了这一专题

的重要性。关于工作成果应当采取何种形式——是条

款草案，还是建议或准则——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

委员会稍后再作决定比较合适。

24. 如果对原则问题没有深入的知识，就很难评

价第五次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尤其是在主权与

合作的平衡问题上。在这方面，他赞成迈克尔爵士

就主权原则和国家的人权义务所表达的观点。根据

第六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委员会在现行的国际法规

则基础上谨慎处理这一问题十分重要。新的规则——

如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不大可能得到成员国的支

持。我们必须要现实：第六委员会的讨论表明，各

国反对在第 10 条草案中确立受灾国寻求援助的义务。

如许多发言者，尤其是哈苏纳先生所正确指出的，

这种义务会产生各种法律问题，包括谁有权确定发

生了灾害或灾害超出了受灾国的应对能力。

25. 此外，如果确立严格的法律义务，则未履行

这些义务的国家将承担国际责任，这就产生了不一

定能适当解决的其他问题。因此，应当重拟第 10 条，

不是作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而是作为旨

在指导国家行动的规定。为确保最大的灵活性，第

10 条应当规定道德和政治义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法律义务。

26. 同样，许多国家也反对确立提供援助的义务。

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第 55–78 段所正确指出的，

在实在国际法中，国家没有应受灾国请求提供援助

的法律义务。提议援助的问题应在执行国家之间合

作原则的范围内来看，以期在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

27. 关于这类合作的具体安排，如报告中关于提

供援助的条件那一章所反映的，特别报告员开展的工

作非常有效，尤其是在受灾国可对援助施加的条件方

面。第 13 条草案应当确立这种概念：受灾国为行使

主权，可以对提供援助施加条件。如许多发言者所

指出的，该条草案十分简短：应当予以进一步的阐述，

以免受灾国对它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对同意援助

施加最终导致同意变得毫无意义的条件。



 第3141次会议—2012年7月5日 83

28. 关于 A 条草案，他支持特别报告员采取的

办法，即以跨界含水层法条款的第 17 条第 4 款为基

础。但是，如许多发言者所指出的，A 条草案中“合

作”一词的含义似与其提及的第 5 条草案不同。另外，

“应当提供”意味着一种义务，与实践不符。他认为，

该案文的措辞应避免被解释为确立了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提供援助的义务。

29. 关于终止援助的第 14 条草案似乎也确立了

受灾国与援助行为体协商的法律义务。这好像不合逻

辑：提供援助需经受灾国同意，受灾国可以施加条件，

而一旦援助开始，则双方未经协商，均不得终止援助。

他认为，终止援助的规定应当足够灵活，使认为不

再需要援助的受灾国或认为不再有能力提供援助的

国家可以终止援助。

30. 村濑先生关于委员会应为发生灾害时提供援

助的实体拟订部队地位示范协定的建议令人感兴趣。

这种案文如附于条款草案之后，在实践中将会非常

有用。他在履行专业职责的过程中，经常要回答一

些与发生灾害时的援助有关的难题，例如在提供医疗

援助时将药品从国外运到受灾国境内的问题，或者适

用于搜救犬的检疫规则和所需相关证件方面的问题。

灾害情况下会产生几十个类似的问题，并需迅速作

出回答。因此，示范协定将会很有用；但委员会未

必是拟订这种文书的最合适的机构，因为其中所涉

问题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31. 卡姆托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关于发生灾害时

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从一开始就引发了热烈

的讨论，这既反映出对一般问题的关切，也反映了

对条款草案技术细节的强烈兴趣，尤其是最近提出

的三个条款草案。

32. 总的来说，所讨论的重要主题有两个：一是

特别报告员采取的办法，二是委员会的最后成果应

采取何种形式的棘手问题。关于所采取的办法，特

别报告员详细并十分透彻地总结了各国在第六委员

会提出的意见。墨菲先生正确地将这种分析称为典

范。但他个人同意麦克雷先生的观点，麦克雷先生

在萨博亚先生支持下，指出各国的评论意见不应将

委员会变为强求一致的场所，委员会不是各国在第

六委员会发出的每一种嘈杂声音的回声板。它应当

倾听第六委员会的意见，但不应屈从于第六委员会：

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特性和存在的理由。委员会一直

是，并将仍然是一个专家机构；诚然，它服务于各国，

但它遵守的是国际法的最高标准。委员会是要凭借

这一点——而不是靠其开展第六委员会外交或政治工

作的能力——来赢得第六委员会和关注其工作的人们

的尊重。

33. 委员会工作的最后成果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

题与工作方法有关，并将是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之间

关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委员会的章程规定了它的

任务，但它最近似乎既未逐渐发展也没有编纂法律。

尤其是在选举新成员后，委员会似乎愿意仅在国际

法已经有了牢固确立的，因此毫不费力就能发现的

规则 ( 这些规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 的领域编纂法

律——而且只是编纂。一旦需要在某一特定领域将国

际法作任何程度的逐渐发展，委员会就会无所适从。

它更愿意躲在诸如研究结论、指南、准则或一般原

则等奇怪的法律实在背后，而它们因过于笼统，对国

家很少有实际帮助。他不反对创新：实际上，他羡慕

某些委员会委员富有想象力的思维。此外，工作的最

后形式对其内容也有很大影响。委员会应尽可能向各

国提出一套可以建立某一特定领域法律秩序的标准，

但也应推动某些领域国际法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因，

他完全支持萨博亚先生的提议，即应当询问而不是

告诉特别报告员其工作应当采取的最后形式。特别

报告员应在国际社会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人道主

义援助或“干预”所积累的国际实践基础上，努力

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规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

他相关组织可以推动委员会的工作，但不能将此视

为它们自己的领域。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实

施国际援助的权限，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属

于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34. 在法律和技术方面，灾害关系到也检验着受

灾国的领土管辖权和主权的范围。根据国际法，一个

主权国家有义务对其领土及其领土上发生的一切实

施控制；同样，该国也有义务保护其居民。国际法禁

止其他国家侵犯该国的管辖权：它们不能直接介入，

而只能应受灾国的请求介入。特别报告员明确确立

了这一原则。

35. 另一方面，无疑存在于国际法的合作义

务——至少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有些领域则作为

一种可以直接适用并具有约束力的具体规范和法律

规则——并不能在发生灾害时强加于各国。国家没有

绝对的合作义务；它们只应尽量合作，因为，如其

他发言者所指出的，实在法并未客观规定发生自然

灾害时的合作义务。说各国有义务合作开发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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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或保护濒危物种是一回事，但说它们在发生灾

害时有提供援助的合作义务，则是另一回事。这两

种情况涉及的都是合作义务——至于是为了取得成果

还是提供必要的手段，并无关紧要。虽然在受灾国

与联合国机构及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关系中，合

作是一项较明确的义务，但在各国之间以及第三国

与受灾国的关系中，合作可以更加灵活。

36. 第 5 条草案确立了合作义务原则，因此，A
条草案的任务不是申明这一原则，而是解释合作的

内容或实质。将 A 条草案目前的标题改为“合作义

务的内容”之类，或能完成这一任务。

37. 关于第 13 条草案 (提供援助的条件 )，简单

提及“国际法”似乎更加含糊，因为哪些国际法规则

适用于灾害尚不清楚。与“这些条件必须符合受灾

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相比，“这些条件必须符合

受灾国的国内法以及本条款草案和其他国际法规则”

更为全面和恰当。

38. 最后，如委员会其他委员所指出的，关于终

止援助的第 14 条草案的当前行文过于简短。当前的

案文可以作为第 1款，并可另外添加两款，内容如下：

“2. 如果延长援助可能会损害受灾国的国家

安全和独立，受灾国可随时终止援助。

“3. 外部援助提供者不应在受灾国终止援助

的日期之后继续留在受灾国境内。”

39. 他提议的第 2 款所提及的国家独立是基于如

下基本原则：发生灾害时的援助或合作必须尊重受

灾国的主权，决不能有损害其独立的意图。提到安

全则是出于实际考虑。他在第 3 款中提出的原则是

为了让受灾国放心，一方面，发生灾害时向其提供援

助的唯一目的是帮助它应对紧急状况，另一方面，在

确定终止援助的日期——无论是受灾国主动提出的，

认为已没有理由再继续提供援助或让援助提供者继

续留在其境内，还是与援助提供者共同商定的——之

后，必须遵守这一日期。

40. 该提议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特别报告员第五次

报告第 184 至 186 段所作的分析。他赞成将 A 条草

案及第 13 和第 14 条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41. 雅各布松女士首先赞扬特别报告员关于发生

灾害时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和其中对第六委

员会的辩论情况所作的重要总结，然后她说，特别

报告员设法把重点放在对人员的保护上，同时又维

持了国家在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其境内灾害救

济和援助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的基本假设，这种做法

令她印象深刻。

42.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提到“灾害期”

是联合国、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和其他组织文件中

一再出现的概念，并恰当地认为，这一概念也应反

映在委员会的工作中。

43. 鉴于军事人员对援助行动作出的重要贡献，

村濑先生关于委员会应当拟订部队地位示范协定的

建议值得考虑。但在有些国家，包括她的国家在内，

应急结构有所不同：由民事当局负责国家和国际层面

的应急规划和救灾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会

使用军事人员和设备。她认为光有部队地位示范协定

是不够的，还需拟订一项更全面的示范协定，如瑞典

在这一领域缔结的某些双边条约那样。她举出了瑞典

和拉脱维亚最近为在紧急情况预防、准备和响应领域

进行合作而缔结的合作协定的例子，218 该协定包含一

个关于基本过境条件的条款和一个关于由军事人员、

国家船只和飞机及军事车辆提供援助的情形的条款，

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特许入境。

44. 部队地位示范协定可能很实用，援助示范协

定也很重要。援助协定通常在灾害发生前缔结，并

涵盖灾害的所有三个阶段，即灾前、灾害期间和灾

后阶段，换言之，涵盖整个灾害期。这些协定往往

规定诸如共同的培训和演练等合作措施，这些措施

不仅具有实际目的，还是缓和国家间紧张关系的一

个重要方式。

45. 她认为可将援助示范协定和部队地位示范协

定附在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之后。

这些协定不一定和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分别于 2011
年和 2007 年拟订的《关于国际救灾和灾后初期恢复

重建援助便利化和规范化的示范法》219 和《国内便利

218 拉脱维亚共和国政府与瑞典王国政府之间关于在紧急情

况预防、准备和响应领域进行合作的协定 ( 里加，2002 年 6
月 17 日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01 卷，第 41019 号，

第 283 页。
219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网站上提供了 2011 年 11 月的试用

版 (www.ifrc.org/PageFiles/88609/Pilot%20Model%20Act%20
on%20IDRL%20(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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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国际救灾和初期恢复援助工作导则》220相冲突，

因为那些文件的目的不同。

46. 她与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很难确定存在应

受灾国请求提供援助的义务，至少在习惯国际法中

是如此。但各国订有双边和区域协定，承诺向他国、

主要是邻国提供援助。例如，瑞典签订了许多与双方

在紧急情况下开展合作的各种事项有关的双边条约。

47. 她并不认为各国未就要求提供有关其国内立

法的信息作出答复意味着没有立法。也许需要换种

问法，要求说明存在哪种双边和区域协定及其在国

内立法和实践中的反映。

48. 同样，她认为无需让一个独立机构评估各国

履行第 9 和第 10 条草案所规定的义务的情况。如果

一国没有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可以利用通常的

外交手段和争端解决程序。她不知道为此设立一个

新机构有何意义，以及该机构应是哪一类的机构。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现有的机构或组织——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或联合国实体或

机构——均不能履行这一职责。互助双边条约往往包

含争端解决规定，具有重要的防范效果。

49. 她与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认为没必要在人

权与国家主权之间取得平衡。人权的存在与一国的

主权是否受到侵犯无关。不需要有互惠性。一国克

减其义务并不意味着人权不复存在。

50. 她对特别报告员选择在一个新的条款草案中

阐明合作义务意味着什么表示欢迎。有些委员认为，

A 条草案举出的合作例子与“合作义务”的通常所

指不符。她理解这种观点。但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

采取多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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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对合作义务作了阐

述，而且有许多以条约为依据的合作义务。在这两

种情况下，不履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存在不同的

合作形式并不会给委员会的工作带来问题。唯一要

做的是修改该条草案的标题，例如改为“合作措施”，

这是许多政府间组织协定中使用的标题。

220 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国内便利和管理国际救灾和初

期恢复援助工作导则》( 日内瓦，2011 年 )。可从 www.ifrc.
org/PageFiles/41203/1205600-IDRL%20Guidelines-EN-LR%20
(2).pdf 获取。

221 1970 年 10 月 24 日大会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

51. 提出第 13 条草案 ( 提供援助的条件 ) 的理

由清晰、连贯。该条草案基于的是现有的协定、示

范法和准则，包括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的《示范法》，

这使其有了分量，因为该示范法的理由已得到广泛

认可。

52. 她与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希望扩大第 13
条草案，更详细地阐明援助行为体根据国内立法和

可确定的需求及质量控制开展合作的义务。此外，

应在单独的第 13 之二条草案中述及国际法和国内法

对条件规定的限制，明确指出受灾国不能对提供援

助施加有违人道、中立、公正和不歧视原则的条件，

并在该条草案评注中给出理由。这会为澄清不歧视

与满足特定需要的要求之间的关系提供机会。同样，

也不能对人权施加限制，除非其可以克减。在发生灾

害时会牵涉到许多人权 ( 例如食物权、水权和适足

住房权——正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170 段中所述 )

是一回事，接受这些权利可以受到一般限制则是另

一回事。

53. 她欢迎特别报告员专门提到了《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222，并指出需要采取性别视角，因

为考虑到男女的特定需要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其他因

素，会使援助更加有效、迅速、适当，并更具成本效

益。虽然性别问题被日益纳入人道主义援助的主流，

但在灾害情况下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如最近在

2011 年举行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会议上所指

出的那样。

54. 她与其他人一样，认为需对第 14 条草案作

进一步的阐述，因为其当前措辞的含义不是十分清

楚。她赞成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这三项条款草案交

给起草委员会。

55.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赞扬特别报告

员关于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五次报告，该

报告内容详实、论述合理，将会进一步推进委员会

的工作。如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所正确强调的，

合作义务，以及更广泛的合作原则，是发生灾害时

人员保护问题的核心；因此，她欢迎第五次报告现

在对其予以的重视。特别报告员力求在援助需要和

尊重国家主权之间取得平衡的谨慎态度也值得赞扬。

222 世界减灾会议报告，2005年1月18日至22日，日本兵库，

神户(A/CONF.206/6和Corr.1)，第一章，第2号决议，《2005–
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建立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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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从 A 条草案中可以看出特别报告员试图考虑

到援助问题的实际方面，这点也很值得称赞。但是，

虽然新条款草案的措辞总体上似可接受，她并不同意

特别报告员对该案文的性质及其与合作义务的关系所

持的观点。她认为，合作义务 (第 5 条草案所涉 )和

合作形式 (A 条草案 )的性质不同。第 5 条草案是结

构式条款，确立了一项原则，新的 A 条草案则是执

行条款。新案文没有解释合作义务，而是阐述了这种

义务所包含的内容。虽然不妨将它列入整个条款草案，

但确定其位置无疑是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57. 她认为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就第 13 条草案

和提供援助的条件提出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第 13
条草案只提到十分有限的条件，主要与遵守国内法

和国际法有关。如果把案文的两部分分开来看的话，

可以对该条草案作不同的、限制性不太强的解释，

但它未能涵盖所有与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出的

援助条件有关的基本问题。也许特别报告员可以考

虑修改该条草案的措辞，并添加一款，或者编写更

多的条款草案。以更全面的方式处理条件问题将会

加强法律安全网，避免始终存在的任意性威胁，并

加强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的法律制度。

58. 关于第 14 条草案，毫无疑问，在终止援助

的情况中，显然会产生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与尊重

主权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如需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一样。终止援助的背景很重要：即受灾国接受了第

三国的援助，并对提供援助施加了条件。各种行为体

已经开展了重要工作，受灾人员也已开始接受援助，

从而产生了一些期望，可能还有权利，它们将会受

到终止援助的影响。在决定终止援助时，需将所有

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从这点来看，第 14 条草案虽

然有用，但似乎相当有限，并且更多地涉及整个援

助期限的界定，而不是终止援助的时间以及可以终

止援助的情况和条件。特别报告员似宜拟订更多考

虑到终止援助各个方面的提案，并审查第 14 条草案

的措辞。

59. 此外，她认为村濑先生关于拟订部队地位示

范协定的建议值得考虑。武装部队经常参与救灾行

动，在有些国家，例如西班牙，军队还负有在发生

紧急情况或自然灾害时进行援助的任务。诺尔特先

生关于扩大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界定参与提供援助

的各类人员法律地位的建议也很令人感兴趣。

60. 关于是否应扩大委员会审议发生灾害时人员

保护问题的工作范围，列入与备灾、防灾和减灾有

关的某些合作形式，她说，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式正

在发生的变化和特别报告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都表

明了其重要性。特别报告员确实似宜在今后对此问

题给予更深入的考虑。

61. 最后，她建议，鉴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

告中提交的条款草案显然具有的重要性，应将其交

给起草委员会。

62. 辛格先生说，特别报告员总结了各国在第六

委员会讨论本专题时发表的评论意见，这点很有帮

助。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各代表团强调，鉴于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加，对本专题的讨论很

重要，也很及时。各代表团承认委员会编纂和逐渐发

展国际法的工作将大大有助于救灾法的发展，并赞扬

委员会为澄清与灾害情况下的准入有关的具体法律

框架所作的努力，这将有助于提高人道主义援助的效

率和质量，减轻灾害的影响。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

若干代表赞扬委员会在保护灾民的必要性与尊重国

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做法。有

些代表团强调，应对灾害应始终以充分尊重受灾国

主权为基础，而不应使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或成为

干涉受灾国内政的借口。关于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三

届会议 (2011 年 )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各国与受灾国

合作的义务是否包括应受灾国请求提供援助的义务

问题，223 特别报告员在讨论了各国的答复并研究了一

些关于减灾的国际协定后，正确地重申了他的结论，

即在救灾事项上合作的义务目前不包括各国应受灾

国请求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接到受灾国援助请求的

国家一般根据其提供这类援助的能力作出反应，而

在实践中，各国的确根据团结原则，在发生灾害时

提供了援助。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80 段正确地强调，

合作在救灾中具有核心作用，是对灾害状况作出有

效、及时反应的必要条件。鉴于合作的这种重要作用，

需要进一步详细说明第 5 条草案所述合作义务的功

能要求以及受灾国和援助行为体所需的协调方式。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确定合作义务的轮廓时，必须

根据合作的目的来确定其性质，而在目前的背景下，

合作的目的是提供救灾援助。各国提供救灾援助的

合作义务必须在三个重要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他

对此表示同意：一是履行此种义务时不得侵犯受灾

国的主权；二是必须要求援助国将此种义务作为法

223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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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为义务来承担；三是此种义务必须与救灾援助

工作有关，而且只限于救灾援助工作。

63. A 条草案基于对援助国家的义务和援助类型

所作的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关于该条草案，他赞成

特别报告员列举的第三国应当提供援助的具体领域。

列入“其他合作”一词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响

应特定情况需要的灵活性。关于提供援助的条件的

第 13 条草案措辞适当，因为受灾国根据其国内法保

留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其境内的这种援助的权利。

但如有些委员所指出的，该条需作进一步的阐述。

64.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确定适当条件的范围时，

有必要重申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核心原则；并指出，

受灾国可就提供援助设定条件，包括遵守其国内法，

以及满足各项所说明的需要。但他强调，国家主权

和不干涉的核心原则应当结合各国在行使主权过程

中对其他国家及该国境内和受其控制的个人所承担

的责任加以考虑。因此，受灾国施加的任何条件都

必须合情合理，绝不能损害确保对其境内人员予以

保护的义务。此外，受灾国也有相应义务协助尽快

有效提供援助，包括酌情放弃国内法的执行。在报

告第 120至 181段，特别报告员详细讨论了一些问题，

如便利援助小组、设备和工具入境等，这些问题需

在案文中得到更具体的反映。

65. 关于终止援助的第 14 条草案也是一项有用

而实际的规定，因为它所设想的协商将使受灾国和

援助国作出必要的实际安排，包括对援助国撤出后

仍需继续开展的救灾工作的安排：应在条款草案中

对这个方面予以反映。卡姆托先生提议添加一项关

于受灾国在所施加的条件未获遵守情况下单方面终

止援助的新规定，他认为，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

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应在单独的一条草案中涉及。

村濑先生关于委员会应当拟订部队地位示范协定的

建议令人感兴趣。他与诺尔特先生一样，认为这种协

定不应限于军事人员，而应包括所有外国救灾人员。

66.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总体上赞成特别报告员

处理这一专题的方式。第 1 至 12 条草案在一读时已

经通过，无需再作进一步的审议。他赞同特别报告

员对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 年 )工作报告

第三章提出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发生灾害时的合作

义务目前并不意味着各国负有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

诚然，各国有提议援助的义务，但不一定提供援助，

除非订有关于这种义务的具体协定，或者相关国际

救灾组织规定了这种义务。关于委员会特别想听取

各国意见的具体问题的措辞，应确保负责委员会年

度报告第三章的委员会报告员与各特别报告员、工

作组主席等人的合作。特别报告员在其自己的报告

里深入探讨合作的义务和提供援助的条件的两章中，

分别对合作义务和提供援助的条件作了精彩的分析，

表明了这些议题的复杂性及其所产生的问题，以及

发生灾害时提供援助的一些可能性。对于特别报告

员提出的新条款草案，特别是 A 条草案和第 13 条草

案，或许应以举例说明或规定主要形式和安排的案

文予以补充。至于提供援助的条件，或可因此考虑

添加一个单独的条款草案，举例说明和列举提供援

助的各种条件。这样做并无什么特殊之处：跨界含

水层法的条款就包含这样一条，举出了确定含水层

的公平合理使用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样，最近的关

于武装冲突对条约影响的条款草案也包含一个指示

性条约清单，这些条约的主题事项表明它们在发生

武装冲突时依然有效。224 他和其他委员一样，认为应

对 A 条草案和第 13 条草案予以补充和充实，指出国

际合作的范围和含义，说明这种合作在发生灾害时

的援助和人员保护方面所包含的内容。第 14 条草案

也可根据所提建议加以改进。最后，他赞成将第五

次报告中包含的这三条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67.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所讨论的本专题的标题，

即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其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所采取的办法显然是基于个人而不是国家主权。2011
年，泰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灾，约有 60 个

省受到影响，有些地方的灾情甚至持续数月。这场

灾害后，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研讨会，

以记录那些受灾最严重的人们的故事。研讨会总结

了三条教训，他对这些教训完全认同，并且认为，

鉴于实际受灾者经历的重要性，委员会应当对其予

以考虑：首先，这些人有权迅速从政府和主管机构

获得准确的信息，以便能够应对灾害，从而减轻不

良影响和痛苦。其次，他们应能真正参与灾害预防

和管理，政府应在灾前、灾害期间和灾后为他们提

供适当的参与机会。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灾害保护，

并在严格遵守人权的情况下，对受灾人员进行迅速、

适当和不歧视的救助。

224 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9 号决议。委员会通过的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100–10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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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虽然如此，但主权国家有保护国家利益和国

家安全的合法权益。因此，委员会需在第 10 条草案

( 根据该条，受灾国有寻求援助的义务 ) 和关于受灾

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的第 11 条草案，尤其是该条第

2 款 ( 不得任意拒绝对外部援助给予同意 ) 之间取得

平衡。“任意”一词在第六委员会引发了大量的讨

论。如果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其对

需要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关切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超出受灾国国家应对能力”一语可能不当，

因为，假定一国保护其人民的能力有限可能会伤害

国家的自尊，损害该国作为外国投资接受方的地位。

毕竟，如果一国无法防止工业中心受到洪灾的影响，

就意味着其无法保护外国投资。它将失去信誉，而

保险费用将会增加。这是一个尚未充分探讨的问题。

69. 在第12条草案(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 )中，“权

利”一词应改为“积极义务”。关于A 条草案及第 13 和

第 14 条草案，他原则上同意特别报告员采取的办法，并

将在审查案文时提出建议。最后，如果委员会排除对一

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进行重新审议的可能性，恐怕第

六委员会会要求它就这一问题拟订准则草案，而不是可

作为今后公约之基础的条款草案。

70. 特拉迪先生说，他之所以再次发言，是为了

在一次发言中，而不是在每个人讲话之后，对他想要

答复的所有评论作出答复。首先，迈克尔爵士对他关

于条款草案有必要在人权与主权之间取得平衡的意见

持有异议，认为人权有其自身的内部平衡机制，试图

以其他方式对其加以平衡是危险的。从一些角度来看，

这存在法律问题。首先，人权并不先天具有内部平衡

性：迈克尔爵士提到的“机制”根本不是人权所固有的，

实际上是由通过谈判拟订的人权文书中所规定的限制

组成。其次，即使人权具有内部平衡性——无论这意

味着什么——那么主权也是一样。这也不是一个绝对

的概念，没有人试图将之与任何其他事情相平衡。实

际上，很少有法律概念是绝对的。虽然迈克尔爵士似

是以一种幽默的口吻提出的意见，但却反映在记录中，

因此他本人似宜纠正某些不准确之处。无论迈克尔爵

士关于人权性质的发言是对是错，但事实是，在本届

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中，当讨论驱逐外国人的问题时，

他自己在萨博亚先生支持下指出，有必要在人权与主

权之间取得平衡。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第一次会

议上，他指出，有必要在发生灾害时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主要原则，即尊重受灾国主权与援助受灾人员的

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迈克尔爵士还指出，所讨论的

条款草案 (可能是第 11 条草案第 2 款和第 10 条草案，

因为这是他认为有问题的唯一一些规定 )实际上并不

是以国家实践为基础，但委员会应保留之。这与村濑

先生的论点相悖，关于村濑先生的论点，他将稍后再

谈。迈克尔爵士的意见有些奇怪，原因有几点。首先，

委员会的简要记录表明，一贯坚持应以国家实践作为

委员会工作基础的正是迈克尔爵士，这从他就这一事

项与杜加尔德先生进行的有意思的辩论中可以看出。

他希望看到迈克尔爵士在委员会开始审议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时采取同一立场。其次，与迈

克尔爵士的说法相反，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所讨论的条款草案事实上是以国家实践为基础的。假

设迈克尔爵士的说法正确，这些条款不是以国家实践

为基础，那么这些案文的基础是什么？迈克尔爵士拒

绝说出另一种基础，理由是他不想再讨论已经讨论过

的问题的实质内容。

71. 他自己要扮演魔鬼辩护人的角色。也许想确

保对受灾人员最大保护的迈克尔爵士会说，这些条

款草案是以逻辑为基础的。但如他早些时候所指出

的——麦克雷先生作了进一步阐述——国家并不总是

拒绝援助，尤其是在灾害超出其能力的时候。因此很

难看出第 10 和第 11 条草案规定的义务如何能以确保

最大保护的愿望为基础。彼得里奇先生正确地指出，

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恶意行事。但在这些例

外情况 ( 他愿称之为“政府丧心病狂的情况”) 下，

如墨菲先生所指出的，如不同时采取胁迫措施，仅

靠深奥的义务就能令政府信服，这点令人怀疑，因

为在此类情况下，即使威胁要采取集体行动往往也

无济于事。所有这些都无情地得出一个结论：第 10
条草案和第 11 条草案第 2 款不是以国家实践为基础，

也不是以任何必要性为基础。

72. 麦克雷先生指出“任意性”是法律中常见的

一个概念，并举出世界贸易组织 ( 世贸组织 ) 的法

律作为例子。但该组织有一个能够澄清诸如任意性等

模糊和不确定用语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委员会起草的

条款草案并没有设想任何争端解决机制，更不用说像

世贸组织那样的争端解决机制了。如哈苏纳先生所指

出的，在一个法规内容全凭解释的制度中，像所审议

的这样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不能仅靠国家的善意。诺尔

特先生对以任意性为标准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

点：正是因为始终有不接受援助的理由，才不能将任

意性视为一个相关的标准。问题在于要知道理由是否

具有说服力，而不在于是否存在理由。如果受灾国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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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援助的理由被大多数参与救灾的行为体视为不适

当，那将如何？他怀疑就一国拒绝接受援助的理由是

否合适的问题进行的辩论能否对受灾人员有很大帮

助，如彼得里奇先生举出的埃塞俄比亚的例子一样。

即使当时存在第 11 条草案第 2 款规定的义务，该国

也可能不同意对它发出的接受外国援助的呼吁。

73. 与迈克尔爵士的观点相反，麦克雷先生认为，

条款草案确实是以国家实践为基础的。他所指的实

践是，各国通常并一贯会表示援助意向和接受援助。

墨菲先生以雄辩的方式驳回了这种论点，指出这种

实践并不能确立权利和义务。更重要的是，如果各

国如此愿意接受和表示援助意向，则这些条款还有

何必要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麦克雷先生认为，各国

通常同意寻求援助的事实应能确立提供援助的义务。

但各国总体上反对这种观点，在委员会的所有委员

中，支持该观点的只有福尔托先生一人。诺尔特先生

指出了很有意义的一点，即现有的人权文书已经规

定了寻求援助的义务和不任意拒绝援助的义务。但

他本人难以相信生命权等人权能构成赞成寻求援助

的义务和不任意拒绝援助的义务的法律确信的表示。

国际法院的判例法明确表明，法律确信必须以具体规

则为基础，而且不能用一条规则来确立另一条规则：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生命权会要求禁止死刑。

74. 最后，由于迈克尔爵士认为他言辞激烈，他

想指出的是，他认可条款草案的目的，即鼓励各国寻

求援助、表示援助意向和接受援助。但他对采取以

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办法是否为最佳方式表示怀疑，

他将在二读审议条款草案时提出一些修改。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 )

[议程项目1]

75. 麦克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发生灾

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起草委员会将由以下人员组成：

上届会议委员哈苏纳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

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和迈克尔

爵士，及委员会新委员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福尔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墨菲先生、朴先生

和特拉迪先生，以及斯图尔马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 1 时散会。

第3142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马里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

丰索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

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

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

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

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

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 )

(A/CN.4/650 和 Add.1，C 节，A/CN.4/652， 
A/CN.4/L.812)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 (完 )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总结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

员保护问题第五次报告 (A/CN.4/652)的辩论。

2.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表

示，就条款草案的根本基础和目标及目前暂时通过

的 11 条草案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些目标进行的长

时间实质性讨论丰富了关于报告的辩论。有一点或

许尚未完全得到认识，即这种意见交流实际上是在

尝试重新开始讨论经过四年妥协对立立场的共同顽

强努力后一读通过的条款。但参与辩论者表示，按

委员会的长期惯例，对其意见的审议可在条款草案

整体二读时进行，届时可在文本提交大会第六委员

会后参考各国的意见。同时，过去一周中提出的观

点将反映在议事情况的简要记录中，特别报告员也

将适时考虑这些观点。

3. 辩论中几次提出了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问题。

委员会对这一问题未表示立场，因为此事由大会决

定。委员会正着手起草条款草案这一点决不会影响

大会的决定。起草的文本最后可以任何认为适当的

形式提出——无论是公约还是做法指南。* 续自第3137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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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第五次报告概述的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第六

委员会发表的意见的启发，一些委员会委员讨论了

这些意见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应起何种作用。特别报

告员同几位委员一样不反对这一观点：在委员会为

完成大会交予这项任务而开展的工作中，这些意见

构成了一个重要因素，但非决定性因素。

5. 关于第五次报告中提出的三项条款草案，委

员会委员一致决定将它们交给起草委员会，称可在

起草过程中审议其具体评论。建议对 A 条和第 13 条

草案作出补充规定，这些规定应反映出条款的各种

基础因素并系统地列出。具体而言，第 13 条草案应

同 A 条草案一样，不完全地举出该条适用范围内的

主要领域。他同意这种方式，并建议起草委员会为 A
条和第 13 条草案提出相应的起草建议。

6. 对于关于 A 条草案的一些评论，他要澄清的

是，第 5 条草案就应对灾害过程中合作的责任作了

总体规定，A 条草案具体规定了应在哪些主要领域开

展此类合作。最近的辩论中出现一些误解，主要与 A
条草案首句中的“应规定”这一说法有关，这似乎意

味着有义务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而不是详细阐述

第5条草案中规定的合作的义务。解决方法是删除“应

规定”等字样，并对文本进行必要修订。他将在起草

委员会中提出该建议。数年前委员会起草跨界含水

层法条款草案时曾采取类似的方式。225 该法的第 7 条

规定了使用和保护跨界含水层方面合作的一般义务，

审议中的文本第 5 条草案就发生灾害的情况作了相

同规定。此外，跨界含水层法第 16 和第 17 条规定

了哪些具体领域存在该义务，本条款草案中的 A 条

就发生灾害的情况作了相同规定。

7. 辩论中还就如何改进第 13 和第 14 条草案措

辞提出了其他有益建议，他将在起草委员会中强调

这些建议。他考虑了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各种建议，

这种灵活性说明，他认为作为特别报告员，应汇集

各种立场以便最好地表达委员会集体的意愿，不应

一味强加个人偏好。鉴于此，他建议将 A 条、第 13
和第 14 条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同时附上委员们提

出的各项起草建议，包括第 13 条草案的备选措辞。

8. 有建议称，委员会应在条款草案后附上协定

样本，以联合国与接受维和行动的国家签订的部队地

225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3–54 段。

位协定样本为依据。226 还有建议称，可对类似的协定

样本加以扩展，使其包括提供援助的非军事行为方。

极为具体的样本有实际作用，但他认为，起草这种

样本不属于委员会的职责，且肯定不属于特别报告

员的任务范围。

9. 他打算在下次报告中主要论述防灾、备灾和

减灾问题。他在撰写条款草案时将谨记审议第五次

报告中提出的评论——例如，关于国家法律和措施中

应列入哪些措施，以保护救灾人员，特别是联合国

人员的评论。他在未来的报告中还将就术语的使用

及维持联合国、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和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地位的其他规定提出条款草案。

10. 起草委员会通过经修改的 A 条、第 13 和第

14 条草案后，如果委员会认为这些条款有所不足，

他将乐于提交更多具体建议。最后，他感谢参与讨

论第五次报告的人员的贡献。

11. 主席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就认为委员

会希望将A条、第 13和第 14条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上午 10 时 30 分散会。

226 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秘书长的报告

(A/4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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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成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戈麦斯·罗

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

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

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

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莫蒂先

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227

(A/CN.4/650 和 Add.1，A 节，A/CN.4/654)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她的关于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初步报告 (A/CN.4/654)。

2.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既然这是她作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议

题特别报告员首次在委员会全体会议发言，在介绍初

步报告前，她想先简要讲以下两点。首先，她感谢

委员会成员任命她为特别报告员，这既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真正特权。她将在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努力

履行职责；她希望，在当前五年期结束前，她的工作

达到了委员会的期望。第二，她谨向该议题前任特

别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在过去五年所做的工作和他

的宝贵贡献表达感谢和感激之情——他的三份报告 228

以及秘书处的备忘录 229为委员会的工作构建了历史基

础，在委员会审议该议题时必须将其纳入充分考虑。

227 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第 3132 次会议上，委员会任命特

别报告员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接替不再是委员会成

员的科洛德金先生。
228 《2008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01 号文件 ( 初步报告 )，《2010 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46 号文件 (第

三次报告 )。
229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

3. 初步报告已使用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印发。

然而，应对西班牙文本作一些编辑更正：第 66 和 73
段中的法文字“fonctionnaire”应替换为“représentant 
de l'État”，第 70 段中的“rationae personae”一词应

替换为“rationae materiae”；同样，在英文本中，第

49 段第三句话中的“immunity”应改为“impunity”，

第 54 段中的“contention”一词应改为“consensus”，

第 66 和 73 段中的法文字“fonctionnaire”应替换为

“représentant de l'État”。由于不适当地使用词语可

误导读者，她促请委员会注意她所指出的更正。

4. 这份初步报告有三章。在引言中，她简要介

绍了委员会迄今在该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然后，

她介绍了在该议题的实质内容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她阐述了科洛德金先生所提交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及

在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所进行的辩论的要点。

在下一章中，她列出了尚未达成共识、因而应视为

需要委员会进一步审议的问题。最后，她建议了一

个系统的工作计划，该计划反映了她对于在未来报

告中应如何在实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这两个方面

处理该专题的看法。她还回顾说，2012 年 5 月 30 日，

她与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开放式非正式磋商，可将其

视为就该专题进行的初步非正式辩论。由于她的报

告案文已经起草且近完成，及报告的初步性质，她

尽可能在报告中列入了在这些场合表达的意见。由

于委员会成员都有报告副本，她没有必要概述。因此，

她建议，重点讲述她认为应强调的某些方法学或实

质要点，以帮助委员会进行更有条理的讨论——不过，

这样做，她显然无意于限制或引导辩论。出于清晰

和简洁的愿望，她把陈述分为两组观点，一组处理

方法学问题，另一组处理实质性问题。

5. 首先，关于该专题的当前状况 ( 这是一个重

要考虑，因为它决定今后工作所采取的形式 )，她指

出，尽管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仍不能说，审议

的问题已经解决，最后解决办法已然在望，迄今进

行的辩论已具结论性意义。相反，前任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以及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进行的辩论表明，

该被审议的专题非常复杂，关于其要点远未形成哪

怕是初始的共识。因此，虽然今后工作必应考虑科

洛德金先生的三个报告，也应考虑委员会成员和各

国就这些报告所表达的意见。尤其是，迄今表达的

观点和看法多种多样，应予以考虑，否则委员会的

工作可能会受到阻碍。因此，首先必须要做的是，

确定那几个为数很少的已达成共识的要点和那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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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众多尚存观点分歧的要点；这正是她试图在初步

报告中做的，这为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崭新起点。

6. 第二，她希望提出一个方法学方面的意见，

这在总体上也反映了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在科洛德金

先生的报告和在委员会的辩论 ( 包括在 5 月份进行

的非正式磋商 ) 以及在第六委员会的辩论中，有人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专题是否仅应从现行法的

角度来考察，还是也应从拟议法的角度来考察——也

即是说，委员会是否应限制自己仅作法典编纂工作，

还是也应承担国际法逐渐发展的工作。如同许多其他

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即使在她看来，

大多数人希望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她不想进入委

员会的现有辩论并将评论仅侧重于正在审议的专题，

但她并不认为，这一专题可仅从现行法或法典编纂的

角度来处理。实际上，在以往五年期中曾无数次指出，

虽然该专题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法问题，但它必须

根据在 20 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所发生的新动态和变

化加以处理。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观察家都不可

能不注意到，当前的法律形势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甚

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年的法律形势并不相同。

事实上，仅过去三十年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一时期出

现的新实践都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再次对这一专

题产生了兴趣，而这一专题直到最近还一直被视为

是偶然的，如果不说它是无关紧要的和可以忽略的。

忽略国际社会和当代国际法方面的这些变化，其效

果将会是削弱委员会工作，使其失去意义和徒劳无

功，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未能考虑到新的法律原则、

价值和现实，在其所构成的环境中，总体上的豁免

权概念和具体的免于刑事诉讼概念不断演变，而且

必须继续演变。由于这些考虑，她认为，委员会必

须从法律编纂和进一步发展这两个视角审视这一议

题——即使由于实际原因，看来合乎逻辑的是，首先

审议 (但不完全限于 )与国际法的编纂相关的内容，

即现行法的内容。

7. 第三，她认为，必须用以下方式处理这一专题：

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应构成整个国际法律体系的

一个有一致性的组成部分。在国际法律秩序框架内，

以这种系统方法处理这一专题，这意味着，委员会

考察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与保护并服务

于国际法的结构性原则和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在

科洛德金先生的三份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这种豁

免的法律依据问题以及这种豁免所依赖的原则和价

值。然而，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进行的辩论表明，

亦需考虑国际法承认和保护的国际社会的其他价值

和原则，例如，保护人权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因而，

在并非试图改变这一议题的范围的情况下，她认为，

如不考虑所涉及的各种国际价值和法律原则之间的

平衡问题，而且，具体而言，如不考虑(如果可能的话，

作为一个原则 )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刑事所发生的新

动态，这一议题就不能得到处理。这一动态的国际

法新分支毕竟并非局限于建立真正的国际刑事管辖

权，它也包括建立或加强各国打击总体的有罪不罚现

象和具体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的技术，特别是向国

家法院分配权能的规则和用于进行国际法律合作和

援助的技术，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即使这并不必然

会自动将所有可在国际刑事法院援引的豁免权方面

的原则和准则自动导入当前议题，但同样明确的是，

无论何时在各国法院中援引豁免权，这些原则和准则

都不能简单地被忽视。就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以

及国家豁免和个人刑事豁免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而言，也是如此，虽然这是一个层面有所不同的问题。

如果委员会不想制定这么一套关于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问题的条款草案——其不但未解决在实践中出现的

问题，反而将不一致和有争议的新元素引入到体系

之中，那么，在审议这一议题时，这一关系必须得

到特别处理，同样地，应根据国际法律体系的基本

原则和价值加以处理。她确信，委员会的任务和本

质要求其成员通过其工作帮助加强国际法律体系的

系统性和一致性，这一目标必须在她的未来报告中

得到体现。

8. 最后，有必要将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对这一

专题的辩论条理化。在开始发言时，她已指出，这

在她看来，这一辩论的形式过于笼统，这不利于统

一关于该议题各个方面的不同观点。她本人认为，

这一专题极为复杂和敏感，总体而言，从方法学视

角处理这一专题十分困难，甚或不可能。委员会不

妨逐步处理该专题的不同方面，也即是说，相续处

理明确界定的类组问题，这种方法可使她就不同的

实质问题提交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应涵盖处理每个

已作过分析的问题的条款草案，以便在委员会内引

起具体辩论，并在适当时候，在第六委员会进行辩论。

她充分认识到，未来许多有待审议的实质性问题具

有跨领域性质，因而，是在委员会工作中重复出现

的问题；但是，她相信，系统性地处理这些问题的

新努力可促成迅速、有把握、可预测和高效率的进展。

正是为此目的，在非正式磋商期间，她分发了一份

非正式文件。也正是因此，她在报告最后一章中将



 第3143次会议—2012年7月10日 93

这些问题分为四大类；她将在未来届会上计划提交

给委员会的报告中处理这些类组问题。

9. 她希望首先提请委员们注意这些方法学考虑，

以强调她对这些考虑所赋予的重要性，并强调，无论

委员会就此问题采取何种立场，都会对该议题的各个

实质方面的处理方式产生影响。虽然她的报告是初步

性的，但她列入了居于该议题核心地位的实质性问题。

她已试图列出这些问题，更准确地说，列出那些在

科洛德金先生的报告或在这些报告所引起的辩论中看

不出存在任何共识的具体问题。在第三章中，她还确

定了若干要素，这些要素可指明委员会未来工作应采

取的方向。她认为，十分关键的是，提及她将在未来

报告中将要讨论的根本问题并阐明每个问题的主要症

结，这些问题在初步报告中作了更加充分的讨论，她

未进入该章的细节。首先，国际法委员会应考虑属人

豁免与属事豁免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一区别可能对建立

两个不同法律制度——每个制度适用于一类豁免——

所产生的影响。第二，辩论应侧重于这两类豁免的突

出的职能性质以及这种职能层面对于每个类别和对于

应建立的相应法律制度而言所具有或所应具有的范围

和意义。第三，委员会必须确定哪些人享有属人豁免

以及起草一份这些人的名单——并在必要时说明，此

名单是开放性的还是限制性的——是否有益。第四，

必须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之目的对“官方行为”这一

概念作出定义，谨记与以下可能性相关的问题：可能

同时存在国家和个人的双重责任和国家与个人的双重

豁免，这两者均源自这种“官方行为”。还必须考虑

的是，这对于确定哪类国家官员可享有豁免所产生的

影响。第五，必须研究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例外的地

位问题，而且，委员会必须确定，它是否可枚举可适

用于这两类豁免的每类豁免的各种准则和原则。第

六，有必要确定应对保护国际社会的法律原则和价值

给予多少权重，特别是对为处理最严重的国际罪行所

作的努力给予多少权重，即对这些类别豁免的每类豁

免给予的限制或例外。最后，委员会必须研究为使这

种豁免能够在具体案件中适当享有而必须制定的程序

规则。这些规则还应涵盖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和程序规

范，而且，很可能也应涵盖关于国家间的国际司法合

作和援助规范的规则。

10. 即使在科洛德金先生编写的三份报告中，她

刚才列举的那些问题已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过了，她仍

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未得到充分讨论或给予正当理

由。此外，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进行的辩论已表

明，对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享有共识

的答案；因此，这些问题应在她的未来报告中更加

深入地处理。因此，她的初步报告载有一个工作计划，

在该计划中，她所提到的那些问题被分为四大类组，

从而使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系统处理。这四个类组也对

应于当前五年期的可用工作时间，这可使委员会在

此时间内完成对该议题的审议。为最佳地利用可用

时间，委员们应作出计划，以横贯方式处理某些问题；

并且，不应期望总会遵循给定顺序。

11. 最后，她回顾说，她的初步报告是一份“过渡”

报告，其目的是，确保以往为此议题所做的所有工作

都能得到适当考虑，同时也确保所有未来工作能有效

考虑委员会成员和各国迄今所表达的所有意见。她无

意于完全抹杀以往所做的出色工作，但她希望提出一

个新途径，从而可解决在上一个五年期期间提出的很

多问题；其目标是，对各国和国际社会所感受到的需

要提供一个有效法律回应：各国和国际社会以许多不

同方式表明，它们高度重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问题——特别是，它们通过大会明确要求委员会

在工作方案中优先考虑该议题。此外，本专题的重要

性与捍卫作为其基础的原则和价值有着密切联系。因

此，委员会应平衡审慎处理这一问题，而不忽视近年

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现的新现实和趋势，特别

是在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刑事责任领域。无论如何，

这项工作只能通过比如委员会这样的合议机构的集体

努力来完成。因此，她怀着极大兴趣，期待委员们在

她的介绍发言之后作出评论和提出意见。

12. 诺尔特先生说，正如特别报告员所说，她本

人的报告真正是一份“过渡报告”。委员会必须感谢

的是，在她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之后和届会第二期会

议开始之前这段短暂时间内，她找到时间并花费了精

力编写这份报告。尽管这份报告不是很长，但它包含

很多重要内容。用特别报告员的话来说，该报告力

图为“条理化辩论”铺路并以“方法学和概念的清晰”

为目标。因此，除特别报告员确定存在现有共识的问

题外，该报告不包含任何关于实质性问题的任何明

确建议。很显然，报告局限于提出方法学、概念和

结构问题，以期为委员会的今后工作勾画一个蓝图。

追循这一目标确有必要，而且，特别报告员所作的

努力和她的报告为委员会的辩论所提供的宝贵基础

值得赞扬。但是，由于该议题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困

难议题，而且，由于委员会正处于讨论总方向阶段，

他希望提出一些告诫。方法学和概念澄清必须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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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而且，不应妨碍实质性问题。他并不是说，

特别报告员选择了非中立的澄清：他只是希望确保，

从一开始，方法学选择或概念区别并不倾向于某些

实质性结论，因为这种结论必须在额外来源的基础

上独立加以证明。

13. 他的第一个告诫涉及的是，特别报告员似乎

在建议，委员会应采用一种抽象的和系统的方法，

这种方法意味着，从某些概念区别推导出结论；这

一方法使其想起传统的民法方法。该报告不包含对

可构成实践分析之基础的具体判决或立法的诸多提

及；他知道，这不是报告的目的。然而，有必要采

用实践导向的归纳式推理，以达成对国际法的坚实确

定——无论委员会力图确定现行法或是提出拟议法。

他虽然重视抽象和系统推理——因为他和特别报告员

一样，都是出身于民法传统——但他希望强调指出，

抽象范畴的基础是经验演变，因此必须得到相应证

明。他并不怀疑，特别报告员意识到这一方法学问题；

但他认为，在讨论的初期阶段就提出这一问题是值

得的。在处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9 段谈及的国家

的国际责任和个人的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

在处理第 67 段中所作的“官方行为”和“非法行为”

之间的区别时，这一问题可在实际上成为相关问题。

14. 他的第二个告诫涉及的是，在报告第 29 段

中，特别报告员谈到“限制豁免及其范围的倾向”。

这一提法以及报告他处的提法可被理解为新版本的

“趋势论点”，这种论点在过去经常被用来限制国家

及其官员的豁免。应谨慎使用这一论点。例如，在国

家的管辖豁免案 (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 )中，

国际法院最近驳回了意大利法院的以下论点：在国际

法中存在着限制国家在该审议领域的豁免权的趋势。

而且，国际法院表明，正相反，国家的豁免近年来

得到再度肯定。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在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方面，可能出现了类似动态。

在即将发表于《美国国际法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这

一论点得到了阐述，该文基于对过去 15 年来许多国

家判例法的广泛分析。230 在国家刑事管辖权方面重新

肯定豁免权的这一趋势——如果的确存在——与国际

管辖权方面限制豁免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在这方面，

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 2011 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作出的关于根据习惯国际法，面对国际管

辖，不存在国家官员豁免的裁决(检察官诉奥马尔·哈

230 I. Wuerth，“重新评估皮诺切特的遗产”，《美国国际

法杂志》，第 106 卷，第 4 号 (2012 年 10 月 )，第 731–768 页。

桑·艾哈迈德·巴希尔 )，这些裁决引起了非洲联盟

委员会的强烈抗议。从更一般意义上而言，他建议，

国际法委员会应密切注意，在它谈及“趋势”之时，

它指的是什么。

15. 他的第三个告诫是：在她的报告中，特别报

告员经常谈到，应落实国际社会的“价值观”，特

别是努力防止有罪不罚现象这一价值观。当前问题

并非是否要落实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这是无可否认

的——而是决定如何落实这些价值观。“保护责任”

问题是一个适当类比。这一责任当然是国际社会的

一个价值观，但就国际法而言，决定性问题是：谁

有权落实该价值观？当然，国际罪行的发生地国有

此权限——该国甚至有义务去保护——联合国也有此

权限，但第三国并无此权限。这是《2005 世界首脑

会议成果文件》得出的结论。231 也许，国家官员的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情形具有结构相似性。但是，

“价值观”论点不能如此轻易地变换为国际法规则

和原则。国际法规则，例如，豁免规则，也代表价值观。

仅仅相互平衡这些价值观是不够的；这种平衡必须

在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相关的一般规则框架

内进行。不用说，委员会还必须更深入地讨论特别

报告员提及的价值观所具备的法律性质的程度。

16. 第四个告诫涉及的是豁免法的不同方面与总

体上的国际法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她的工

作计划中，特别报告员建议，将该议题细分为若干不

同问题，按顺序进行处理。当然，这是一个在其他场

合已被成功使用的有用方法，但是，委员会必须谨记

的是，这些问题相互关联，而且必须继续考虑到这种

相互关联性。因此，例如，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之

间的区别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法律渊源，即国家豁免。

同样，虽然该议题仅涉及刑事豁免，这并不意味着民

事豁免领域与委员会的目的无关。刑事和民事豁免源

自同一法律基础，有时很难确定一个案件与刑事还是

民事管辖相关。通过考察豁免法律的不同方面之间

的相互关系，确定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所称的“灰

色地带”是可能的，这些灰色地带必须承认和处理。

17. 第五个告诫与术语相关。在报告第 34 和 62
段中，特别报告员作了这样一个区分：有人认为，

豁免是“绝对的”；有人认为，豁免是“有限制的”。

他不认为，这种区分在当前背景中是有益的，而且，

231 大会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2005 年世界

首脑会议成果”，第 138–1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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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会引起误导。事实上，这并非一个争议问题，

因为现在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绝对豁免不再存

在。毕竟，前任特别报告员曾提请委员会注意普遍

承认的“法院地国例外”，根据这一原则，一国不

能对一名官员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实施的行为主张豁

免。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和“有限制的”

豁免概念之争的问题；实际上，必须确定的是，应

在何种程度上限制豁免。

18. 他的第六个告诫涉及的是，特别报告员在报

告第 27 段中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即，“委员会成员

在就本专题发表意见时，并未充分区分两个依据 (职

能和代表 ) 适用于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情况”。

这一说法意味着，特别报告员认为，比起豁免权的“代

表性”理由，“职能性”理由在某些方面内在地有更

多局限性。但是，“职能”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个定义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限制性的解释。正如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7 段中指出的，国家官员的职

能豁免诚然“关系到维护国际社会的原则和价值观”，

但这是一个较笼统的问题，它未涉及该问题的一个

困难层面，即豁免的首要作用是否会随着打击有罪

不罚现象的努力方面的动态而改变。

19. 第七个告诫涉及的是，属事豁免的可能例外

问题。在报告第 68 段，特别报告员重点谈论了“与

违反强制性规范或实施国际犯罪有关的”情形并指

出，“与属人豁免的情况相比，对属事豁免引入例外

的可能性似乎得到更多的支持”。但也许强制性规

范应以不同于国际罪行的方式处理，而且，在涉及

豁免权的情况下，应区分不同类型的国际罪行。最后，

他希望回顾的是，加亚先生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提

出的说法——其大意是，豁免例外可能源于不同类别

的条约——得到了委员会成员的一些支持。

20. 他的第八个告诫涉及的是豁免权的程序层

面。特别报告员在她的报告中说，委员会迄今对程序

性问题的讨论少于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与她不同

的是，他回顾说，委员会在上一届会议上相当广泛

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也认为，在该领域，实质与

程序密切相关。例如，如果可能确定这样的程序规则，

它们可产生促使各国在某些案件中不援引豁免权之

效果，那么，承认某些例外之需要可能不会以相同

方式产生。他想，首先处理该议题的程序层面可能

实际上更加明智，藉此可增加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

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21. 最后，在报告第 48 段，特别报告员认为，

第六委员会中的辩论“就有关现行法或拟议法分析的

作用的发言分歧很大”。然而，他的印象是，第六委

员会的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示，希望看到委员会对现

行法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可能也认为，

委员会起草拟议法考量是可取的。然而，他的感觉是，

各国希望对于现行法和拟议法考量的区别有一个清

晰的描述。这也是他的个人首选，因为他倾向于不

同意特别报告员的以下说法：在报告第 77 段，特别

报告员指出：“不能只从这些角度中的某一个来探

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他确实同意，

该议题可以用并且应该用这两种方法处理，但他认

为，为提高透明度，这两种方法应尽可能单独地用

于分析目的。这并不妨碍委员会考虑特别报告员在

报告第 48 段提到的“新方法”和国际法的“演变”

层面，但委员会应有勇气确定，这些新趋势的性质

是现行法还是拟议法。否则，委员会就是在做意大

利法院在那些案件中所做的那样——这些案件促使国

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作出了裁决，纠正了

未对拟议法和现行法加以区分的情况。

22. 黄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

交了初步报告，该报告内容极其丰富、简洁、有逻辑、

很有条理，而且包含一项具有明确目标的五年期工

作计划。她建议的新方法无疑会为委员会关于国家

官员的豁免问题的辩论带来更大活力，有助于在该

议题上取得进展。

23. 委员会还编写了关于此议题的若干条款草

案，这些条款草案已成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232

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233 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

一些条款草案已被用于《联合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

管辖豁免公约》。234 然而，正是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尚无统一的规

范。第一项任务是，收集和汇编关于国家实践的资料，

委员会在这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委员会应

根据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8 号决议 (第 8 段 )

优先考虑该议题。

232 《1958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3859 号文件，

第三章，第 53 段，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233 《1961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4843 号文件，

第二章，第 37 段，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234 《199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8 段，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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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们必然会提出关于前任特别报告员科洛德

金先生——他为委员会做了很多贡献——所做的工作

和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所做的工作之间的联

系问题。科洛德金先生的三次报告载有对国家实践、

案例法和各种理论的研究，也有详细的分析。235 新特

别报告员应使其工作建立在科洛德金先生所做的工

作基础上而不是从零开始，因为那样就是浪费资源

并破坏了委员会的效能。

25. 这也是一个方法学问题：在该议题的背景下，

委员会的工作取向应是法律编纂而不是国际法的逐

渐发展。豁免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如果强调豁免规

则的演变，委员会就会引起不当争议；委员会就会难

以快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且，即使委员会取得了

一定结果，却难以保证得到普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

委员会的工作取向应是汇编国际层面的现有实践和

规则以及编写明确准则。委员会不应过于雄心勃勃。

26. 最后，国际条约不应用来作为不适用豁免规

则的借口。另外，委员会还应铭记的是，该议题局限

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并不涵盖外交或

领事人员的豁免。因此，应强调的是习惯国际法规则。

同样，国家可根据条约主张的豁免或例外不属于该

议题。

27. 村濑先生说，按照他的理解，在第六十三届

会议 (2011 年 )上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确定哪些国

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另一个是确定哪些

罪行应排除于豁免之外。在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第三章 236 中，这两个问题已向会员国提出以征求其意

见。他感到有些奇怪的是，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中

未提及应从关于该议题的条款草案中排除的罪行 (这

个问题不同于在报告中简要涉及的强行法问题 )。除

非委员会对于该议题所涵盖的罪行种类有明确想法，

否则就不可能进行有益的讨论。他的假设是，有关

犯罪是国际法下的最严重罪行，但如果特别报告员

就此作一下澄清，他将十分感激。

28. 关于哪些国家官员应享有豁免这一问题，他

赞同将其限制于三类人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

部长 ) 这一想法，但也认为，也许有限的政府成员

或许议会议员也可列入其中，以符合《国际刑事法

235 见上文脚注 228。
236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7–38段。

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第 1 款的规定，该条款规定，

“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或议会议员、

选任代表或政府官员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得免除个人所负的刑事责任。”。他不赞同三类人

应享有全面豁免的想法。委员会应与在此问题上所

做的以往工作保持一致并与它曾采取的相当“限制

性的”方针保持一致，至少对国际法下的罪行采取“限

制性的”方针。委员会 1996 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 7 条 (“官方地位和责任”)

规定：

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即便是以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其官方地位并不免除其刑事责任或

宽减其刑罚。237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采取了同样立场，《规约》

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

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可能赋予某人的官方身份的豁免或

特别程序规则，不妨碍本法院对该人行使管辖权。

他认为，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不论他或她是被

国际法庭还是被国家法院判定有罪，应该受到同等

对待；从这一视角来看，他认为，委员会应与《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保持一致。

29. 一个隐含的重要问题是对检察官酌处权的控

制。为防止滥用情况，必须提供足够保障措施。国际

和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检察官需要以透明的方式行

使其酌处权。他提及《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238 并

指出，在国家层面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制定检察官准

则可能是防止以任意或侵犯性的方式起诉外国国家

元首的最有效方法。可编写其他准则，以防止国际检

察官滥用检察官酌处权。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和委

员会考虑将这一问题列入委员会的该议题工作方案。

30. 像诺尔特先生一样，他也对特别报告员初步

报告第 72 段中的“价值体观系”的表达有些关切；

他希望并相信，这并不意味着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

世界其他地区。

31. 最后，他对报告第 77 段关于现行法和拟议

法的论点表达了关切。作为一个处理法律编纂和逐

237 《199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8 页。
238 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90 年 8 月

27 日 至 9 月 7 日， 哈 瓦 那， 秘 书 处 编 写 的 报 告 (A/
CONF.144/28/Rev.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1.IV.2)，
《检察官的作用准则》，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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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问题的机构，委员会没有处理拟议法的授权。

特别报告员似乎把“逐渐发展”等同于“拟议法”，

这是不正确的。虽然委员会的编纂工作基于习惯国

际法，逐渐发展是在国际法的新出现的规则基础上

进行的；这不同于制定新法律，而这是拟议法通常

所隐含的。委员会本身并不总是正确地使用拟议法

这一术语，在一定程度上，第六委员会在这方面被

带入歧途。因此，在使用与委员会任务授权相关的“逐

渐发展”这一表达方式时，应特别谨慎。

32. 吉滴猜萨里先生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该议题必须首先从现行法的角度来考察；如有必要，

再从拟议法的角度考察。许多国家都倡导这样一个

两步走的方法。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行法

是什么，纳入国际文书的一个规则何时以及如何成

为一项普遍适用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33. 关于特别报告员拟议工作计划中有待审议的

第一组问题，即方法学和概念性质的一般问题，他认

为，应保留属事豁免和属人豁免之间的区别，以缩小

前者的属事范围和后者的时间范围。个人豁免和职能

豁免可以共存，例如，如果一个有权享有个人豁免的

人履行官方职能，此人就享有公务豁免。此外，正如

诺尔特先生和村濑先生所指出的，委员会应谨慎平衡

当代国际法的价值观和原则体系。例如，人们可能会

问，是否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严重犯罪不能享有豁

免这一原则可以推翻民主原则，即在民主原则下，一

个民选政府，为了民族和解之目的，决定赦免这种罪

行的犯罪人，并主张其官员在外国法院获得豁免。

34.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豁免与国家责任和

个人的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公务豁免来自允许国

家官员履行公职这样一种必要性。科洛德金先生论

称，不能要求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国家官员对于他

或她在履行这些职责时对于国际法的任何违反负责，

因为这些行为可归因于国家，在国际层面只能追究

国家的责任。但是，法国等一些国家曾建议，有必

要确定，国家官员是否是以官方身份行事并考虑“官

方行为本身”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属于公务的行

为”；239 西班牙等另外一些国家则希望对“公务行为”

这一术语作限制性的解释。他自己认为，所有这一

切都取决于这种行为是否可根据国际法归因于行为

者所代表的国家。科洛德金先生称，国家官员对于

239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 (A/C.6/66/SR.20)，第 44 段。

以官方身份履行的非法行为和越权行为享有属事豁

免；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如果这种行为在

有关国家的法律下是非法的或属于越权行为，那么，

国家官员无权享有属事豁免。

35. 然而，只有在有关行为可归因于国家的情况

下，国家才能承担责任。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

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

国 )和关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 (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 )这两个案件

中，国际法院曾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在后一个案件

中，国际法院必须裁决的关键问题是，犯有种族灭

绝行为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对于确定这些行为是否

产生国家责任而言，是否在事实上是南斯拉夫联盟共

和国政府的代理人或机构。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

国家方面有任何种族灭绝的意图——无论是根据一个

协调一致的计划还是用以下理由：这些事件展示了

一贯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只能表明存在这种意图。

作为一个推论，国家官员所实施的非法行为——只有

在这些行为是国家所命令的、纵容的或容忍的情况

下，或者，如果这些行为可通过共同犯罪或指挥责

任的概念进行归因时——才能直接归因于国家。因此，

正如很多委员在上一届会议上所指出的，国家责任

和个人刑事责任可能会重叠，但各有各的单独存在。

36. 有人曾论称，在确定国家官员是否享有属人

豁免时，国家责任的归因可能是相关的。然而，这

一论点没有很好的理由，因为属人豁免来源于有关

人员的地位，而不是来源于造成此人个人刑事责任

的行为的官方性质。正如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 (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 案中所重

申的，属人豁免的理由是，有必要确保国家官员有

效履行在世界各地的代表职能。法院在该案中重申，

三类人 ( 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 以及

外交和领事人员，对于他们在任职期间的任何官方

行为，享有现行法属人豁免，甚至在他们离职之后。

一些国家赞成将属人豁免限制于这三类人，以不破坏

豁免与防止国际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的日益增长的

愿望之间的平衡；然而，另外一些国家认为，这种豁

免应扩展到其他国家官员，例如部长，对这些人而言，

国际旅行是其职能的固有特点。鉴于这些相互冲突

的立场，对属人豁免的任何扩展都必须明确证明其

理由。通过以下途径，可获得一种妥协：允许每个

国家对于对本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任何外国国家官员

在访问期间给予此种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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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因此，他是这样看待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人豁

免的：这种豁免给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这种豁免按照适用的习惯国际法或条约给予外交和

领事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国

家可将这种豁免给予对本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另一个

国家的代表。任何有权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人

在任职期间享有这种豁免——即使是在进行私人访问

或以私人身份行事。假如一个国家的法院拥有国际

法下的管辖权，该法院可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前官员

在就职前后实施的行为以及该官员在任职期间以私

人身份实施的行为对其进行审判。

38. 关于属人豁免的绝对或限制性质，尤其是，

国际罪行应该或不应该起作用，他回顾说，在委员

会和第六委员会有这样一种共识：国际法需将国际

关系的稳定与追究强制性规范所禁止罪行的犯罪人

的行为之必要性相平衡。然而，正如德国所主张，

违反作为实体法组成部分的强行法规范，这并不一

定会消除属于程序法领域的豁免。若干国家认为，

习惯国际法的当前状况是，对国际罪行 (灭绝种族罪、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的犯罪人 (包括三类人 )拒绝

给予豁免。相反，另一些国家认为，虽然在条约(例如，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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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可找到对

豁免的拒绝，但这并不是一般习惯国际法的内容。

这也是科洛德金先生的观点。

39. 最近，国家的管辖豁免案的判决可开启拒绝

给予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可能性。事实上，

一些法官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们论称，在豁免能会

阻止国际罪行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的特殊情况下，

或在没有任何其他救济方法的情况下，国内法院应

拒绝豁免，而不论有关行为是否是国家行为。虽然

该法院的判决涉及国家的管辖豁免而不是国家官员

的管辖豁免问题，但可以论证的是，国家官员的豁

免原则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因而，如果国家

被拒绝豁免，其官员亦不可享有豁免。

40. 他认为，作为一项一般原则，这种豁免不应

妨碍对国家官员的刑事起诉——前提是，这种起诉不

对国际关系的稳定构成威胁，不加剧或延长有关官

员国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为平衡豁免和打击国际

罪行有罪不罚现象之必要，委员会不妨考虑关于豁

免和基于国际法院判例法的免罚之间关系的一个条

款，并规定以下原则：对于根据习惯国际法或适用

的条约义务给予的豁免，在外国法院仍然可作出反

对，即使这些法院对有关案件有属人或属事管辖权；

豁免起到作为刑事诉讼的程序性障碍之作用，而免

罚免除某人在实体刑事法下的个人刑事责任；作为

一个一般原则，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一个人的官方

职能并不能免除此人的刑事责任或减轻适用处罚；

豁免不能排除对于在一个拥有刑事管辖权的国家中

享有豁免的人进行起诉，前提是，这种起诉与该国

的国际法义务并不矛盾。

41. 关于属事豁免，考虑到他迄今就此所言，他

认为，公务豁免有以下要素：该豁免给予履行公务

或以官方身份行事的所有国家官员；在当前背景下，

“官方行为”意味着可归因国家的任何行为，此行

为由代表国家的人实施；如果国家官员实施的可归

因于国家的行为根据该国法律属于非法或越权，他

们就不享有公务豁免。

42. 最后，关于科洛德金先生第三份报告 240 所谈

及的豁免权的程序问题，他注意到，与实质层面相比，

程序问题未引起同样多的争议，也未引起很多评论。

然而，程序问题与实质问题仍是相互关联的，因为

一些程序问题可能与据称由国家官员所犯罪行的严

重性有关。因此，适当的做法可能是，在开始审议

程序问题前，委员会侧重于就豁免实质问题达成一

致意见。

43. 特拉迪先生说，他认为，该议题是委员会议

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无疑是最敏感的议题。

他确信，委员会拟定的条款草案将会对国际法的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希望，这些条款草案对打击

有罪不罚现象会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减损迄今为

止在该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44. 科洛德金先生的第二份报告 241 提出了他关

于处理该议题的方法，他在该报告中列出了南非于

2009 年提请委员会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

委员会的未来工作十分关键。第一个——也是至关重

要的——问题是，根据习惯国际法，外交部长和其他

政府官员是否享有与国家元首相同的豁免。242 前任特

别报告员是从以下假设开始论证的：三类人——甚至

240 《2011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46 号文件。

241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31 号文件，第 9 段。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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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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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类人以外的官员——享有属人豁免，而且，这种

豁免没有例外。但是，委员会关于前几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表明，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

在对受益于属人豁免的官员类别没有共同理解的情

况下着手处理该问题的其他方面(例如，例外和免除)

为时过早。此点疑虑甚多；因而有必要对这方面的国

家实践作彻底的分析。委员们记得，在 1991 年，在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的条款草案 243中，

委员会不愿将外交部长的豁免问题视为与国家元首

的豁免同等。同样，在关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国际法中的管辖和执行豁免问题的决议中，国际法

学会不愿将属人豁免扩展到外交部长。244他并不是说，

并非这三类中的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属人豁免。然而，

谨记这一假设，进行认真的研究是必要的。

45. 但是，新任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3 段似乎

也在论证，这三类人享有属人豁免，唯一问题是这

三类人以外的其他官员是否也享有这种豁免。的确，

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宣布，

外交部长，可能也包括其他官员，享有与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同样的豁免。但是，应当忆及的是，几

位法官与这一观点划清了界限，他们指出，根据习

惯国际法，这一问题远非明确；没有任何先例——法

律确信或法律文书——支持这一主张。245

46. 尽管这些分歧意见所表明的实际怀疑，法院

的结论仍是，外交部长的豁免与国家元首相同。因此，

对于谁享有豁免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但是，法院并未提出任何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委

员会在审议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问题时，必然

会触及这一问题——而是完全依据“外交部长所行使

职能的性质”。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由于政策原

因而主张国家元首豁免可扩展至外交部长并不足以

确立此种豁免在法律中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通过

使用职能性理由，法院模糊了属人豁免的存在理由。

国家元首并不仅凭其职能而享有绝对豁免；传统上，

他们享有豁免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国家化身。国家的

主权豁免因此也寄于国家元首之身。相反，外交部

长并不以任何方式作为国家的化身。因此，以类推

方法将附属于国家元首的豁免扩展到外交部长是不

243 见上文脚注 234。
244 国际法学会，Yearbook, vol. 69 (2000–2001), Session of 

Vancouver (2001)，第 743 页。可从学会的网站 (http://justiti-
aetpace.org)获取。

245 希金斯法官、科艾曼斯法官和比尔根塔尔法官的联合个

别意见，第 80 段。

正确的。也就是说，虽然外交部长可能享有类似豁免，

但这些豁免不能从国家元首类推进行扩展。

47. 任何对此种豁免的主张，必须证明其在习惯

国际法中存在。在没有这种证据的情况下，很难断定，

外交部长和国家元首享有同样豁免。这方面的国家

实践并不充足，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

法官希金斯、科艾曼斯、比尔根塔尔在其联合个别

意见中得出结论认为，在文献中，外交部长和其他

高级官员的豁免通常被视为仅仅是职能性的，委员

会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的条款草案

中采用了这种观点，国际法学会在关于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在国际法中的管辖和执行豁免问题的决议

中也采用了这种观点。

48. 现有法律中没有习惯规则将国家元首享有的

豁免扩展至外交部长，但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鉴于国际法院在上述判决中所描述的外交

部长的职能性质，委员会是否应将其作为一个发展

领域的问题提出。的确，外交部长作为其政府外交

活动的首长，在国际论坛中代表本国政府，拥有职

能所赋全权，而且，须经常旅行以履行职能。然而，

这种政策考量必须置于出现了一个负载着新价值观

的国际法这一背景之中；在承认主权原则和豁免等相

关概念的同时，这种国际法力图超越并转向法律人

文主义和对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这种负载着新价值

观的国际法中，强行法和普遍义务等概念的作用是，

调整主权包括过度强调豁免可产生的有罪不罚现象

的严酷后果——即诺尔特先生所述称的“趋势论点”。

这种新方法的出现，一个重要的隐含意义是，积极打

击有罪不罚现象，促进伸张正义和问责，特别是与

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罪行相关的伸张正义和问责。

49. 事实上，强行法论点可说是把双刃剑：我们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鉴于豁免对于基于国家间 /

双边关系的传统国际法的中心地位，豁免是否不是强

行法的组成部分。他怀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

那样一来，肯定会与 Alfred von Verdross 在 1930 年

代提出的“违禁条约”246 这一理念背道而驰。作为离

题之言，他要补充说，如果我们认为豁免是强行法

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应弃置豁免本身是对主

权的限制这一想法——正如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

号案中的著名判决所重申的。

246 A. von Verdross，“国际法中禁止的条约：对加纳教授

关于‘条约法’的报告的评论”，《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31 卷，第 4 号 (1937 年 10 月 )，第 571–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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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如果撇开豁免也可作为强行法组成部分之理

念——这种想法他并不赞成——就很难反驳这样的说

法：迄今为止尚未提出多少实践或法律确信说明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外的其他官员享有绝对豁免。

因此，正如杜加尔德先生所指出的，无论委员会选

择走何种政策方向，事实上都会涉及某些逐渐发展。

他不赞同诺尔特先生对现行法和拟议法作深层区分

的愿望。虽然价值观并不必然转化为规则，但在拟

订规则时，必须加以考虑。

51. 特别报告员重申了国际法院最近在国家的管

辖豁免案中作出的判决，她还在报告中有益地提及

了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十分重要，根据《国

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其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

补助资料”。所涉案件与所审议的议题并不直接相关，

因为该案涉及的是国家的豁免而不是国家官员的豁

免。但该案仍值得考虑，而且，他希望提请注意以

下几点，这几点他希望特别报告员会引为该案重点

加以强调。

52. 首先，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多数判决和若干

个人意见接受了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行为之间的区

别。如果国家豁免——国家官员豁免派生于国家豁

免——应允许这种区别所隐含的限制，那么，不同样

限制国家官员的从属豁免就是自相矛盾的。在这方

面，优素福法官的反对意见，特别是该意见的第 21
至 23 段富有启发性。第二，如果允许限制商业利益

豁免，而同时在应对严重国际罪行时对于主权却寻

求一种绝对观，现代国际法就难以想象。第三，应

当指出的是，加亚法官 ( 委员会前成员和该案的一

位特设法官 )就国家豁免的“侵权例外”进行了一项

国家实践调查。虽然这种实践适用于国家豁免，但委

员会在拟订关于当前议题的法律时可从中得到启发，

尤其是在没有确立的国家实践的情况下。委员会也可

在法院对强行法与豁免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处理中得

到启发；然而，委员会不应忽视坎卡多·特林达德法

官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的反对意见，希金斯法官、

科艾曼斯法官和比尔根塔尔法官的联合个别意见，以

及小和田法官、哈苏奈法官和范登韦恩加尔特法官

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的反对意见。最后，

他希望提请注意以下常见误解：上述案件中的判决意

味着，属人豁免可永久涵盖享有人所做的任何事情。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判决第 61 段推断得出，官员，

包括国家元首，一旦离职，可因其在任职期间所实

施的非官方行为受到起诉。他希望，这一重要限制

能够在今后的报告和条款草案中得到反映。

53. 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感谢特别

报告员就一个特别重要和复杂的议题所写的初步报

告，报告提出了敏感问题和实际困难。特别报告员

建议处理的四个主要实质性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和

敏感性。必须给委员会必要的时间，以审议这些实

质性问题以及委员们在此次会议期间所提出的意见。

十分重要的是，在其工作中，特别报告员应认真区

分国家的国际责任和个人的国际责任，这一区分就

本议题而言十分关键。她的办法——即随着每个问题

的审议工作逐步提出条款草案——看来是正确的，而

且，实际上，拟订关于该议题的工作最后结果所应

采用的形式的任何建议为时过早。

54. 彼得先生说，首先，他想对参加国际法讲习

班的与会者表示欢迎。关于委员会审议的这一议题，

他赞扬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未辜负委员会

提出的挑战，在很短的时间内编写了一份过渡性报

告，报告脚注数量表明，她对该议题提出的问题作

了详细分析。既然该报告是一份初步报告，他不想

详细讨论报告提出的问题，而仅讨论关于最后一章

( 工作计划 ) 的若干意见。在第四章中，特别报告员

回顾说，该议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已有六年，前

任特别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已提交了三份报告。247 看

来，特别报告员无意忽视这些报告，这是个好消息，

但更多地了解一下特别报告员打算向前推进的方法

是令人感兴趣的，既然国际法中已解决了的问题已

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因此，特别报告员不应回到起点，

而是应侧重于当前问题，以便在所分配的时间完成

工作并确保无负国际社会的期望。

55. 此外，了解一下特别报告员打算怎样处理属

事豁免 ( 报告第 72 段宣布的工作计划的第 3.3 项 )

和属人豁免 ( 第 2.3 项 ) 的绝对或相对性质这一问题

也是令人感兴趣的。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是，豁

免的一般规则的例外已经存在，而且，正如诺尔特

先生所指出的，绝对豁免问题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已确立的原则和新原则 (例如，

普遍管辖权、甚至保护的责任 ) 的重要性日益得到

承认，不应被低估。这些原则使我们能够对国家官员

的豁免问题找到至少部分答案。在委员会探讨谁可

247 见上文脚注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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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有豁免这一问题之时，某些非洲国家的在任总

统和首相被剥夺了豁免权，而且像普通法律下的任

何其他罪犯一样在世界各地被通缉。他们受到了国

家法院发出的逮捕令的通缉，而不仅仅是出庭传票。

他还希望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非洲联盟－欧洲联盟

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特设技术专家组的 2009 年报

告，248 在特别报告员考虑如何在全世界以最公平和最

不歧视的方式适用该原则时，应考虑该报告。从更一

般的意义上而言，了解一下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多大

程度上考虑上述豁免原则的例外，这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国际社会的相关性和有益性

取决于此。

56.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从该议题的前

任特别报告员那里接手时作了十分顺利的过渡，但

了解一下，在一般情况下，哪些规则负责处理议题

的移交和议题的分配方式问题，以及一旦一个议题

正式列入了议程，是否就要求委员会完成关于该议

题的工作或者它是否可以自行决定放弃该议题，这

是令人感兴趣的事。

下午 12 时 55 分散会。

第 3144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

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

托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

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

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

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

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

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

尔·伍德爵士。

248 欧洲联盟理事会，文件 8672/1/09 Rev.1，附件，2009 年

4 月 16 日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50 和 Add.1，A 节，A/CN.4/654)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新任命的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A/
CN.4/654)。

2. 朴先生指出，各国在豁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继续构成委员会拟订 249 并由大会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38 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公约》生效的一个障碍。与委员会的期望相反，截

至 2012 年 7 月，只有 13 个会员国批准了该《公约》，

而其生效需要 30 个会员国批准。250 鉴于在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上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意

见分歧，委员会在规划未来工作方向时应该特别注

意。委员会应该首先重点关注现行法，对国家实践

特别是国家判例法进行研究。如果普遍认为有必要，

也可将拟议法纳入考虑。在拟议法的范围内，有可

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家官员的豁免不涵盖国际罪行

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

3. 在决定豁免的范围时，第一步是确定享有属

人豁免的人员。向三人组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

交部长 ) 之外的高级别官员授予属人豁免可能会造

成严重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部委和行政结构，

一国某名官员的职能与另一国相对应官员的职能未

必相一致。法院地国 ( 意指可能行使刑事管辖权的

国家 ) 的法院很难决定某一位具体官员是否享有属

人豁免。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占据优先地位

的是法院地国得出的结论还是官员国籍国的结论，

以及法院地国是否必须接受官员国籍国得出的结论。

向三人组以外的官员授予属人豁免也有可能与当前

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利益而限制豁免的努力冲突。

4. 至于属事豁免，委员会必须通过分析国内和

国际判例法来研究国家官员豁免的可能例外情况。

国际法院最近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 (德国诉意大利：

希腊参加诉讼 ) 中的判决以及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

249 《199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8 段，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250 《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 该出版物的纸质版本止于

2011 年 8 月，而在线版本每天更新，可从 https://treaties.
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 获取 )，第 III.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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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逮捕令案 (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 中的判决

是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刑事法院的判例法不相关，

但国内判例法很重要，因为它将有助于查明现行普

通国际法下存在的任何可能的刑事豁免权例外情况。

如果委员会认为国家实践不统一和一致，就必须决

定未来应在多大程度上将拟议法纳入考虑。

5. 提及报告第 57 段，朴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似

乎认为豁免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原则、价值

观和利益。但他不确定这是否正确。在实在国际法中，

豁免的概念以国家主权平等和领土主权的原则为基

础。豁免的目的是让各国能够正常运作并确保国际

关系的稳定。不过，可以从拟议法的角度来考虑国

际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

6. 在 2008 年关于前任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的辩

论中，251 委员会决定在英文本中采用“官员”一词 (法

文本中采用“représentant”)。252 然而，正如特别报

告员指出的，委员会或许可以考虑使用一个能够更

加明确地反映属事豁免依据的词语。可选方案包括：

国际法学会在其 2009 年“关于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事

的个人在国际罪行中的管辖豁免的决议”中采用的

“人员”一词；2532001 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的文章中出现的“国家机关”；254 以及特别报

告员提议的“国家官员”。

7. 他认为，“国家官员”一词对所审议专题而

言是妥当的。在他刚刚提及的 2012 年国家的管辖豁

免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便使用了这个词语。在术

语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术语的措辞而是其定义。因此，

重要的是明确委员会使用的“国家官员”所指为何，

以及会将哪些人包括在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各

类国家官员之内。定义“国家官员”的一个目的是

在作为豁免依据的各项原则之间取得平衡，即职能

性的主权平等原则和代表性的领土主权原则。

251 《2008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01 号文件。

252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06 段；另见第 288 段。
253 国际法学会，Yearbook, vol. 73, Session of Naples (2009)，

第 226 页。可从学会的网站 (http://justitiaetpace.org)获取。
254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条款

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76–77 段。

8.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

员提议的做法，即逐步但明确地界定需要处理的主

要主题。

9. 与规范外交和领事官员豁免以及特别使团官

员豁免的法律制度相关的一切事项都应该被视为不

属于当前审议的专题范围：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

1969 年《特别使团公约》分别对这些事项作了规定。

但这些条约规定了豁免体制的本质并体现了习惯国

际法的诸多方面。

10. 这一点具有相关性，因为一些人持有的立场

是，豁免是绝对的，不承认豁免有任何例外情况，且

认为豁免与作为豁免受益者的国家的人格化相挂钩。

但国家的代表和国家的人格化大不相同，因为主权

曾经属于统治者——而在当今世界，主权已经从统治

者转移到国家身上。

11. 他刚刚援引的各项条约在认可豁免是维护各

国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 ( 并因此维护

了国际关系的稳定 ) 和承认有必要确保犯罪者 ( 无

论是国家本身、某一官员或是两者皆有 ) 为他们的

行为承担责任之间取得了一个合理的平衡。在当前

委员会审议该专题的过渡阶段，相应地也应将豁免

的目的铭记在心。

12. 从现代视角来看，管辖豁免基于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豁免主要是职能性的，因为它使得

各国能够完全作为主权国家运转。各国关于官员豁

免的国内法与当前的分析并不相关。真正重要的是

那些能够确保各国间关系的职能性并从而确保稳定

性的那些方面。

13. 第二个假设是，管辖豁免不是绝对的，在涉

及涉嫌构成犯罪的行为时，国家可以对享有豁免的

人行使管辖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制度不可限于

根据现行法实施，而必须允许将其在一定程度上纳

入范围更广的拟议法。

14. 毫无疑问，单纯的理论趋势算不上法治。但

过去 15 年里在国际和区域立法以及判例法方面的一

些发展已经超越了趋势的范畴，有可能改变对先前

盛行的对豁免的解释。豁免的职能性也因此成为与

正在被纳入国际法的国际社会其他原则和价值观不

相互冲突的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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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的基础，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步报告第 58
段中正确指出的那样。

15. 关于属人豁免，委员会必须采取措施明确除

三人组成员外其他能够享有豁免权的实体。在当今世

界，会要求贸易部长履行曾经属于外交部长的职能。

相应的，与其编制一份无法经受时间考验的详尽名

单，倒不如明确一些具体的相关标准。

16. 最重要的问题是，属人豁免就其本质而言是

绝对的还是有限制的。其次，在属事豁免方面，研究

一下应当如何理解“国家官员”的含义将是有帮助的。

他认为，相关标准是，一项行为能否归咎于官员的

国籍国，或责任能否由官员的国籍国承担。

17. 最后，他援引报告关于豁免程序问题的第

69 段说，需要查明豁免权必须得到遵守、可以有效

援引或可以放弃的实际案件。如果豁免的目的是确

保国家间关系的正常运转，那么一国当局对身处该

国的一名外国官员实施了侵犯其个人的不可侵犯性

的行为时，恰恰就是豁免的范围或程序问题应得到

明确界定的最重要时刻。当然，一旦有任何迹象表明，

与司法诉讼准备阶段有关的措施正在启动，官员的

国籍国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其豁免得到充分

尊重。

18. 墨菲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即

以逐步的方式来起草和提交条款草案，旨在本五年

期内完成对条款草案的一读。他认为，最佳方法是

起草少量处理核心议题的条款草案，而不是起草大

量条款来对专题的所有方面制定具体规则。

19. 他也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一开始便决

定应该从现行法还是拟议法的角度来处理该专题是

无益的。和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一样，专题无疑两种成

分都会包括。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评估，即一开始应

考虑现行法，以找出是否存在任何既定的国家实践，

接下来再决定是否应当转向新方向。

20. 重要的是维持专题当前的范围。正如特别报

告员指出的，专题处理的不是关于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官员的国籍国管辖豁免或官员的外国民事管辖

豁免的问题。

21. 尽管专题必须考虑到条约关系中存在的豁免

权，但它关切的是明确习惯国际法而不是条约法的相

关规则。这些习惯规则没有阻止各国在国内法中授

予超出国际法要求的豁免。委员会的任务不是审议

国际法是否要求一国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刑事管辖权；

而是重点关注如果一国选择行使刑事管辖权，是否

仍然必须豁免相关官员。

22. 特别报告员应该在其工作方法中保留属人豁

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从报告第 54 至 58 段中可以看

出她打算这种做。墨菲先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论断，

即两种豁免有着相同的一般目的——使代表职能或其

他政府职能继续运转，并使国际关系保持稳定。他

认为，这些豁免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

更加宽泛的概念，即一国通过国家豁免和官员豁免，

通常享有其他国家的国家管辖豁免，除非可以适用

特定的例外情况。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豁免等同于官

员豁免，但他认为它们都基于一种前提假设，即作

为习惯国际法的一个问题，一国在国内法院对另一

国作出判决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不仅涉及个人也涉

及另一个国家。正如国际法院 2008 年在刑事事项互

助的若干问题案 ( 吉布提诉法国 ) 的判决中所主张

的那样，要求豁免政府官员本质上就是要求国家豁

免，该官员因其国家而得到豁免。事实上，正因如此，

一国可以放弃官员的豁免：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国家，

而不是官员。

23. 关于属人豁免，习惯国际法似乎向在任期内

的三人组所有成员都授予了这种豁免，而不是只有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豁免的主要好处是让人

数有限的主要国家官员自由从事国家间关系的活动。

这样一来便更有理由让在任外交部长享有这种豁免

权，因为他们的工作重点便是促进国家间的关系，

而且他们要比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加频繁地前往

外国管辖区。

24. 属人豁免涵盖三人组全部三名成员也与国际

法院 2002 年对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 ( 刚果

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 的判决中的论述一致，在判

决中，国际法院将这三个职位的持有者划分为一组，

认为他们在任期内享有完全的民事和刑事豁免。尽管

没有使用“属人豁免”的说法，但法院似乎指的就

是这种豁免，因为它强调的是外交部长的在职身份，

而不是案件中外交部长存在问题的某一具体行为，

并指出在外交部长离任后情况就不同了。将三人组所

有成员纳入豁免范围，也与国际法院 2006 年关于刚

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 ( 新申诉：2002 年 )( 刚果民主

共和国诉卢旺达 )的判决一致。在国家法院的诉讼中，

类似的推理似乎也非常普遍。



104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25. 谈到关于习惯国际法下的属人豁免是否适用

于其他在任国家官员的问题，他说，当前的国家实践

和国内判例法似乎仅指向三人组。此外，属人豁免是

一种非常强大的豁免权，涵盖了官方和私人行为——

因此在扩大受益者范围时需要谨慎，并小心不要因

此造成豁免规则恰恰希望避免的国家间摩擦。最后，

假设嫌犯必须身处外国管辖领土内，三人组以外的

官员的豁免或许可以通过特别使团豁免等其他方式

解决。

26. 但是，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

令案判决的第 51 段中提到“高级别官员……，例如”

三人组，这暗示所涵盖范围可能更大。如果属人豁

免的主要价值是允许某些在职官员在国际舞台上自

由发挥代表职能，并且如果这种职能常常由外交部

长以外的其他部长完成，那么或许属人豁免可以被

视为涵盖人数有限的其他一些高级别官员。问题是

如何确定这些官员的范围。虽然可以通过具体的职

位名称来确定，例如国防部长、贸易部长或商务部

长，但考虑到世界各国部委名称和职能的差异，这

种方法可能存在问题。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

案判决的第 53 段中，国际法院将外交部长描述为国

际谈判和政府间会议中的国家代表，并解释称，“为

了确保有效履行”这一职能，有必要准予其豁免权。

可以将判决第 51 和第 53 段中的论述结合起来，这

样一来属人豁免便可以适用于三人组，并在这种豁

免为确保官员代表各自国家有效履行职能是必要条

件的情况下适用于“高级别官员”。

27.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2 段正确地指出，属

人豁免涵盖受益者的一切行为，无论其以官方身份

还是个人身份行事。这一断言背后的推理可见国际

法院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判决的第 55 段。

重要的问题是，在受益者的国籍国没有放弃豁免权

的情况下或在条约制度下，属人豁免是否存在例外

情况，包括当存在严重国际罪行指控时。国际法院

在其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判决的第 56 至 58
段探讨了这个问题，在仔细审议了国家实践之后，

发现习惯国际法中不存在这种例外情况。

28.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希金斯法官、

科艾曼斯法官和比尔根塔尔法官的联合个别意见得

到了很多关注。但是他们并没有不同意国际法院在豁

免问题上的结论，包括向在任外交部长授予豁免权

的规则不存在例外情况的结论。事实上，国际法院

关于在任外交部长即便面临犯下严重国际罪行的指

控仍享有豁免权的判决为大多数法官接受。在三名

投票反对豁免结论的法官中，小和田法官主要是出

于案件可受理性的缘故，而且他只是说关于豁免的

习惯国际法不明确。公平地说，只有哈苏奈法官和

范登韦恩加尔特临时法官明确反对国际法院认为豁

免规则不存在有关严重国际罪行的例外情况的结论。

29. 至于属事豁免，习惯国际法似乎对在任和离

任的国家官员以官方身份所从事的行为都授予这一

豁免。但是，这一豁免不涵盖不是以官方身份从事

的行为，包括此人在就任公职之前的行为。他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有必要仔细分析国家责任规

则和官员豁免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决定一名官员是

否在以官方身份行事。国际法院在一国对豁免权的

要求和该国对行为的责任之间建立了联系，它在刑

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的判决中指出，如一国通

知外国法院称，针对其国家机关的司法诉讼为豁免

的缘故而不应继续下去，这个国家便对其机关的任

何国际非法行为承担了责任。

30. 询问可否将据称的犯罪行为作为国家责任归

咎于官员的国籍国，似乎是合理的。如果答案是否

定的，那么官员的行为便不能被视为“官方行为”，

也就不存在属事豁免。在审议这一点时，特别报告员

或许应该探索一下在外交、领事和其他豁免情况下

处理官员行为的方式，与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中的方

式进行比较，从而确保在不同豁免领域中的一致性。

31. 如果行为可以归咎于国家，墨菲先生便想请

特别报告员在今后的工作中考虑至少三种可能性。

第一，行为本身是“官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

官员都有权享有属事豁免。第二，行为本身是“官

方行为”，但存在一些剥夺属事豁免的例外情况，

例如，当行为属于严重国际罪行时。第三，行为可

以归于国家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表明它是可以适用属

事豁免的“官方行为”；这时便需要依据不同的标准，

很可能是来自国际豁免法另一领域的标准。

32. 关于严重国际罪行是否应在习惯国际法下被

视为就其自身性质而言不能以“官方身份”从事的

行为的问题，他指出，希金斯法官、科艾曼斯法官

和比尔根塔尔法官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

的联合个别意见里辨别出了这种趋势。但是，他们

对于如何描述这种趋势很谨慎，只是说，“越来越

多的论断”认为严重国际罪行不应被视为官方行为，

而且这种看法刚刚开始在国家实践中逐渐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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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或其

他任何判决中都没有探讨这个问题，他鼓励特别报

告员这么做，尽管他觉得以定义来规定严重国际罪

行不构成“官方”行为有点奇怪。包括国际刑事法

院在内的各国际刑事法庭似乎认定严重国际罪行是

或至少是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为。事实上，《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的目的便是剥夺以

官方身份行事的某人享有的豁免。此外，涉嫌种族灭

绝或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官员不是在从事官方行为的

观点，似乎淡化了国家的作用，好像这些官员是变节

的行为方，突然决定以个人身份从事一些恶劣行为。

因此，如果打算将这方面的豁免例外情况编入法律，

或许更好的做法是将犯下严重国际罪行描述为“潜

在的官方”行为，但剥夺这类罪行的实施者的豁免权。

33. 另一个问题是，习惯国际法是否视那些据称

犯下了严重罪行 ( 即便是官方行为 ) 的人无权在国

家刑事法院享有属事豁免。国际法院在其 2012 年对

国家的管辖豁免案的判决中，裁定习惯国际法不认

为一国享有的豁免权与其被指控行为的严重性或是

该国据称所违反规则的强制性质有关。尽管法院在

判决第 91 段中强调说它评价的仅仅是国家豁免，而

不是官员豁免，但其基本推理与委员会这个专题的

工作在多个方面相关。

34. 第一，国际法院认为，基于严重国际罪行的

指控而剥夺国家豁免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这么做会导

致诉讼当事人纯粹为了使这种豁免失效而巧妙编写

指控。本质上，国际法院的意思是，如果一旦据称犯

有恶行便允许诉讼继续，豁免制度便失去了其主要意

义，因为它无法继续保护国家不在国内法庭受审。同

样的推理或许也适用于国家官员豁免。一旦对豁免加

以限制便会出现“巧妙的诉状”的问题：有技巧的律

师总是能够让指控与任何可适用的例外情况相符合。

解决办法未必是否认豁免存在任何例外情况，而是要

求检察官初步表示官员无权享有豁免，由此让法院筛

除没有依据的指控。

35. 第二，提到强行法时，国际法院得出结论称，

违反强行法的指控并不更改关于一国的国家管辖豁

免的现有规则，而且强行法的规则和豁免规则处理的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并不冲突。强行法规则或许可

以确定某一行为严重违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程

序上来说可以在国家法院对这一违法行为提起诉讼。

这种推理似乎也和官员的豁免相关，并且如果如此，

还能够反驳下列关于强行法的论述，包括：皮诺切特

案 (第 3 号 )中米勒勋爵的论述；洛扎诺诉意大利案

中意大利最高上诉法庭的论述；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

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 [ 大审判庭 ]案中持不同意见法

官的论述。此外，如果强行法规则应该取代属事豁免，

那么，逻辑上来说，它也应该取代属人豁免——但似

乎没有多少人持这种观点。

36. 第三，国际法院同意，在必要时刻为了确保

问责而剥夺国家豁免是妥当的。它没有发现任何证

据表明，国家豁免权取决于是否有国家法院之外的

场所来寻求补救。同样，不应仅仅因为或许难以在

另一个法院进行起诉而剥夺国家官员在国家法院享

有的豁免权。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附

上了联合个别意见的三名法官也持这种立场，证据

见该意见的第 79 段。当然，即便在涉及严重罪行指

控时仍认可属事豁免，也未必会导致有罪不罚。官

员可以在本国接受起诉；国家也可以临时放弃豁免

或通过条约制度放弃豁免；豁免也可能不适用于向

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的起诉。

37. 最后，国际法院的基本方法是对国家法院的

实践展开调查，且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可以基于罪行严

重性对国家豁免加以限制的提议。换言之，国际法院

先假定存在国家豁免，然后在国家实践中寻找例外。

委员会在属事豁免的问题上也应采取同样的做法。

相应地，特别报告员应当重新仔细研究国家法院有

关属事豁免的实践，同时考虑到科洛德金先生和秘

书处开展的研究及后续进展。例如，在前官员因严

重国际罪行受到外国法院起诉的一些案件中，并没

有援引豁免提出抗辩，或是官员国籍国放弃了豁免，

致使这些案件作为支持制定一种剥夺属事豁免的规

则的论据不够有力。

38. 如果无法确定国家实践，或许有一些迹象表

明存在一种依据拟议法制定新规则的趋势，根据这

种规则，当一名官员被指控犯有严重国际罪行时，

便被剥夺属事豁免。这便成为一个法律政策的问题，

必须权衡国家间友好关系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和希望

避免对恶劣罪行有罪不罚的意愿。为了协调两者，无

论制定何种新规则，它在某些方面都可能受到限制。

它可能只允许罪行的实施地国或国民受到罪行伤害

的国家剥夺豁免权，或只允许一国在犯罪者本人在

场或诉讼得到司法部或等同的国家官员批准时剥夺

豁免权。但是，关于国家的管辖豁免案提出的一些

看法却似乎在阻碍承认新规则的存在：例如，有必

要消除国家与官员豁免之间的差异，即一个国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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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严重国际罪行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但国家官

员则可能因为同样的罪行而遭到刑事起诉。

39.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豁免的程序问

题应该成为该专题工作的内容之一，而且科洛德金

先生第三次报告 255中涵盖的许多方面并无争议。最终，

制定一套单一的程序制度应该是可行的，尽管实质

性问题的最终处理方法应有所区别。虽然他理解特

别报告员倾向于先处理实质性问题，稍后再处理程

序问题，但他考虑的是，程序问题的一些方面 (例如

授予检察官的酌情处理权程度 )如果能够在较早的阶

段得到解决，或许能有助于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

40. 特拉迪先生说，墨菲先生的发言很有意思，

但其中有两点需要澄清。首先，如果他正确理解了

墨菲先生的意思的话，似乎根据习惯国际法，三人

组享有属人豁免。墨菲先生的论点似乎部分基于一

种观点，即有必要假定存在属人豁免，然后证明这

类豁免存在例外。尽管他不难接受这个特定的论断，

他还是希望强调，这未必来自关于豁免的一般假设，

即三人组的所有成员都拥有属人豁免。

41. 其次，墨菲先生正确地回顾了只有哈苏奈法

官和范登韦恩加尔特法官找到了习惯国际法下的豁

免例外情况。尽管希金斯法官、科艾曼斯法官和比

尔根塔尔法官在他们的联合个别意见中未能找到任

何类似的例外情况，但重要的是记住他们的出发点

不是属人豁免而是属事豁免。事实上，他们参与了

关于犯下严重国际罪行是否等同于官方行为的讨论，

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外交部长有权享有属事豁免。

42. 卡姆托先生说，虽然他赞同特拉迪先生的评

论，但他希望指出，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的

判决没有明确界定豁免的时间范畴，换言之，国家

官员的豁免是仅在官员的任期内产生效果还是在离

任之后继续有效。很难说判决中提到的“完全豁免”

指的是属事豁免还是属时豁免。

43. 墨菲先生提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二十七条。这一条明确指出，官方身份不能使人

免于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十七条第 (二 )款规定：

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可能赋予某人官方身份的豁免或特别程

序规则，不妨碍本法院对该人行使管辖权。

255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46
号文件。

因此，如果国家首脑或外交部长犯下罪行，作为国

家官员的豁免权就不再有效。

44. 彼得里奇先生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意特

拉迪先生关于三人组的观点。他不同意墨菲先生的

言论，但不应该忘记属人豁免并不是与职能挂钩，

而是与作为国家主权化身的官员的身份挂钩。因此，

委员会应给予属人豁免非常窄的定义。

45. 萨博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精心编写的初步

报告是进一步讨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这

个复杂专题的良好出发点。报告使委员会能够吸收

利用得到它基本支持的前任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多

个方面，同时开拓新方法，超越他那种绝对根据现

行法的方法。报告的技术层面得到了广泛好评，但

前任报告员的提要和结论尚未得到讨论或赞同，因

此现任特别报告员绝对不受它们的约束。

46. 有一种共识是，区别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是

有用的，两种豁免有着同样的目的，即维护整个国

际社会的原则、价值观和利益。但还有一些法律问

题有待辩论。他同意，鉴于两种豁免之间的区别，

为它们分别制定独立的法律制度有助于避免造成困

惑或灰色地带。他还支持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两

种豁免本质上都以职能为依据，因此委员会应该重

点关注职能性这一关键因素。

47. 关于将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和趋势纳入国际法

考量范围，他不同意一些委员对此所持的批评态度。

法律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其目的是维护和促进

对社会重要的价值观，包括正义的价值观。“条约

必须遵守”这一原则就是来源于道德价值观的一个

规范实例。趋势也不应当被忽视，特别是因为豁免

权的例外情况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委员会在起草《危

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时，256 就用了第七条

整整一条来规定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官员对犯下该

法律文书中列出的罪行应该承担的个人刑事责任。

与此类似，委员会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纽伦堡法

庭判决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 (“纽伦堡原则”)时，257

也纳入了关于国家元首对所犯严重国际罪行承担责

任的原则 (原则三 )。

256 《199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0 段。
25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会议，补编第 12 号》(A/1316)，

第 95–127 段。纽伦堡原则转载于《1985 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 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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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下列进展不应该被忽视：建立了多个国际刑

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对澄清普遍管辖权的性质

和内容的兴趣日益浓厚；以及国家普遍责任和个人

刑事责任的共存和互补性质日益得到认可。在海牙

国际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中，后来成为国际法院法官的

坎卡多·特林达德教授提出，严重国际罪行通常都

是在国家机器的命令下计划和实施的，个人和国家

方面的意图和罪过因素使得双方都负有刑事责任。258

和汉斯·凯尔森以及埃利胡·劳特帕赫特爵士一样，

他认为，责任制度的分割是伸张正义的一个障碍。

49. 在关于当前专题的辩论中，许多人提到了国

际法院对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和国家的管辖

豁免案的判决。两项判决中的个别意见或反对意见

都包含了重要的法律确信成分，指出了国际法中应

该纳入考虑的新趋势。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在其

关于国家的管辖豁免案的反对意见中提到了另一个

重要案件，即阿德萨尼诉联合王国案 [ 大审判庭 ]。

尽管欧洲人权法院肯定了授予科威特的豁免权，但

投票结果非常接近，而且八名法官在他们的联合反

对意见中总结称：

当强行法规则与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发生冲突时，以前

者为准，其结果是与之相冲突的规则失去法律效力，或者说

与强行法规则相冲突的任何规则都不会产生与强制性规则的

内容相抵触的效力。259

50. 尽管联合国的法律和实践中大多数快速兴起

的趋势和发展都有政治基础，它们也不会不对国际法

造成影响。例如，保护的责任的观念及安理会对这一

责任的履行造就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

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多项决定，260授权使用武力、

设置禁飞区和对国家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强制实

行冻结账户和禁止海外出行等制裁。这些行动是联合

国感觉到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处理大规模有组织的，

不仅威胁了国际安全而且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国际罪

行的侵犯人权行为时的应对举措。这些行动也说明

安理会的权限扩张过度，与大会通过国际法律文书

的缓慢步伐形成对比。除非国际法的范畴得到扩充，

258 见 A. A. Cançado Trindade, “International law for human-
kind: towards a new jus gentium (I and II)”,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s. 316 and 317 
(2005)。

259 Rozakis 法官和 Caflisch 法官的联合反对意见，Wildha-
ber 法官、Costa 法官、Cabral Barreto 法官和 Vajić 法官附议，

第 1 段，Loucaides 法官认可。
260 特别是，见 2011 年 2 月 26 日第 1970(2011) 号决议和

2011 年 3 月 17 日第 1973(2011)号决议 (第 9 段 )。

使其能够应对这类挑战并防止和制止引起国际关切

的严重罪行，否则还会继续出于常常不太适当或呈

选择性的政治冲动而开展这些行动。

51. 提到初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反对扩

充三人组，并认为享有豁免权的人员的名单应该是封

闭的。当其他高级官员前往国外时，通常其身份可

以确保他们享有授予特别使团团长和成员的豁免权。

52. 他赞成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第 64 段中提到

的案例中三人组豁免的例外情况以及在级别略低官

员据称犯下引起国际关切的严重罪行时属人豁免的

例外情况。同时，有必要避免主权国家的高级别官

员和代表在外国遭受无理纠缠的或出于政治动机的

刑事诉讼的可能。因此，应对不利于嫌犯的证据的

推定设立高门槛。此外，最好参考一下国际刑事法

院以及其他国际法庭的规约以及《关于检察官作用

的准则》261，看看它们提供了哪些保障措施，尽管确

保外国法院遵守这些保障措施将是一大难题。

53. 委员会应该努力就属事豁免所涵盖的官员范

围达成一个比前任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定义更加严

格的限制性定义。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 262 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第 4 条提供了对国际机

关的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而第 5 条则纳入了关于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更多限制。“但

以该个人或实体在特定情况下以此种资格行事者为

限”以及“政府权力”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限制有

权享有属事豁免的官员类别的出发点。“政府权力”

一词或许还有助于确定“官方行为”定义的若干要素，

而这反过来也将为限制有可能援引属事豁免的行动

类别提供基础。

54. 他赞成报告最后一章提出的全面的实质性工

作计划以及第 75 段建议的逐步方法。一开始，委员

会或许应该通过审议现行法处理这个专题，但根据

拟议法进行分析也很关键，将促进一个更加平衡的

成果，与委员会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双重任务

相一致。

261 见上文脚注 238。
262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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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

中提出的新工作方法和概念方法将有助于委员会找

到共同立场并取得更多进展。

56. 他着重指出了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说纠

缠于应从现行法还是拟议法的角度来审议这个专题

或是否应将两方面都纳入考虑的辩论是无用的。符

合逻辑的做法是委员会继续编纂工作，但同时不应

忽视渐进性发展和国际社会对于通过打击有罪不罚

推进和平与正义的需求。不过，在这样一个充满政

治性的领域，保持谨慎和审慎至关重要。

57. 至于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应明确区分个人

和职能豁免，并应为两者各自建立单独的法律制度。

区别对待将使委员会能够对它们各自的性质获得清

晰的了解，并更容易起草与它们有关的条款草案。

他同意，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与维护国际社会原则

与价值观的总体目的存在一种职能性关联，不过在

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时需要小心；宽泛的解释反而达

不到预期效果。他认为，这句话特指国际社会打击

有罪不罚现象的需求。

58. 另一个需要委员会注意的问题是国家的国际

责任和个人的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最

为重要的是“官方行为”的定义以及将这种行为归

于国家。在考虑“官方行为”的观念和它与国家责

任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报告第 60 段中提到的因素。

59. 至于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名单，习惯国际法

规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这类豁

免。他不同意外交部长不享有个人豁免的看法，因

为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他们代

表了国家，而个人豁免对于履行这类职责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是否有必要扩大个人豁免的涵盖范围以

包括三人组之外的高级别官员，值得怀疑。

60. 属人豁免是绝对的还是有限制的，是一个更

加棘手的问题，因为必需决定有关个人豁免的限制

或例外情况是否应该适用于违反强行法的行为，以

及例外情况是应该涵盖在任或离任后的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还是两者都应涵盖。尽管为了处理有罪

不罚问题，例外情况是有必要的，但重要的是将保

障国际关系稳定和确保两种关切之间的平衡的需要

考虑在内。

61. 属事豁免是否应该存在例外情况或限制，也

是一个必须得到解决的有争议的事项。与属人豁免

案件相比，有更多人支持属事豁免案件中可能存在

例外情况。委员会必须研究职能豁免的范围以及“官

员”和“官方行为”的定义。同时，也必须确定是

应以一套程序规则同时涵盖个人和职能豁免，还是

有必要采用两套独立的程序规则。最后，报告第 72
段提出的工作计划将有助于委员会推进其在这个议

题上的工作和指引特别报告员编写下一次报告。

62. 哈苏纳先生说，初步报告虽然简要，但全面

明了。特别报告员阐明了她借鉴科洛德金先生的工

作的意愿，科洛德金先生虽然有时候会采取一种主

观的方法，但始终表现出灵活性，理应对其重要贡

献表示感谢。至于对这一专题所应采取的方法，他

说他支持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讨论中普遍

表达的观点，即国际法委员会应该在必须坚持豁免

原则和必须在国际法下对严重罪行排除豁免权之间

取得平衡。

63. 要使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全面透彻，报告中

指明的争论焦点以及工作计划是需要得到讨论的关

键问题。区别属事豁免的制度和属人豁免的制度，或

许能够消除关于两种豁免的受益者和范围长期存在

的不确定性。似乎同样重要的是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

成“官方行为”：这也将有助于澄清两种豁免的范围，

而对将某一“官方行为”归于国家进行的分析将阐

明豁免和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在这样做时，应着

重指出与委员会制定《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

免公约》的工作之间存在的任何关联。就该公约而言，

以官方身份开展活动的一国代表便等同于国家本身。

对相关规定 ( 第 2 条，第 1(b)( 四 ) 款 ) 的评述解

释了使用短语“以这种身份”是为了说明这类豁免

是因其属事管辖代表身份而授予代表的。263

64. 关于“官方行为”的定义，报告指出委员会

或许应该区分官方行为和非法行为。但是，这种区

分的相关性在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

秘书处备忘录 264中受到了质疑。备忘录中的分析表明，

如果非法或犯罪行为，为属事豁免的目的而作为一

个原则被视为“非官方”，那么豁免这一概念本身

263 《199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关于国家

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第 28 段，特别是第 2
条草案第 1(b)(v)款的评注的第 (17)段。

264 A/CN.4/596 和 Corr.1，第 160 段 (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获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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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剥夺了其原有的大部分内容。豁免涵盖了与官方

职能相关的所有活动，无论其是否合法，因为其基

本原理就是为了防止各国评判其他主权国家的行为。

65. 现任特别报告员计划继续调查和分析各国在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上的做法，以将她

前任没有审查过的做法纳入考虑，这是正确的。在这

种背景下，应该特别关注最近国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

豁免案中的判决。判决中的法律分析虽然事关国家

豁免，但或许能为考虑多个问题提供一个有益框架。

例如，国际法院阐述了与豁免相关的法律确信以及

国家实践，并分析了强行法和国家豁免的关系。

66. 虽然当前专题工作结果必须以国家实践为基

础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豁免在现代

国际法的价值观和原则制度中的位置。报告中关于

应该阐明豁免基本原理的建议值得支持，因为现行

法和拟议法之间的界限常常会引起争议。清楚说明

豁免在现代国际法中的位置将有助于评估各种趋势，

例如在违反强行法或涉及国际罪行的案例中豁免可

能的例外情况。

67. 虽然他支持特别报告员逐步处理该专题的提

议，但应该制定一份路线图和时间表，以指明前进

的道路，并回应大会请委员会在其工作计划中优先

考虑该专题的要求。

68. 雅各布松女士说，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论

述合理，结构严谨，连同导言，其概述了委员会继

续处理本专题的建设性方法。她支持特别报告员以

群组为单位解决豁免问题各不同方面的建议，这将

加速工作进程。

69. 关于报告第 53 段所列出的与专题的实质性

方面有关的主要争议点，她本人认为国家的国际责

任和个人的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它们对

豁免的影响特别重要。

70. 特别报告员指出，报告第 69 和 70 段讨论的

豁免的程序问题应该在实质性问题之后处理，在可以

就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需要一种还是两种程序制度

做出决定之后予以处理。但是豁免问题与程序存在

着内在联系。与其采取针对一个专题的传统方法——

先解决实质性问题，再解决程序问题——或许从程序

问题着手会更好。这种方法有多种优势。程序问题

的争议性较小；无论选择一种还是两种程序制度，

许多规定都应该是一样的；而且最后一个优势是，

如果能够想象出程序的架构，便更容易就实质性问

题达成一致。

71. 谈到报告的具体内容时，她说特别报告员将

职能豁免视为豁免的基石并计划探讨什么行为构成

“官方行为”是对的。她提及国家法和国际社会的

利益、价值观和原则，这反映了她认为豁免不能单

纯从现行法角度解决的观点。特别报告员似乎在说，

委员会的工作是在铭记委员会任务授权的背景下解

决豁免问题，这一论断既不新颖也不具有革新性。前

任特别报告员在专题概要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265

他强调了两个概念：第一，国家官员应该为罪行承担

责任，而一国应该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行使刑事管辖

权；第二，代表国家行事的官员应该独立于其他国家，

以确保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他接着断言，

委员会可以通过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为确保在

这些概念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作出贡献。266 这是基于委

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入其长期工作计划。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的第 58 段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72. 关于报告最后一章的工作计划，她指出 3.2
项下“官方行为”的定义与 2.2 项也相关。特别报告

员还需要考虑在国际罪行方面纳入“不妨碍”条款，

或许可以提供此类罪行的例证，以避免对“国际罪行”

的含义展开大量讨论。

73. 哈穆德先生说，初步报告编写出色，调研充

分，反映出对所涉及问题的深刻理解。报告表明特

别报告员打算在学说、做法以及判例法的基础上形

成结论，而不是从法律和方法论的前提出发然后努

力证明它们。

74. 虽然他同意委员会应该将过往有关这一专题

的工作以及前任特别报告员报告中包含的研究资料

纳入考虑，但那些报告采用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和

片面的。国内和国际法院的判决表明缺乏统一的国

家实践或习惯国际法的规则。正相反，如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委员会希望取得进展，

就有许多灰色地带需要得到解决。

75. 他认为，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以及可能

由此产生的任何条款草案，不应划分为是与编纂相

关还是与逐渐发展相关。这种做法将毫无成效，并

265 《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一。
266 同上，第 17–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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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正相反，

如特别报告员提议的那样，委员会应该研究属人豁

免和属事豁免之间的区别，仔细分析它们各自的基

础以及两者所共有的职能性。

76. 但是，作为属人豁免基础的国家人格化应该

被理解为是受限制的。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

的逮捕令案的判决中提出，授予外交部长的豁免权

不是为了其个人权益，而是为了确保他们代表各自

国家有效执行其职能。法院没有讨论两种形式的豁

免之间的区别，鉴于这一案件涉及核心国际罪行，这

一点意味深远。如果法院深信可归于外交部长的行

为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外交部长因此可以获得管辖

豁免，它就会这么说，而不是依赖有关职能性的论据。

国际法院还指出，它无法从国家实践中推断出将豁免

权授予在任外交部长的规则存在任何习惯国际法下

的例外情况，而且外交部长一旦离任便失去豁免权。

77. 在哈苏纳先生早先提及的国家的管辖豁免案

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再一次有机会裁定，就豁免而言，

在国际法下的重罪案件中，一名官员的行为和国家

的行为是相同的。但它没有这么做，而是强调它处

理的仅仅是国家本身的外国法院管辖豁免问题，而

豁免是否可以适用于针对一名国家官员的刑事诉讼，

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并不是所讨

论的问题。这样一来，法院便对国家的行为和官员

的行为作了区分，即使行为本身或许可以同时归于

国家和官员两者。

78. 更乐于在严重国际罪行案件中看到基于属事

管辖授予绝对豁免权的法学家主张，这种行为既是犯

下罪行的官员的行为，也是国家的行为。即便国家为

了让官员免担责任而将行为归于自身，即便责任的

其他要求也得到满足，他们还是拒绝承认存在责任。

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委员会在通过有关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 267时便否认了国家可能犯

下国际罪行的观念，因此他们错误地断言在外国法

院起诉所涉官员就是在起诉国家。他们还忽略了，

这种逻辑在成立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东

京法庭 ) 以及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时便

遭到否定。

267 见上文脚注 262。

79. 简言之，习惯国际法会对最严重罪行授予属

事豁免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希金斯法官、科艾

曼斯法官以及比尔根塔尔法官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

逮捕令案中提出的联合个别意见似乎表明，不存在

关于属事豁免的规则，尽管或许可以察觉出一些逐

渐兴起的趋势。

80. 尽管如此，委员会仍应该研究除了最严重的

国家罪行之外其他也有可能排除属事豁免的罪行范

围，这么做或许需要先决定什么构成“官方行为”。

判例法中没有为了决定哪些罪行属于或不属于豁免

范畴而就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官方行为达成的共识。

委员会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同时牢记，默认的

立场是，只要尚未界定豁免对哪些罪行生效，就没

有规范豁免的规则。

81. 谈到特别报告员关于享有属人豁免的官员名

单应该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以及名单应该包含哪些

官员的问题，他说答案取决于某一特定官员的职能

对于国家及其主权的正常运作是否必不可少。

下午 1 时散会。

第 3145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

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

托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

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

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

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

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

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

尔·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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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50 和 Add.1，A 节，A/CN.4/654)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问题新任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A/
CN.4/654)。

2. 斯图尔马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处理

方式。她正确地选择了先考察豁免法规之下相互冲

突的基本价值观。豁免，包括国家和国家官员的豁

免，反映了国与国关系中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但

豁免不再具有绝对性，而是具有职能性。因此必须

以国家的基本价值和职能作为豁免的理由。传统上，

这些价值的内容包括对维护和平、友好关系的关切，

但这些价值已得到其他价值的补充，如决心防止对

最重大罪行有罪不罚。从这一角度看，提及强行法

或其他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一定意味着以现行法

取代拟议法。当然，有必要保持二者的分别，但委

员会不能局限于前者而无视国际法的发展。因此豁

免的原则需要与其他现有原则和价值相互妥协。

3. 委员会的工作基础必须是判例法，及可能情

况下豁免方面的国家法律，因为它也反映了国家的

做法。但不能忘记的是，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制定一

般原则，而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需要将这些规则运

用于具体案例。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委员会的主

要任务是编纂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委员会还必须考

虑其早先的工作，尤其是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八届会

议上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268 和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4. 区分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对本专题至关重要。

二者都可视为职能性豁免，但目的有所不同。属人豁

免保护的是最高级别的国家官员，属事豁免保护的

是其他履行公务的人员。应将享有属人豁免者的人

数限制在最少。大趋势是将这种豁免保留给三人组，

但不排除限制外交部长的个人豁免的可能性。

5. 国际法院已多次确认，豁免不等于有罪不罚，

这种程序规则不能保护受益人免受起诉。但如果国家

不愿审判其公民，外国法庭又无权这样做，即使是

268 《199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50 段。

程序规则也可能阻碍执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本身依据的是补充作用的原则。最高级国家代

表的属人豁免有哪些可能的例外值得思考，但同时

不应牺牲其他基本价值，特别是国家间关系的稳定。

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可能足以作为理由，不给予国家

单方面决定对某一罪行是否理应放弃属人豁免的无

限行动权。

6. 属事豁免是需要编纂和逐步制定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规则的最重要的领域。这方面有三个主要问

题。哪些人有权享有这种豁免？何为“官方行为”？

有无例外？关于第一个问题，已有可能认为，享有

豁免的国家官员或以该身份行使公务的人员的数量

应有所限制。这方面，类比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 269 意义不大，因为以职能为标准的归属仅适

用于国家责任，不适用于非国家官员但有一定公共

职权或在国家有效控制下行事的人员的豁免。此外，

民事及公共服务方面的法规千差万别，有些人员 (如

国家教育系统中的教师 ) 在一些国家被视为公务人

员，在其他国家则并非如此。这些人虽为公务员但显

然不享有豁免。这样看来，决定是否享有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时应如何定义国家代表？解决方法可能在于

区分统治权行为和事务权行为，这一区别在国家豁免

法中已有所规定。定义官方行为时也可以此为标准。

也就是说，只有行使个人或私营实体无法行使的国

家公务行为 (统治权 )的人员才能享有职能豁免。

7. 但并非所有国家行为都自动享有豁免。最困

难之处在于决定排除的范围。排除一切非法或越权

行为可能有些过度。同责任一样，豁免假定当事人

可能犯有应受起诉的非法行为，否则这一概念就没

有意义了。因此，只有酷刑、灭绝种族和反人类罪等

国际法中最严重的罪行应排除在属事豁免涵盖的官

方行为范围之外。根据当代国际法，似乎无法辩称

这些行为属于受豁免保护的国家职能。应依据强行

法、习惯国际法和甚至某些条约编写此类行为清单，

但清单不应过长，应主要参照《危害人类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8. 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是豁免的实质方面，这

是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的方面，随后才应解决相关

程序问题。

269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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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先生说，他希望讨论豁免的三个实质性方

面，即范围、例外和程序。前任特别报告员科洛德

金先生认为，属人豁免是绝对豁免，但仅适用于仍

在任者。但属人豁免不一定仅限于传统上的三人组。

属事豁免适用于所有行使公务的国家代表。这是习

惯国际法中普遍接受的规则，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 (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 中

支持了这一规则。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一

项已确立的原则，尽管提出了各种有时并不具说服

力的支持放弃的论据。但未写入国际法中的一些例

外反映了日益明显的趋势。

10. 法庭必须自程序之初即尊重当事人的豁免权

并通报有关国家，因为除三人组的情况以外，只有

该国有权决定是否放弃豁免。豁免一旦撤销即无法

恢复。但撤销豁免并不能防止当事人逃避责任，反之，

豁免虽妨碍司法措施，但不能免除当事人的所有刑

事责任。

11. 讨论过程中，多位委员提出，犯有国际罪行

或违反强行法规则将导致丧失豁免。他不同意这一观

点。国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称，豁免是程序

规则，不具备与种族灭绝等国际罪行相关的强行法

规则的地位。故一国及其代表不会自动丧失其豁免，

因为可能认为后者源于国家豁免。委员会应以该判

例法为据。

12. 同样，作为程序规则，豁免本身具有的有效

性与国际公正或打击有罪不罚等价值不可比较。国

际社会认为，国际罪行受制于普遍管辖权，但尚无

优先于国际法中的豁免规则的程序与该规则配套。

也就是说，只有牺牲程序公正才能实现案情公正。

13. 给予豁免的依据是豁免本身包含的标准而非

行为的严重性。有人认为，国际罪行不应视为代表

国家行使公务，但以公职身份行使正是官方行为的

特性，无论行为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只有国家机

器才能凭借其资源，根据其国家政策犯下暴行；因

此这些行为必然构成官方行为。

14. 豁免的规则是中立的，不会导致有罪不罚。

有几个原因；通常是政策问题。因此需要政策措施。

豁免的例外不能防止犯罪；它们只会有损国与国间

关系的稳定。鉴于目前的国际关系现状，很难说不

当的例外会有何种后果。

15. 简言之，犯有国际罪行不会导致国家官员丧

失豁免，无论罪行多么严重。这是前任特别报告员

的立场，他特别强调，三人组的属人豁免本身就是

绝对豁免，其他国家代表的属事豁免也应保留。国

际法学会在关于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在国际

罪行中的管辖豁免的决议中也持这一立场。270 国际法

院在 2000年 4月 11日的逮捕令案中同样持这一立场，

其第 59 段称

根据关于预防和处罚某些严重犯罪的各国际公约，国家有或

起诉或引渡的义务，因此需要扩展其刑事管辖权，但扩展管

辖权绝不影响习惯国际法上的豁免权……在外国法院仍然可

提出这些豁免权抗辩，即使这些法院根据这些公约行使管辖

权。

16. 麦克雷先生说，审议中的报告目的在于实现

从前任特别报告员指导下开展的早期工作转向即将

开始的五年期中可以开展的工作，因此就本专题作

详细评论为时过早。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工作

计划，她正确地决定借鉴其前任全面的报告。271 有些

委员认为委员会应首先关注程序问题——也是本专题

中争议较小的方面，他想对这些委员说，不建议将

实质性问题推迟至下一届会议审议，尤其是因为一

些委员已在其声明中提及了这些问题。但讨论顺序

由特别报告员决定。

17. 他有两点评论。首先，关于方法问题，特别

报告员提及“国际法的价值和原则”，这引起了一些

关切，因为不清楚何人有权定义这些价值。但委员

会不断提及它们，因为法律论述无论明示还是隐含，

都是关于价值的论述。审议中的专题的核心问题，即

国家间关系的价值是否优先于打击有罪不罚的价值，

本质上是在讨论国际社会的价值和原则。法律的语

言和方法背后，辩论中个体和集体作出的核心政策

选择并未被抹煞。目前唯一不同的是，特别报告员

比较公开地承认了现状。可以说，话语的转变远没

有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主观和危险，正如熟悉女权

主义学术的人会理解的那样，这是妇女更广泛地参

与国际法律问题讨论的自然结果。委员会不能装作

辩论中没有任何这种关切，而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平

270 国际法学会，Yearbook, vol. 73, Session of Naples (2009)，
第 226 页。可从学会的网站 (http://justitiaetpace.org)获取。

271 《2008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01 号文件 ( 初步报告 )，《2010 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46 号文件 (第

三次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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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有关价值和原则，同时如诺尔特先生所言，以谨

慎且着眼实际的方式开展工作。

18. 他的第二点评论事关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最后

一段中提出的问题，即编纂和逐渐发展之间的平衡。

他同意村濑先生和彼得里奇先生等人的观点，认为

必须注意不要将逐渐发展等同于拟议法。委员会委

员逐渐发展法律时并非仅仅指出他们希望或他们认

为有关法律应该如何。编纂和逐渐发展之间也没有

明确区分；将后者等同于拟议法可能削弱委员会职

权中一项核心内容的价值。

19. 因此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中似乎暗含

的观点，即委员会应先以现行法为重，再关注拟议法，

也就是说应先决定编纂哪些法律，再决定逐渐发展哪

些法律。如特拉迪先生所言，逐渐发展是一个更细致

的程序，与编纂难有明显区别。当然，有时某一条

款的评注称，有关规定更接近逐渐发展而非编纂——

如国际组织的责任草案条款的总评注就是如此 272——

但这是例外而非常规。如哈穆德先生所言，委员会

按惯例不会说明其工作的哪部分属现行法编纂段，

哪部分属逐渐发展。特拉迪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分析做法、案例法、政府在第六

委员会和其他场合的声明及学者的观点，以便确认

如何就编纂其手头专题的适当形式达成一致。

20. 委员会不是法院，其任务不是先确认法律再

加以应用。因此如特拉迪先生所言，对委员会来说，

反对国际司法机构决定的个别观点可能和主流观点

同等重要。一个理由充分的个别不同观点即使不具

备同等的法律地位，其对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也可

能超过没有实践支撑、理由不足的主流观点。

21. 因此他鼓励特别报告员继续其工作，不用预

先设想是否应总结现行法，客观分析各国、国际和国

家法院及学者在该领域的言行，包括哪些观点广为接

受、有哪些新兴趋势，并据此以及她认为重要的当

代国际法的价值和原则提出她认为妥当的条款草案。

有些委员可能将其结论视为现行法，其他委员可能

视其为逐渐发展，但最终由委员会决定——通常是一

致决定——通过其提议是否令委员会能妥善地逐步完

成其制定和编纂国际法的任务。

272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88 段 (特

别是见总评注第 (5)段 )。

22. 福尔托先生说，他首先想探讨方法问题。然

后他将评论对本专题的结构看似十分重要的实质方

面，但他不会详细讨论本专题中的所有实质问题。

但首先他想评论委员会就国际罪行豁免的可能例外

应采取何种立场。这个问题很复杂，应全面审议。

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在国际罪行已发生时，而是在

有指控称发生了这一罪行时，了解是否可以实行豁

免的例外；因此必须思考这一问题以及围绕这种例

外应有的程序保障，以防止任何滥用豁免的行为。

该问题的实质方面和程序方面很难区分。

23. 关于方法和应采取的方式问题，他完全同意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5、第 51 和第 75 段中的初步

评论，她说必须澄清辩论用语，才能继续以规范的

方式工作，尤其是应在未来几年中逐个解决每一类

问题。在这种敏感的领域，关键之处似乎在于不能

把所有事情混为一谈，否则讨论将陷于理论化而不

是以条款草案的实际考虑为重。讨论必须围绕起草

建议进行，而不是表达原则立场。

24. 关于应采取的方式，他当然同意有必要参照

近期的判例法，尤其是 2011 年 2 月 3 日国际法院对

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家的管辖豁免案的判决，不

仅应将该判决用于类比或借鉴方法，还应从中吸取

关于强行法对豁免规则产生的内在效果的基本经验。

同时，有必要一直记住，该判决事关国家民事管辖

豁免而非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

25. 此外委员会的工作不应仅限于记录某些国际

司法机构的结论。如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步报告第 77
段中所言，委员会在该领域应同时开展法律的编纂和

逐渐发展。他这样说并不等于在将要通过的最终决定

方面站在某一边。应小心不要为了区分编纂和逐渐

发展而将它们变成豁免法中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

保守，一个进步。大家都意识到该领域的法律有不

确定因素，一些逐渐发展的工作不可避免。这种情

况下，委员会需要确保在各方利益间维持妥善平衡，

按审议中的报告的第 48 段的说法，委员会必须“在

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需要与防止国际法范畴内最严

重的罪行有罪不罚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

26. 这方面，委员会肯定要自问是否打算编纂现

有的豁免法，还是将扩大其分析工作，将该法律和

可能与之有关的其他法规的关系包括在内。特别报

告员从这方面与第 58 段中的其他价值的关系的角度

进行了论述。另一个可能的主要问题是各类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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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即与豁免有关的法律、可能限制其应用

的其他法规，特别是获得司法裁决的权利和基于条

约的、可能对豁免的习惯法规有影响的规则，如《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九十八条及其可能的解释。

应牢记的是，这种情况下，编纂习惯有特定的基于

条约的背景，这点必须考虑。

27. 关于本专题的实质方面，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观点：至少起初保留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是

明智的，因为这让辩论比较清晰，分别建立两个法律

体系也是明智的。但这两种豁免是否如报告第 57 段

所言拥有相同的基础或目的则值得怀疑。属人豁免

确保受益人能够行使其职责而不受阻碍，属事豁免

则更多是为防止一国的判决超越另一国的主权活动。

这是另一回事，可能也是两种豁免并非完全相同以

及属人豁免涵盖私人行为的原因。

28. 关于属人豁免，他大体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

告第 63 和第 64 段中采取的方式，但有一点实质性

说明：两个原因让他认为不应试图起草享有豁免者

名单。首先，这种名单不一定有任何作用，因为如

墨菲先生所言，各国最高级别国家官员的职责不同。

不建议起草这一名单的第二个原因是，国际法院未

以这种方式处理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法院

结论的依据是一项一般标准，通过该标准得出了当

事外交部长的案件的法律后果。判决第 53 段明确表

示，豁免的范围取决于当事人职能的性质。这一标

准值得思考。

29. 关于属事豁免他有三点评论。首先，关于审

议中的报告的第 18 段中对行为的官方和个人性质的

区分，他与斯图尔马先生一样，认为两者之间也许

存在第三种类别。行使官方职能时发生的行为如果

属于个人行为或商业行为时该怎么说？有必要思考

事务权行为和统治权行为的区别在何种程度上影响

刑法中的国家官员豁免这一领域。

30. 其次，关于报告第 66 段，享有属事豁免者

的定义似乎不是问题，最多是次级问题。问题不是

了解某一类人是否享有属事豁免，而是刑法下犯罪

者的某种行为是否令其享有属事豁免，无论其是何

人。他认为这一因素可能产生影响，尤其在程序上。

如果主要考虑行为的性质而非行为人的地位，则程序

中主张豁免的责任在国家而不在个人。起码国际法院

2008 年 6 月 4 日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的判

决中持这种意见，判决第 188段称，主张属事豁免“实

质上”是为国家主张豁免。此外，法院在第 196 段中

明确表示，应由代表其机关申请豁免的国家将这一

意图告知其他相关国家的主管部门。但不一定可由

此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官员豁免制度与国家豁免制度

完全对应，这主要是因为委员会关注的是前者的刑

法方面，而后者即国家豁免是民事法院关切的事项。

31. 第三，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的第 59 和第 60
段提出了与国家责任的关系的问题。这是两个独立的

领域，尽管它们在有些方面有关联。它们的独立之处

在于，责任法和豁免体制并不完全对等，因为根据最

近国际刑事的发展，就同一行为可同时起诉一个国家

机关和一国，至少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可以这样做。

当然，如果某一行为不是官方行为，则既无豁免也无

国家责任；反之却不一定成立。即使某行为属于官

方行为和涉及国家责任，也没有理由不能规定刑法

下的豁免不适用。这方面应忆及，委员会在 1990 年

代末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工作中决定，豁

免法不一定与国家责任法下的仲裁制度挂钩。该决

定在当时是明智的，从本专题的角度看也是明智的。

32. 瓦科先生说，他大体同意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 75 段中提出的工作方法，即逐个解决每一类问题，

但他同诺尔特先生一样，认为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

相互关联，尤其是需要考虑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

区别。

33. 属人豁免保护高级别国家官员在任期间在外

国法院免受任何起诉，之前已说过，三人组，即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这种豁免，但他同

意特拉迪先生的观点，认为外交部长职能和国家元首

职能的范围有所不同。当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并非同

一人时，更应怀疑政府首脑是否自动享有这种豁免。

只有代表人格化的国家的国家元首能够享有这种豁

免。因此特别报告员不应先假设三人组的所有成员

都享有属人豁免，而应对此事作更仔细的研究。

34. 原则上，政府首脑 ( 如果其并非国家元首 )

和外交部长都应享有属事豁免。但此种豁免的受益

人不应仅限于此，因为当今世界政府的结构比十九

或二十世纪时更为复杂。经济关系和外国贸易已成

为国家间关系的中心，当和平与安全受到影响时，

通常是国防和安全部长在对外关系中起主导作用。

特别报告员与其编写享有属事豁免的国家代表清单，

不如制定确定此种豁免受益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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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审议中的报告的第 12 段称，本专题的范围

仅限于一国对另一国国家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不包

括国际刑事管辖豁免。因此他欣见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 60 段中称，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和国家官员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还称委员

会不妨在五年期之初处理这一问题。这方面他忆及，

彼得先生称，普遍管辖权的概念，即国家法院审判严

重国际罪行犯罪嫌疑人的能力——即便嫌疑人和受害

者都不是法院地国的公民——应在工作计划中占有重

要地位。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73 段中建议研究国家

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法律和社会学基础，仅这

样做是不够的。普遍管辖权是敏感领域，出于对该

领域政治化的关切，2009 年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成

立了技术顾问特设专家组，研究普遍管辖权的原则。

仅在发达国家农村地区工作且在国际法领域不具备

专门能力的低级别法官对非洲领导人的起诉严重影

响了普遍管辖权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因此无怪上

述专家组——彼得先生是其成员——建议非洲联盟和

欧洲联盟成员国考虑通过法律，规定可开展此类罪

行的程序的法院的适当级别。273 专家组还建议就此类

罪行的调查、起诉和判决方面的专业培训作出规定。

委员会可在特别报告员的协助下作出贡献，方法是制

定国际标准，用于指导行使普遍管辖权的调查人员、

检察官和法官。只有这样才能终止不当运用这一管

辖权的行为，专案法官布拉 – 布拉在对国际法院对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的判决的个别意见中将

这种行为称作“‘可变几何 ’ 管辖权，有选择地针对

一些国家行使而排除其他国家”(第 104 段 )。

36. 必须开展广泛研究，以确定习惯国际法中是

否存在普遍管辖权的概念。遗憾的是，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对此专题未发表意见，

因为各方决定该问题不是争议的焦点。但有法官表

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法院院长纪尧姆法官在其个

别意见中强调，国际法中真正属于普遍管辖权的情

况只有海盗行为这一种，且国际公约规定，为审判

某些在本国领土被捕且未引渡到他国的罪犯，应规

定附属普遍管辖权 ( 第 12 段 )。他认为，除这两种

情况外，国际法不接受普遍管辖权，更不用说缺席情

况下的普遍管辖权。小和田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认为，

普遍管辖权法的制定有所欠缺 ( 第 12 段 )。希金斯

法官、科艾曼斯法官和比尔根塔尔法官在其联合个别

意见中认为，国家行使普遍管辖权时没有规定做法，

273 欧洲联盟理事会技术特设专家组的报告，文件

8672/1/09 Rev.1，附件，2009 年 4 月 16 日。

但这不一定说明这种行使管辖权的行为非法 ( 第 45
段 )。关于可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际罪行的类别没有

明确规定。有人认为该类别只包括海盗行为、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中的战争罪等某些国际条约涵盖的

罪行，以及有可能还包括种族灭绝。然而这些条约

未就普遍管辖权本身作出规定，而是就发生在他处

的行为规定了强制对人属地管辖权。

37. 一般来说，国家官员豁免会带来一些困难。

诺尔特先生提到的“重新评价皮诺切特案的影响”

一文中，英格丽德·维特的结论是，国家和国际法

院的一些重大决定明确支持国家豁免和在任国家元

首在外国法院的豁免，即使案件涉及侵犯人权行为。274

这削弱了反对豁免的主要论据，且有悖皮诺切特案

之后作出的拒绝豁免的决定。维特认为，习惯国际

法本身不允许任何基于人权法或国际刑事法律的职

能豁免例外。此外，对于这一问题，应谨慎地分析

国家法院的判例法，因为多数情况下，可利用豁免

的国家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要么出于政治原因支

持起诉，要么可就管辖权提出其他申诉。

38. 国际刑事法院、特别法庭或区域法院的起诉

当然不在本专题范围内。但有必要研究这些起诉以及

基于某些条约的起诉，以便在这个对打击有罪不罚

至关重要的领域内逐渐发展法律。世界正在成为全

球村，因此必须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以便管理它们。

问题不在于是编纂还是逐渐发展。正如麦克雷先生

所言，就本专题而言，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明确区分，

且逐渐发展实际上是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因此委员

会应同意为促进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和强化打击有罪

不罚的措施而发展法律。这方面，非洲联盟大会呼

吁委员会讨论普遍管辖权的概念以协助其发展，正

如委员会在国家责任等国际法的其他领域曾做过的。

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听从这一呼吁。

39. 委员会还需要定义“官方行为”的概念。不

是所有官方行为都应属于豁免范围。因此委员会需

要决定哪些情况不在豁免范围内，也就是说构成豁

免规则例外的情况。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通过的国际公约，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275 和《卢旺达问

274 I. Wuerth，“重新评估皮诺切特的遗产”，《美国国际

法杂志》[ 英 ]，第 106 卷，第 4 期 (2012 年 10 月 )，第

731–768 页，尤其是第 739 页。
275 安全理事会 1993 年 5 月 25 日第 827(1993) 号决议；该

规约转载于秘书长报告 (S/25704)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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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国际法庭规约》276、当然还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等文本，似乎都表明，任何国家官员，即便

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被指控犯有最严重的国际

罪行时都不得享有豁免。这一立场似乎已成惯例并

构成了强行法的一部分，但应由委员会明确这一点。

40. 尼豪斯先生称赞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清

晰、有条理，称这有助于审议本专题。因为大会要

求将本专题作为优先事项审议，可见本专题是重大

问题。有一点不言自明，即委员会应以前任特别报

告员撰写的三份报告 277 为基础开展工作，这些报告在

国家实践、判例法和法律文本及相关问题方面提出

了有益洞见。因此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强调需要考虑

这些报告及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对报告的意见。特别

报告员提交的过渡报告旨在澄清这方面辩论的术语

并确认争议的焦点，这将大大提高未来辩论的质量。

41.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还列出了需审议的主要

问题并提出了工作计划。她总结了前任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主要观点，从委员们的声明来看，这未引起

任何问题。首先，享有外国管辖豁免者的权利与外

国不对其行使管辖权的义务相对应，这点很明白。

因此豁免是对主权的限制，目的是维护良好的国家

间关系，也表达了发展、加强这些关系的共同意愿。

42. 鉴于上述原因，在理论上区分属人豁免和属

事豁免至关重要。支持限制国际关系中的豁免范围

这一总体倾向的人认为，属人豁免应留给三人组，

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将享有属人豁

免者限制在这些高级别官员范围内似乎有助于安全，

并且是习惯法的一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方面

没有问题，但对外交部长的立场有所不同。有委员

还请大家注意，国防部长、劳工部长或卫生部长等

其他高级别国家官员常在国际舞台上处于重要地位，

这些委员认为，按照逻辑，这些官员受到的待遇与

外交部长不应有任何不同，因此他们建议将豁免范

围扩大到三人组之外。

43. 决定哪些人享有属人豁免是个复杂的问题，

对于如何处理该问题，有人提议应具体规定给予豁免

的条件；鉴于各国的体制差异，这个提议似乎有问题。

委员会继续以传统的三人组概念为基础开展工作可

能是更好的做法。国家官员以官方身份开展的行为，

276 安全理事会 1994 年 11 月 8 日第 955(1994)号决议。
277 见上文脚注 271。

也就是说当国家官员作为国家官员时的行为，无疑

享有属事豁免。

44. 违反强行法法规或犯有国际罪行时豁免是否

绝对，或反之，豁免是否存在例外，是重要问题。

豁免可涵盖此种行为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因此必

需着重重申，豁免不得造成有罪不罚。出于这一原因，

无法为绝对豁免的论点辩护。至于如何描述豁免的

受益人最为妥当，与其在“官员”、“代理人”或“代

表”中选择，不如确定受益人满足何种标准才能享

有豁免。

45. 另一关键问题是豁免的程序问题。对此，特

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9 和第 70 段中的提问是有道理

的，她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制定单一的程序体系

用于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还是反之，为二者分别

制定程序规则，以便考虑这两种豁免的具体特点。报

告第 72 段中提出的工作计划简明实用。其中包括了

需审议的主要问题，同时认识到委员会不能也不应

忽视本专题方面以往的工作。特别报告员建议随工作

进展向委员会提交条款草案，这一建议应得到支持。

最后，关于采取现行法还是拟议法的方式，特别报

告员的观点是正确的，她认为不能仅以其中某一种

方式处理该专题，建议从现行法审议开始，稍后必

要时加入拟议法分析。

46. 迈克尔·伍德爵士称赞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

告，还赞扬了前任特别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的杰出

贡献。

47.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37、第 48 和第 77 段

中正确地强调了采取现行法还是拟议法方式的问题，

也就是说法律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区别——彼得里奇

先生的解释很有帮助——这一区分对本专题至关重

要，委员会应尽量保持这样做，因为其工作涉及国

际法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在国内法院应用，

通常用于紧急和敏感的案件，不是总能轻易区分重

述现行国际法和提议新规则。至少应作出明确决定

是否打算不仅重述法律。

48. 委员会若决定不仅重述现有法律，则需努力

提出各国可接受的规则，为此需要形成合理、谨慎

且全面的提议。朴先生在上届会议上引用了 2004 年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例子。只

有少数国家批准了该文书，并非各国不赞同其实质

内容，而是因为该文书颇为复杂，并且需要协调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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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委和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不妨适时将委员会就

本专题提出的建议加入一项公约。该公约的有效性

取决于其能否吸引各方广泛参与。有时似乎终于可

以在习惯国际法中进行某种程度的逐渐发展，即使

并无已生效的公约，但如果委员会偏离实在法太远，

审议中的这一领域恐怕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9. 在详细评论初步报告之前，他想对诺尔特先

生提出的重要观点表示同意。有时据称，尤其在书面

材料中，正在出现一种限制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的

趋势。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29 段中提到了这一趋势。

有人认为，该“趋势”始自英格兰法院试图执行对智

利前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引渡令，后来上院于

1999 年 3 月 24 日做出了决定。但“趋势”的概念是

一种迷思，或可能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因为皮诺切

特案的决定并未得到广泛遵从，甚至未被广泛理解。

可以说，实际上，该趋势走向了反方向。皮诺切特

案中，七位上院法官观点各不相同，因此此案算不

上关于豁免领域国际法的普遍主张的权威观点。最

后上院专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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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具体条约的阐释和

运用，智利、联合王国和西班牙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

上院认为，有关成员国相当于放弃了刑事管辖豁免，

因为只有以官方身份行事者才能犯下《公约》所指

的酷刑行为。这一例外将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战争

罪等其他国际罪行还远未清楚。之后，在琼斯和米

切尔诉沙特阿拉伯案、国家的管辖豁免案这些已确

认为民事而非刑事的案件中，上院和国际法院避免

了根据皮诺切特案得出结论。

50. 关于初步报告，他表示感谢特别报告员总结

前任特别报告员的三份报告和委员会及第六委员会

2008 年和 2011 年开展的辩论。从这些辩论可以看出，

有些问题上存在广泛一致。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4
段中提到的几个“罕见的一致观点”时或许夸大了差

异。正相反，他倾向于认为委员会内部达成了更多一

致。例如，委员会委员似乎一致认为，豁免是习惯国

际法的机制，来自专项条约规则的豁免——相应的习

惯国际法规则也可算在内——不属于本专题范围。外

交使团、领馆、特别代表团、官方来访者、国际组织

代表或军方人员可能享有的豁免与委员会毫不相关。

另一点似乎同样明确，即委员会不是要解决国家法

院之外其他法院的豁免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和法

庭的豁免应遵从相关司法机构的规约。在国际刑事

法院或法庭出庭与在国家法院出庭是两回事。因此，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等适用于国际

刑事法院和法庭专门规则对委员会的工作意义不大。

最后，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分方面似乎也达成

了一致。

51. 关于本专题的范围，他想指出，对普遍管辖

权问题本身尚未开展研究，虽然它无疑是本专题背景

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还强调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有

人问委员会是否应处理人身不可侵犯的问题。他认

为委员会应这样做。不可侵犯问题与豁免密切相关，

并且实际上通常更具重要性，因为不尊重不可侵犯

性可能比启动刑事程序更能导致对国际关系的直接

严重损害。

52. 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关于需要考虑的问题

的倒数第二章中提到了私营机构的研究，并指出了

国际法中的一些发展，如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

这一背景资料值得关注，但可能意义不大。一方面，

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了国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豁

免案中的判决的重要性。这方面，委员会还应考察

对该判决的个别反对意见——优素福法官的意见尤具

启发性——即使这些意见的分量不及判决本身。

53.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4 至 58 段中正确地指

出，就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概念区别大体已达成一

致。因此她认为有必要分别处理适用于这两种豁免的

两个法律制度。他同意这种处理方式。特别报告员随

后提出，两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这种统

一可能存在。但是，他不明白特别报告员在第 57 和

第 58 段中论述的理论，特别是称两种豁免的目的是

维护国际社会整体的原则、价值和利益，对委员会

的工作有何意义。就这些问题开展辩论是否有益实

在值得怀疑。强调各种形式的豁免的职能性而不考

虑仍起着重要作用的代表、主权平等和不干涉等其

他因素，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以价值为导

向的辩论不会有成果。委员会若决定启动这种辩论，

则一定不能忘记豁免所保护的价值，它们同样对本

专题至关重要。检察机关独立于执法机关，或个人

可能获得逮捕证的情况，很可能严重干扰国际关系。

这种情况下，豁免在维护国家间友好关系方面仍发

挥重大作用。

54.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61 至 64 段中论及属人

豁免，关于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决定哪类人享有

此种豁免。他理解有些委员的不同看法，但他认为，

根据当代习惯国际法，在任政府首脑和在任外交部长



118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在任期内无疑享有属人豁免。因此他不同意瓦科先

生的观点，即只有国家元首应享有属人豁免而政府首

脑则不应享有，因为这对那些国家元首不具行政职能

的国家将构成严重歧视。有委员质疑国际法院的结论

是否合理，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

的判决中称外交部长的属人豁免“已有明确规定”(第

51 段 )。实际工作中，法院 2002 年的说法已为各国

广泛接受，因为它反映了国际法的现状。各国并未

质疑法院的决定，而是对其予以支持。这并不奇怪，

因为该决定获大多数通过，支持该决定的论证也具

有说服力——虽然法院主要是以类推论证。有人批评

这种结果也不奇怪，因为批评法院的某项决定比同

意更有意思。这方面，很多人提及 2000 年 4 月 11 日

的逮捕令案中希金斯、科艾曼斯和比尔根塔尔法官

的联合个别意见。必须注意他们在其意见的第 83 和

第 84 段中到底说了什么；他们并没有说外交部长只

能享有职能豁免。他们说，文献中广泛一致的观点是，

外交部长“执行其职能时在正式访问期间享有完全

豁免”，在个人旅行期间：

不能受制于可能阻碍其有效行使外交部长职能的措施。拘留

或逮捕可能构成此种措施，因此应被视为有悖外交部长享有

的不可侵犯和刑事程序豁免。

但同一案件中，法院也明确指出，享有属人豁免的

官员不限于三种高级别官员。关于这种形式的豁免，

必须澄清前任特别报告员所说的“一小圈高级别官

员”的范围。278 墨菲先生列出了支持和反对将范围扩

大到三人组之外的法律政策理由，这很有帮助。但

他个人同意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的意见，认为有

必要将范围扩大到三人组之外并确认这方面的标准。

尼豪斯先生或许是正确的，他认为这样做有难度，

但委员会必须开展这项工作，为此，委员会不妨以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的判决为基础，该判决

包含一些有益指导。国家法院发布的一些决定表明，

必须将属人豁免扩大至其工作离不开出国旅行的政

府工作人员。一国在与他国的政治关系中必须能由其

选择的人士代表。当代世界，国际合作在众多领域日

益密切，政府结构变化迅速，除非能够自由旅行的人

不止三人组，否则一国在国际上无法由其选择的人士

代表。这些人可能是实际上享有属人豁免的贸易部长

和国防部长，英格兰的一些法院就是这样决定的。委

员会若认为这样走得太远，则不妨以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的联合个别意见中的论证为工作基础，

278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第 94(i)段。

将一种定性属人豁免体制适用于三人组以外的人员。

有时有人提议，现行法律之下，享有属人豁免者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可能有例外，但他认为此种例外

没有根据。他不同意其他一些委员的意见，他认为

委员会不应提出属人豁免的拟议法例外。

55. 关于属事豁免，许多委员已经表示，委员会

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官方”一词的含义。这不

应导致重大问题。这方面，他同意福尔托先生的分析。

定义“官方行为”可能更为困难，但将其与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 279相关联可能有所帮

助。为责任目的归于国家的行为即为豁免目的的官

方行为。这些行为包括非法甚至犯罪行为。例如皮

诺切特案中，上院法官显然毫不困难地决定了合谋

杀人的罪行适用豁免。

56. 委员会还必须考察属事豁免的情况下还可能

有哪些例外。对科洛德金先生提出的一个例外，委员

会应予以考虑，即罪行发生在法院地国境内的情况。

是否应允许其他例外？提到的例外包括国际罪行——

无论其意义、严重国际罪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

规约》中的“主要罪行”或严重违反强行法义务的

行为——这一说法在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中上下文完

全不同。“国际罪行”、“国际法下的罪行”、“国

际法下的严重罪行”或“违反强行法”这些说法并

不准确，委员会如果想在这些罪行发生时实行例外

还需仔细定义有关行为。

57. 关于工作计划，他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欢迎

特别报告员强调需要有条理地系统讨论这一专题。

之前于 2008 年和 2011 年进行的讨论出于需要较为笼

统，委员们就广泛的问题作了评论。科洛德金先生

没有提出条款草案，但在每份报告最后都作了总结，

这有所帮助。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超越一般性评论

的阶段了。他已说过，他认为抽象讨论概念问题没

有任何实际作用，他怀疑委员会是否能就一般及抽象

的提议达成一致。试图这样做只会使工作更加复杂。

因此，委员会必须专注于适用或应适用的具体规则，

如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2 段中所言，委员会应明确

尚存的主要争议，他说的是具体的争议之处，而非

笼统的概念。

279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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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初步报告中有三个问题清单：第 73 段，

2012 年 5 月 30 日的非正式磋商中提交委员的问题清

单；报告倒数第二章中分五部分列出的五类问题；第

72 段中的工作计划。第 73 段中列出的问题，似乎已

经被关于应考虑的问题的倒数第二章列出的表述得

更好的问题取代，后者更适于用作委员会未来工作

的议程。第三个清单是第 72 段中的工作计划。出于

他之前所说的原因，他请特别报告员考虑单独处理

第一节列出的问题是否有所帮助——问题 1.1 可能是

个例外，因为其他问题在委员会审议后面的问题时

自然会提到。另一方面，他同意工作计划的其他内容，

同意雅各布松女士在以往会议上关于程序的重要性

的发言。但他与麦克雷先生一样，不确定委员会是否

应首先单独处理程序问题。反之，委员会可能应在

审议第 72 段中的工作计划第 2 和第 3 点的同时处理

豁免的程序问题，必要时应在审议实质问题的同时

处理该问题。最后，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第 5 段中提

出了一个工作计划，她认为未来有必要实行该计划，

以便在当前的五年期内完成本专题的工作。这一目标

值得赞赏，但在 2016 年之前完成二读是一个巨大挑

战。希望特别报告员更确切地说明她设想的本五年

期内其余会议的时间计划，特别是她希望委员会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两届会议上讨论哪些问题，这将

有所帮助。

59. 村濑先生提到他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二十七条的引用，称他认识到这有关一个特殊制

度，还称国家法院的豁免问题需要区别看待。但他

认为支持融合两种制度的一个有力原因是，受控犯

有某国际罪行者由国家法院或国际法院审判时所受

待遇应近似。

60.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委员会审议本专题的

实质内容时可以讨论该问题。他认为案件由国家法

院和国际法院审理时起诉的考虑有所不同。

61. 坎迪奥蒂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撰写了出色的报告。报告虽简明却妥当地触及

了委员会继续审议手头的问题时关注的所有方面；

此外，报告清晰、有条理且论据充分，为委员会继

续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他还称赞了科洛德金

先生的宝贵贡献，科洛德金先生在上一个五年期中

提交了三份高质量的法律报告，280 也称赞了秘书处的

280 见上文脚注 271。

贡献，秘书处在 2008 年撰写了出色的备忘录，281 如

迈克尔爵士所言，可通过增加附件更新该备忘录。

国际法委员会的讨论以及第六委员会国家提出的观

点突出了本专题的复杂性以及专题中一些根本且十

分敏感的方面带来的主要分歧。如特别报告员所言，

初步报告是一个新起点。为克服这些困难提出的推

进起草拟议条款的方法是正确的。根据章程，委员

会有责任推动一般国际法中这一尚未完成的重要部

分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当然，必须考虑该领域内委

员会以往的工作，包括各项文书，从 1970 年代关于

外交和领事关系及特别使团的公约直到 2004 年《联

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最终可能有必

要审议这些文书，特别是为了保持关于豁免的一般

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一贯和统一，同时也要考虑近

期的发展。显然，如特别报告员所言，近几十年来，

高级别国家官员的刑事豁免尤其重新引起了关注，

同时产生了新的价值、原则和机制，委员会要想做

出有益贡献就不能忽视它们。如特别报告员所言，

同其他情况下一样，委员会必须先分析各国的条约、

法律和做法，找到国内和国际判例法和理论中一致

之处，再通过其认为合适的逐渐发展明确并补充这

些方面。他同意有必要有条理地审议未决问题，分

组先后处理、逐步推进，因此他感谢特别报告员在

初步报告第 72 段中提出了工作计划，提供了系统处

理条款草案的方法。

62. 关于报告中探讨的实质问题，他只有几点大

体意见。传统上对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分对于开

展工作显然是一个可接受的起点。如报告第 58 段所

言，这两种豁免具有与当代豁免法相应的功能。原

则上，只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能还有外交部

长或对外关系部长可享有属人豁免，因为他们代表

国家行使重要职能。这是目前的争议之一，特拉迪

先生和其他委员会委员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可能

将此种豁免扩大至其他代表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

专题。不应忘记的是，豁免本身是国家属地刑事管辖

的一种例外，因此是对该国主权的限制。因此，必须

对其进行狭义解读。他同意其他委员会委员的意见，

认为起草享有属人豁免的其他人员的清单十分复杂。

无论如何，最好列出明确标准，确认哪些人是受益人，

同时保持以有限制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63. 如初步报告第 67 段所言，应特别注意“官

方行为”的定义。斯图尔马先生提议考虑统治权行为

281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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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务权行为的区分，这一提议值得关注。还应念及

迈克尔爵士关于类比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

条款的评论。报告第 66 段提到需要使用更确切的术

语，在提议使用的国家“机关”或“机构”等词语中，

使用“代表”一词取代“官员”可能更为妥当。

64. 决定豁免的例外——也就是说有些罪行不得

申请任何一种豁免——显然是本专题的一个关键内

容。委员会往届会议上，杜加尔德先生曾引用费利

克斯·弗兰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的话，他忆及，

法律的创建并非逻辑或修辞练习，而是一种选择。282

委员会必须在特别报告员的领导下在两个难以统一

的立场中选择其一：要么仅在传统意义上尽可能编

纂豁免法，要么尊重主权平等原则和维护国家间正

常关系与适当限制豁免的需要，以便影响整个国际

社会的最严重罪行不至于在实际上不受惩罚，且公正

和法制能够真正占主导地位。他支持其他委员会委员

提出的有力观点。他也认为时机已到，委员会应视

其编纂并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任务，选择第二种立场。

65. 卡姆托先生指出，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

女士是委员会成立以来任命的首位女特别报告员，

并祝贺她完成了出色的初步报告。关于如何处理手

头的专题，他已于 2011 年指出，委员会平衡两种需

要：一方面需要确保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

需要打击有罪不罚。从报告第 27 至 34 段可以看出，

报告员显然抓住了该问题。关于方法问题，他同意

一些委员会委员的看法，认为编纂和逐渐发展，或

现行法和拟议法应密切关联，尽管他有时难以领会

彼得里奇先生所说的逐渐发展和拟议法的微妙区别。

66. 他主要想讲三点。首先，就方法而言，区分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无疑有所帮助，至少是从概念上

处理本专题的一个基本方式，但很快就会看出，该问

题比这更为复杂，这种区分不总能站得住脚。很多情

况下，这两种豁免有重叠之处。其次，豁免权显然属

于国家。但在属事豁免上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属人豁免

上不一定显而易见。在属事豁免上久已确定的一点

是国家可取消豁免，但国家能否取消三人组的豁免？

第三，程序问题是本专题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报

告员认识到并在报告第 69 和第 70 段中简要提到了

282 F. Frankfurter，“对阅读法规的一些思考”，《哥伦比

亚法律评论》[ 英 ]，第 47 卷，第 4 号 (1947 年 5 月，第

527–546 页，详第 529 页。关于杜加德先生的发言，见《2011
年……年鉴》，第一卷，第 3086 次会议，第 31 段。

这一点。这方面，科洛德金先生在第三次报告 283 中所

做的分析值得委员会充分关注。豁免是否为必须的，

即法官被要求必须实行的，即便豁免的受益人没有援

引这一手段，这是一个问题。国际法院显然这样认为，

但有些国家的判例法不支持这一原则。他提及根据

瑞士和法国的判例法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几年前关

于收回蒙博托的资产的决定 284和近期涉及三位非洲国

家元首的所谓“非法所得”事件的决定。有关案件中，

巴黎检察官办公室收到“透明国际”和律师公益组织

“夏尔巴人”的投诉，称三位非洲国家元首滥用和挪

用公款，钱款藏在法国的银行，有关人员以这种方式

获得了大量财产。巴黎法庭的调查法官以没有诉讼

权利为由驳回了投诉，巴黎上诉法院 2009 年的决定

也支持这一决定。但 2010 年 11 月 9 日公布的决定中，

最高上诉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决定，下令重新调

查该案。285 涉案人员的律师并未直接或原则上援引涉

案国家元首的豁免。无论如何，从法国最高上诉法院，

也就是法国最高级别的法院的决定可以推出，援引

豁免不具有强制性。那么是否应在诉讼开始时援引

豁免，尽管与在诉讼程序后期援引豁免相比，这样

可能损失一些好处？这是特别报告员可以处理的问

题之一。她为拟定第 72 段中的工作计划所做的努力

值得赞赏，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些专题具有复杂性，

并且随着委员会内部讨论的发展，最初制定的计划

总会有所调整。

67. 最后，对初步报告提出的、麦克雷先生在发

言中有精彩论述的原则和价值进行讨论是不可避免

的。但如迈克尔爵士所言，这种讨论不应太抽象。除

非专门在可能的条约规定、判例法以及一定程度上在

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否则探讨本专题没有用处，

诺尔特先生和麦克雷先生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也

不支持麦克雷先生提出的立场，即有时有必要将国

际法院一些法官的个别或反对意见与法院的决定置

于同等地位，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有些过分。

下午 1 时散会。

283 《2011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46 号文件。

284 见“瑞士冻结蒙博托资产的年表 (1997–2009)”，关于

归还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政治人物的资产的联邦法律草案，

附 件 2(www.admin.ch/opc/fr/federal-gazette/2010/2995.pdf)，
2010 年 4 月 28 日。

285 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进展的信息，见 www.trans-
parency-france.org/ewb_pages/div/Chronologie_Biens_mal_
acquis.php(仅法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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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6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贝思德·尼豪斯先生(副主席)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

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

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诺

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

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 )

[议程项目12]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代表的来访

1. 主席欢迎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 ) 的代表，Tchikaya 先生和 Getahun 先生，

并邀请他们发言。

2. Tchikaya 先生 (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首

先转达了未能够出席委员会会议的非洲国际法委员

会主席 Adelarus Kilongi 先生的最好祝愿。然后他说

能够在国际法委员会发言是非常荣幸的，因为国际

法委员会在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他将着重谈论两个问题：建立非洲国际法委

员会的原因以及其工作方式。

3. 2009 年 2 月 4 日，非洲联盟成员国在非洲国

家独立 50 周年之际通过了《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规约》。然而在 2005 年通过的《非洲联盟互不侵犯

与共同防御协议》内已提到要设立该委员会。2009
年 7月，选出了委员会 11名成员，其中包括 1名妇女。

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有两方面：从非洲着眼点参与有关

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各项活动；向非洲联盟的成

员国以及其法律事务政策机构提供咨询。在后一个着

眼点，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不同于其他国际法委员会。

4. 根据《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5 条第 2 款，非

洲国际法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设立。基本

上，它以两个方式运作。首先，在向其提出一般法律

问题供其审议时，它遵循国际法委员会同样的方针：

委任一名报告员，该报告员进行研究并与成员国家

磋商，起草供全体委员会审议的初步报告，再由非

洲联盟最高行政机构核准，随后转交给非洲联盟大

会，后者由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组成。第二，当另

一个机构向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就具体的法律问题征

求咨询意见时，将举行私下的或者往往广泛的讨论，

深入讨论该问题的方方面面；若有必要，进行投票。

5.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自 2010 年开始工作以来取得

了重大的成就。除了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请

求下于 2011年 5月19 日通过其议事规则之外，委员会

就利比亚的局势的各方面，以及根据安全理事会分别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和 3月17 日通过的第 1970(2011)和
1973(2011)号决议的范围、法律问题及其下联合国与非

洲联盟成员国的义务发表了法律观点。

6. 此外，由于已授权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主动地

发表意见，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前此会议上讨论

了马里局势。已为此目的委任了一名报告员，并开

始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

7.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因若干原因而独具特点如

其成员有限，但它能够主动地就其认为特别重要的

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问题有：非洲海盗行为；批

准程序的统一化；边境争端；国家官员的豁免；《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

2010 年在坎帕拉举行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时，加纳政

府要求从法律基础之上对施加于非洲的奴隶制和其

他损害的赔偿进行研究。

8. Getahun 先生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说，

由于非洲联盟的首要目的之一是非洲大陆的统一，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职责的一部分是通过研究促进国

际法在非洲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使非洲决策者能够

统一法律并修订自非洲团结组织 1963 年成立以来存

在的各项条约。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直接

与维持非洲和平与安全有关，因为正如 Tchikaya 先

生所指出的那样，其基础是《非洲联盟互不侵犯与

共同防御协议》。

9. 目前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涉及其最近的

成立工作，其中包括最后完善其工作方式。委员会* 续自第314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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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一些成员被调往其他更高的职位；一名成员

已被接替，委员会将于 2013 年 1 月再次举行选举。

10. 根据其《规约》，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

优先事项之一是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已经根据非

洲联盟首脑会议有关实施《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的决定对官员的豁免问题进行研究，并对一些国家

针对访问欧洲的非洲官员采取行动进行关于普遍管

辖权的研究。

11. 正如 Tchikaya 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还受权发表法律确信。尽管它已经发表了

一项法律确信，但还没有最后确定法律机构向其征

询和处理法律咨询意见的方式。

12. 教育和宣传国际法也是一项首要优先事项。

已经完成了一些研究，一项成果是为在非洲实施《非

洲联盟保护和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的法律草

案。

13. 根据《规约》第 25 条第 3 款，要求非洲国

际法委员会为在非洲大陆促进国际法方面的合作，与

国际法委员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建议，作为建

立正式合作框架的第一步，委员会应选择一些成员

出席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届会以及届会期间的活动。

可为交流研究和出版物资料和邀请其他机构的成员

组织联合活动，例如研讨会等作出安排。

14. 应该注意的事项是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安排，

以确保两个机构秘书处之间的良好关系。非洲国际法

委员会并没有其本身的秘书处，只在 6 个月前委任了

一名秘书。但是，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并没有如同国际

法委员会那样的资源，虽然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与联

合国秘书处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但与国际法委

员会秘书处另外安排将有助于其得益于后者的经验。

15. 特拉迪先生说因其在 2008 年参与了非洲国

际法委员会《规约》的谈判，因而欢迎非洲国际法

委员会代表特别令他高兴。然而他想提出一些意见。

首先，因为在《规约》中明确表明了国家实践的重要

性，因而很想知道当非洲联盟成员国的国家实践不

符合《规约》时，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将采取什么方针。

例如，成员国可能在非洲联盟大会上通过一项决定，

但在其他论坛或者甚至在其国内的立法中对法律的

实质和方向采取不同的立场。此外，由于提到将统一

批准程序作为一项优先事项，他不清楚大会有关批准

文书的决定如何与成员国不同的宪法条款保持一致。

就提到的其他一些研究专题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

况，例如边界争端和条约的实施与解释。他询问非

洲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策划了一

个战略。

16. 第二，他想知道是否公开宣传了非洲国际法

委员会的工作，因为除国际法委员会之外，其他机

构对其工作也同样感兴趣。

17. 最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不同于国际法委员

会的工作方面之一是它能够向非洲联盟的政策机构

和成员国提供法律咨询。在这方面，他不清楚非洲

国际法委员会与非洲联盟法律顾问办公室之间存在

着何种关系。

18. 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说尽管其

曾经参与起草《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规约》，但从

刚才的介绍中更加了解了委员会的建立情况与任务。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具有非常广泛的职责，特别在提供

法律咨询方面，显然带来一些问题。事实上另一个

问题是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能主动发表意见，包括就有

关诸如边界争端和其他机构提到的政治事务等敏感

问题发表意见。然而，他赞赏委员会至今所作的努力。

19. 尽管如此，他确实希望了解非洲国际法委员

会如何在编纂与逐渐发展国际法和牢记非洲视角这

两者之间兼顾平衡，特别在发表法律确信与主动选

择论题方面。

20. 村濑先生说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与亚非法律协

商组织 ( 亚非法协 ) 看来享有共同目标，即将传统

上由西方国家统治的国际法转变为更加面向亚洲与

非洲国家的国际法律秩序。最近在阿布贾举行的亚

非法协年会上讨论了国际法委员会已审议的问题。

他建议，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应该与亚非法协建立紧

密的工作纽带以便避免重复劳动。比较理想的做法

是今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与亚非法协的代表能够同

时访问国际法委员会。

21. 他询问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如何设想在非洲联

盟框架之外实施方其工作结果，因为在《规约》内

并没有提到该可能，而国际法应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这方面他希望了解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与第六委员

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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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chikaya 先生 (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说

特拉迪先生强调一个在非洲国际法委员会 2010 年首

届会议上变得非常明显的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

同的法律方针。这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没有任何案例法在其编纂工作中

指导它。因而它努力依据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旨在确

保实现非洲联盟成员国协调一致的讨论的结果来寻

找解决办法。

23. 他指出，就协调批准程序所进行的研究表明，

不仅在国内批准程序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而且各

国和各国政府就国际权利普遍存在不同意见。在非

洲联盟签署和谈判的所有协定中将近三分之一尚未

批准，这显然是一个很有问题的现象。调查结果表明，

各国在签署之后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批准条约，

这些原因包括政府或态度的改变，对国际法的了解

和条约案文的严格性质。由于非洲联盟所运作的政治

与法律融合的总前提，这成了特别令人关注的局势。

各国采取不同的方针已经成为必须容忍的事实状况，

然而必须提醒各国其有职责批准已签署的条约。

24. 他同意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各项活动需要更

好地予以宣传。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网页目前正在

建立过程中。因而在此期间，比较可取的是通过非

洲联盟的网页获取信息。

25. Getahun 先生 (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就特拉迪先生有关国家实践的问题发言，他说非洲

国际法委员会已在其《规约》的一个领域内找到了

其工作的指导，即授权委员会通过汇编和出版国家

实践的文件，“考虑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容易获

得的机制”。286 然而，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仍然处于制

定其工作方式的阶段，他促请国际法委员会能够容

忍这点，并尽可能的支持非洲国际法委员会。

26.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负责制定其工

作方式，包括有关宣传其工作的方式。但是非洲国

际法委员会不清楚在其文件中有多少应该公开，因

为一些文件是针对非洲国家与政府首脑的，大会应

决定是否此类文件应该公开发表。

27. 关于法律确信问题，他指出非洲国际法委员

会没有被授予提供法律咨询的任务，其任务是就非

286 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第十四届常会，2009 年 1 月 16 日

至 30日，《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规约》(EX.CL/478(XIV)a)，
第 6 条，第 13 款。

洲联盟感兴趣的事项拟定法律研究报告，在此类研

究中，它倾向于采取较为学理性的方式而不是解释

性的方式。就对利比亚事项发表意见而言，委员会

一些成员对委员会被征求意见的方式并不满意：似

乎一些请求方已经预料到可得到一个其可用来支持

某一具体政治立场的结果。从那个方面来看法律研

究的拟定使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看上去更像一个法律

部门而不是一个提供独立观点的学术性的专家机构。

他还指出，要求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提供观点的问题

数量庞大，到了影响委员会工作能力的状况。发表

法律确信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反映一个非洲视角。

28. 关于村濑先生提出的关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

的工作如何用于非洲联盟框架之外的问题，他说，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所发表的意见能够帮助非洲

国家加固他们对联合国内各种问题的观点，鉴于非洲

在该组织内代表了最大区域集团之一，这是重要的。

29. 瓦科先生欢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建立，这

将鼓励对国际法问题的“非洲解读”。国际法并不

限于非洲，而是全球性的事务，非洲国际法委员会

的工作将加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因而

他希望非洲机构成员的目前访问将能带动一批。事

实上，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处于较之国际法委员会本

身更好的地位来确定有关国际法问题的国家实践，

因为国际法委员会本身往往在征求各国信息与意见

方面遇到困难。而且，国际社会本身确实正在全球化，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确定国际法的趋势方面提供的

贡献将是非常有用的。

30. 关于普遍管辖权的问题，例如他提到在其第

十一届常会上，非洲联盟大会希望国际法委员会能

够讨论这一论题以期帮助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对其加

以发展。287 他希望，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能够作为优先

事项讨论这一论题，因为对严重国际罪行采取国际

统一的做法比通过国家标准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有效，

因为国家标准往往更为政治化。

31. 关于发表法律确信的问题，他承认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规约》授予这项任务；然而他希望知道

287 见非洲联盟大会第十一届常会，2008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埃及，沙姆沙伊赫，“决定、宣言、致敬和决

议”(Assembly/AU/Dec.193-207(XI)，关于关于滥用普遍正义

原 则 的 委 员 会 报 告 的 第 199(XI) 号 决 定 (Assembly/
AU/14(XI))；可从以下网站获取：http：//au.int/en/decisions/
assembly-african-union-eleventh-ordinary-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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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这方面如何不同于非洲司法与

人权法庭。他高兴地注意到，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

代表已经承认该具体任务的性质有问题。

32.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的关

系可以在许多领域内加以改善，对若干论题进行意

见交流将是有用的。他促请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向国

际法委员会致送其年度报告，国际法委员会已经收

到诸如美洲法律委员会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等机构

的报告，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与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的工作相似。所有这些区域组织在逐渐发

展国际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33. 彼得先生也欢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代表的来

访，但又提出一项警告：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是一个

年轻的机构，因而可以更具冒险性。它不应仿效国

际法委员会，而应做其本身的工作；它可以确认非

洲能对委员会作出何种贡献。事实上非洲国家在国

际法的发展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其贡献绝大多

数未引起注意。例如，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是海洋系

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非洲国家发展的。争

端解决替代机制与真相和解委员会等国际人道主义

法方面也带有明显的非洲印记。

34. 他同意特拉迪先生的意见，即非洲国际法委

员会有责任鼓励非洲各国在其做法方面与国际法保

持一致。各国不能批准国际文书，然后决定不遵守

这一文书。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应在促进各国遵约方

面采取强硬的态度。

35. 他承认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所面临的种种挑

战。首先是资金，这对委员会的独立性是至关重要

的。一旦区域机构成立，不应该寻求外部资源向其

提供资金，尽管他注意到非洲联盟在支持其本身机

构方面现在做得相当好。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另一

个挑战是保持独立性，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这样做，

它能够赢得非洲和世界的尊重。

36. 卡姆托先生说，他希望了解非洲国际法委员

会的成员是如何遴选的；他还希望知道是否非洲联

盟的成员国都能够提议审议项目。他如能得到一份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规约》的副本将非常感激。

37. 关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他希望了解

特别报告员所做的研究成果采取何种方式：是否委员

会发表报告或者结论意见？他欢迎刚才提供的关于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将公布其工作结果的方式的信息，

因为这个信息对法律学者与国际法委员会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由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专

家机构，他询问其工作保密的必要性。

38. 国家实践在国际法领域非常重要。鉴于向国

际法委员会提供的非洲国家实践的为数寥寥，他不

清楚在需要得到此类做法的样例时，非洲国家是否

应对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更为主动。更笼统地说，他

不清楚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是否打算像亚非法协那样

研究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所包括的论题。

39. 最后，他和瓦科先生一样关注法律确信的问

题：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因为该项任务

似乎重复了非洲司法与人权法庭的工作，而非洲国

际法委员会已经有一个非常繁忙的议程。正如瓦科

先生警告的那样，始终存在着国家为政治目的利用

此类意见的风险。

40. 哈苏纳先生说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是与非洲国

际与比较法学会同时建立的，表明了非洲对国际法

的重视。他希望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也能够研究国际

法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并通过对这些论题的观点，

然后同国际法委员会交流。这样重要的合作将丰富

委员会本身的数据库。

41. 他注意到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议程项目之一

是审查各项条约。为何一些国家签署了条约，然而

并不批准这些条约，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

不仅仅是对非洲而言，而且对联合国都一样。他促

请非洲联盟通过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就这一论题与其

他区域和国际组织交流经验。

42. 最后，他注意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是非洲国

际法委员会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国际法委

员会的研究领域，国际法委员会力图避免政治问题，

认为政治问题可能在成员之间造成分裂。然而如果从

严格的法律观点着手，此类问题的审议能够导致争端

的解决，他有兴趣了解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该领域所

获得的成就。他促请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更为广泛地

包括非洲联盟在内，与联合国保持密切的协调，因为

联合国是负责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机构。

43. Tchikaya 先生 (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感

谢委员会成员对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提出问题。

他认为，自 1960 年以来适用于非洲的绝大多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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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是在该区域之外制定的；因而非洲国际法委

员会的存在正是因为事实上需要在国际法领域内有

一个与非洲现实相关的机构，并为非洲说话的机构。

44. 他谨向瓦科先生保证，普遍管辖问题目前正

在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内审议，并已委任了有关这一

论题的特别报告员。

45.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由各国提名，根据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所制定的标准确定其

是否合格。然后由非洲司法部长组成的执行理事会

举行投票。

46.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采取委员会成员讨论的报

告或研究报告的形式；然后由执行理事会核准，再转

交给大会通过。任何国家都可以提出供审议的论题；

然后由执行理事会和常驻代表委员会核准所提议的

论题。

47. 不存在为何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不能审议国际

法委员会议程上的论题的问题，特别是非洲国际法委

员会完全可能将其有关这些论题的观点转给委员会。

48. 目前正就在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网页上出版案

文的条件进行讨论，288 但许多文件已可在非洲联盟网

页上查阅。

49. 当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规约》起草时，不太

可能想到委员会在给予咨询意见时，委员会将侵犯

当时属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庭的管辖权。委员会

提供咨询的事实意味着存在着两个可以咨询法律确

信的来源。如国际法委员会那样，非洲国际法委员会

实质上靠近其创始组织。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非洲联

盟的驻地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而非洲司法和人

权法院的届会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阿鲁沙举行。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非洲司法与人权法庭与在海牙

的国际法庭的情况具有相似之处。

50. 就与非洲具体有关的问题，或者需要征求纯

粹的非洲意见，非洲联盟的各个机构应该寻求非洲

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是具有逻辑性的。

51. 彼得里奇先生欢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建

立，这是在非洲建立法制迈出了一大步，具有全球影

响。然而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与非洲国际

288 http://pages.au.int/category/special-pages/aucil。

法委员会具有不同的职责，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作为一

个新的机构应该明智地吸取国际法委员会 60 年来所

吸取的经验，但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个完全不同

的前提下运作，它还应该探讨新的途径。国际法委

员会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它的职责相对狭小——限

于编制和逐渐发展国际法。尽管这两个机构在这一

方面具有许多合作的机会，然而体制的合作多多少

少受限制于其不同职责的重大区别——即，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可以针对各别国家的请求提供咨询意见——

据此，其工作具有极大政治含量。

52. 国际法委员会代表了世界所有的法律系统。

8 名来自非洲的委员会成员对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

作出了重大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因而他想弄清是否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还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促进确保来

自非洲的想法编入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之内。非洲

国际法委员会可促进普遍的国际法发展的两个方式

是积极支持国际法委员会的非洲成员，鼓励非洲国

家更加迅速地对其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

53.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同意彼得先生的意见，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必须独立，非洲应对国际法领域

作出更大贡献，因为非洲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实力的

大陆。南美洲已经产出卡尔沃主义，为什么非洲不

能产生相似的东西？如村濑先生所建议的那样，非

洲国际法委员会与亚非法协持紧密联系较有益。在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亚非法协就专属经济

区的问题协调了非洲与亚洲国家的立场。它还为保

护内陆和处于弱势国家的权利和利益作了许多工作

并为确保平等分享深海床开采作了许多工作。

54. 非洲如果具有和平和内部稳定，将能最佳地

保护其利益。因而他促请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在非洲

推动法制，作为预先制止滥用普遍管辖权的手段。

如果非洲国家能在其本身的法庭充分起诉各种罪行，

国际刑事法庭就没有必要干预。为此，他欢迎有报

告表明塞内加尔政府愿意在非洲联盟的帮助下在其

法庭内起诉前乍得独裁者 Hissène Habré。

55. Getahun 先生 (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说

他同意吉滴猜萨里先生有关普遍管辖权的评论意见；

尽管有必要避免将非洲官员政治化和受害化，同样

重要的是应在非洲大陆打击有罪不罚。非洲国际法

委员会因而应集中努力打击有罪不罚，鼓励由国家

法庭进行起诉，并在区域一级行使司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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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中并没有出现

过“咨询性意见”的术语。委员会的意见不能与法

庭提供的咨询意见相提并论。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是

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帮助非洲联盟的其他机构制

定政策。为此目的，它从事对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

有兴趣的法律事项的研究。

57. 根据非洲国际法委员会《规约》第 11 条，

由执行理事会秘密投票选出委员会成员。然后将该

项决定提交给大会供其最后核准。每个成员国最多

可以提议 2 名候选人。在遴选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

新成员时，将考虑地域分布与性别代表性。

58. 并不真正存在非洲国际法委员会仿效国际法

委员会工作的危险，因为其历史与职责完全不同。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如果要履行其职责必须创新。加

强非洲对国际法的贡献最佳的方式不仅仅是在非洲

国际法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进行合作，并且

还可以通过非洲国际和比较法学会的会议以及各种

各样其他机制，例如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会议。

59. 这两个委员会具有不同的议程，但可能存在

重叠领域。例如，他向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提交了一

份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示范法报告。为了界定“灾难”

的术语，他所咨询的资源之一是国际法委员会特别

报告员关于保护灾难中的人的报告。尽管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并没有系统地征引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但仍不时地利用其案文作为来源。

60.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它所产生的研

究报告不太可能会使国际法支裂破碎，相反将为非

洲提供一个机会，通过采取代表不断激进的逐渐发

展的准则积极对国际法的许多领域做出贡献。其中

一个例子是《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

者公约》(《坎帕拉公约》)。在联合国一级是不可

能通过如此具有约束力的文书的。另一个例子是《非

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该章程向国际法引入

了一项原则，即必须拒绝对政府的非宪法更动 ( 第 3
条第 10 款，和第 23–26 条 )。

61. 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正在努力通过填补在区

域一体化、协调各项法律和规范某些活动方面的空

白——换言之，正在为给非洲合众国奠定基础着手进

行一切必要的工作，从而促进非洲国家一体化。非

洲国际法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各种程序得以使其成员

能够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出版之前阅读这些报告。

一旦这些报告正式通过将成为委员会的报告。

62. 本届会议所提出的问题数量表明有许多问题

可由两个委员会来讨论。他很高兴已经发起了这一进

程，但今后需要更为经常的，有条理地讨论各种观点，

而非讨论资源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的评论意见将转

达给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他希望国际法委员

会的成员将出席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

63. 主席感谢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的代表的来访，

并感谢他们就加强两个委员会之间关系的方式提出

了建议。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 )

(A/CN.4/650 和 Add.1，A 节，A/CN.4/654)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 )

64. 格沃尔吉扬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在其任命后

不久就提交了详实的初步报告。委员会与前一任特

别报告员已经就这个论题作了大量重要的工作。委

员会进一步开展的审议将遵循前任特别报告员对现

有做法与理论的彻底分析。委任新的特别报告员不

应使委员会改道移辙，因为无视以前的工作将会毫

无意义地浪费资源。

65. 关于报告内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他就方法

学而言，他支持划分属人理由的豁免与属事理由的

豁免。幸运的是委员会就这一事项已有共识。划分

这两类理由将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主题，考虑

每个类别的具体法律制度。他同意福尔托先生、诺

尔特先生和迈克尔爵士的意见，即报告的第 57 段太

多地论述了国家官员免于外国刑事豁免的“职能性”。

正如墨菲先生和其他发言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国家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重要原则也支持豁免。

应从这方面来看属事理由的豁免的职能性。

66.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委员会应采取

一个按部就班的方式。将问题分成各个小组，一步

一步地处理将不会妨碍委员会获得一个整体情况或

者导致不清楚要采取的方向。

67. 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应采取一个公约条款草案

的方式。因为这是一个难以用准则或通过“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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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因而别无其他选择。朴先生提到了《联

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他是个触动。

迈克尔爵士认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国家批准该《公约》

使其生效是因为国内批准程序极其复杂的事实，但

与迈克尔爵士不同，他个人认为，这是由于事实上

《公约》涉及了对许多国家而言是极其敏感的事。

他不清楚是否有政府会正式认为国家是绝对豁免的。

尽管普遍同意国家豁免在性质上是职能性的，但国

家都担心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文书的缔约方。委

员会置身于一个微妙的局势中，因为它正在处理一

个既涉及职能性又涉及非职能性的困难主题。

68. 在可能限制豁免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在其

报告中多次提到 ( 例如第 29 和第 60 段 ) 有必要牢

记与接受“国际法有关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的新方面”

以及“有限豁免的趋势”( 第 29 段 )。确实，显然

已经出现了限制豁免的趋势，这反映在国际法庭的

存在及其行为，尽管在纽伦堡法庭与新近建立的各

国际刑事法庭之间存在着长期空白。在向国家法庭

提交案件时，可以觉察到相反的趋势。在西班牙、

比利时和联合王国试图起诉外国国家元首时，采用

了限制那种可能性的国内立法。

69. 就一般的趋势而言，国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

豁免案的裁决维持了现有的国际法律规则以及法院

在若干年前有关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和刑事

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所采取的立场。国际法院

的裁决对委员会今后有关这个专题的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

70. 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那样，委员会须以

论题的某些价值为前提 ( 例如国际关系的稳定和打

击有罪不罚等的价值 ) 提出对这一论题的审议。尽

管在政治和哲学层次这是复杂的价值，在法律层次

更是极其复杂。“没有和平就没有正义”说起来容易，

但这条普遍真理并非永远得胜。当然他同意这一观

点，但是将理论付诸实践可能困难。委员会需要微

妙地兼顾这两者。

71.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意味着豁免刑

事诉讼程序，但并不是豁免某一外国的实体法，更

不是豁免该官员所服务的国家的法律。因此，豁免的

存在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对一个高级官员在国家一级发

起或者进行刑事调查和诉讼。当然，享有豁免的官员

所服务或者曾经服务的国家在其将受到国外法庭起诉

时，总会面临一个严重的困境，即其是否应该就国家

元首被告的行为提出豁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将成

为国家本身的行为，并具有所有其所包含的后果。

72. 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第 63 段提出的

提议，即委员会应考虑是否属人豁免应该扩展到三

人组之外的人的问题。该圈子肯定应该扩大，并不

是通过　列入所有有关的人员，而是建立一个特殊

的类别。就属事豁免而言，委员会应寻找确定构成“官

方行为”的客观标准。

73. 至于是应从编纂还是从逐渐发展方面处理这

一论题，他同意墨菲先生的意见，即制定拟议法规

则是非常严肃的法律政策事项，需要采取格外仔细

的方式；他也同意黄先生和迈克尔爵士的意见，即

委员会必须非常谨慎地在该方面逐渐发展国际法。至

于委员会是否应为逐渐发展而审议这一论题，第六委

员会和委员会内都没有统一意见，因而如报告所建

议的那样较为明智的是开始编纂现有的国际法规则，

然后再开始着手对“灰色领域”或者对没有充分规

范的但已经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或者广泛同意的问题

进行逐渐发展。

下午 12 时 40 分散会。

第 3147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

莱多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

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

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

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

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

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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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完 )

(A/CN.4/650 和 Add.1，A 节，A/CN.4/654)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完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新任特别报告员关于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初步报告。他请埃斯

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总结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2.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感谢各委员对初步报告表示欢迎，并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她建议先总结对实质性问题的交流情况，

然后才探讨工作方法和工作计划。

3.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委员同意应维持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之间的区别，同时承认两项豁

免各有各的功能，其基础是为了维持各国主权平等

和稳定的国际关系。对于一些人来说，最高级官员

或国家官员享有属人豁免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代

表国家甚或个人体现了国家，但至少有一个委员对

这种说法表示异议，理由是，国家人格化的概念当

今已不符合以人民为基础的国家主权原则。

4. 关于属人管辖权，若干委员同意应仅限于对

下列 3 种人适用，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然而，有些人对允许外交部长享有豁免表示有保留，

反之，其他一些人则不排除负责外交工作的其他政

府高级负责人享受豁免的可能性。但是对适用范围

扩大本身亦有人表示保留，因为难以就依每个国家

的国内法行使职责的人员进行分类。无论任何，大家

都同意，开列名单的办法行不通，最好是界定除了

上述 3 种人之外，可能享受属人豁免的标准，豁免

的扩大适用也可以只限于在特定时间或情况下适用，

如适用于特殊任务。关于属事豁免，许多委员认为，

在确定受益人时主要的考虑标准是行使的行为是不

是“官方”行为。此外，用“国家官员”一词来指

定受益人似乎获得大多数的支持。

5. 官方行为概念本身引起特别关注，一些委员

认为，它不仅涉及属事豁免，还涉及属人豁免。有

人指出，官方行为必定是以国家名义行使的行为，

并且是在授予其官员之一的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大

家都同意，有必要就官方行为下定义，以确定豁免的

适用范围，但定义本身具有争议。因此，我们必须看

可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官方”行为。在这方面，

一些委员建议使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

款和《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289 的标准，

但其他人反对搬用这些标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即非法行为或越权犯下的行为是否属于官方行为类

别类。最后，有人提议以区分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

行为为基础，甚至可考虑以行为者可能须承担刑事

责任的以官方名义执行的管理权行为为基础。

6. 引起最激烈的辩论的主题肯定是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可能例外情况，尤其是在犯下国

际罪行的情况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行为不可能

适用豁免，因为它违反打击受当代国际法谴责的有罪

不罚现象的工作。因此，有必要确定哪些罪行不适用

豁免，可能根据其严重程度来考虑；但很多委员认为，

在当前情况下，这一标准毫不相关。特别报告员认为，

无法适用豁免的罪行，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认

为是特别严重的和影响极大的罪行，如种族灭绝罪、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7. 在一般情况下，似乎难以忽视国际法关于个

人国际刑事责任的最近趋势。一位委员指出，如果

我们在决定国家豁免例外情况时无视国际罪行，而

以商业问题的考虑来决定国家豁免例外情况，这是

无法接受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条约制度，如《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确认可能例外情况是没

有什么用处的，但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表明了委员

会不能忽视的趋势。在任何情况下，应该以审慎的

态度来探讨例外情况问题，要考虑到各国的实践以

及委员会早期的工作。

8.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提到当代国际法的价

值观和原则的提议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许多委员

认为这种方法非常有用，以便在一方面维护各国主权

平等和稳定的国际关系的愿望，与另一方面打击有罪

不罚现象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但其他另一些委员

相反则认为，根据元法律要素和国际法律秩序“趋势”

进行分析是不恰当的。一位委员建议提到“法律政

策”。但总而言之，没有人明确反对考虑到这些价值

观和原则；比较麻烦的是辨认的问题。在这方面，委

员会中出现了两大趋势；对某些委员而言，有关的价

值观和原则完全是主权国家平等、领土完整和稳定

的国际关系，豁免要保护的正是这些价值观和原则；

对其他一些委员而言，同样的原则和价值观必须结合

289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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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更新的原则和价值观，因为它

们已形成不同的国际法准则，特别是如打击最严重国

际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的意愿。与此同时，在这方面，

国家主权从法律层面来看是受到豁免限制的，这点也

应考虑到。

9. 总之，无限制地援引现有价值观和原则——

严格限于法律方面并考虑到它们在国际法律秩序中

的地位——被共识通过，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欢迎。

但是，在这方面也应以国家实践、国际准则和国际

法的演变为依据谨慎行事。特别是，我们必须坚持

整个国际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和原则。这绝不是如

一位委员所担心的引进“西方的价值观”。总而言之，

似乎没有人主张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排除在应考虑

的价值观和原则之外，鉴于委员会代表着多种文化

和法律制度，这特别重要。

10. 几位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分析国家责任

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的建议，以及其对豁免的影

响，包括国家豁免与个人豁免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

有些委员赞同将国际法院就国家的管辖豁免案 ( 德

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 ) 的判决作为基础，但

也有委员认为该项判决与国家官员的豁免无关。

11. 许多委员重视豁免的程序方面，他们都一致

认为，应该要审查程序问题。但是，对于审查的最

佳时机有意见分歧。即使多数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

的建议，即首先集中审查实质性问题，但其他一些

委员则倾向于及早审查程序问题，而不必区分豁免

的实质性方面。

12.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两名委员提到有必要

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范围内，处理普

遍管辖权问题，并见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共同委托

技术专家小组编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

13. 最后，特别报告员指出，如委员会的讨论表

明的，初步报告所讨论的实质性问题还远远未能达

成共识，但已对该问题进行有条理的思考，未来各

届会议将根据透彻的分析继续进行思考。

14. 特别报告员在谈到就方法和工作计划进行交

流的情况时回顾说，初步报告是一个过渡的报告，

其目的是提出她提议在这五年内的工作基础。若干

委员指出在这个阶段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性，并在

这方面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但是，辩论基本上仍然主

要集中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法和其直接结果，即工作

计划。一名委员对这一方法的中性提出质疑，坚持

认为它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实质性辩论。在这方面，

应表示异议，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是中性的，因为方

法的概念本身即在于为特定目的选择做法。因此，

议论委员会工作的目标和目的或就讨论的主题采取

的角度是否中立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就案文起草

工作而言，该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委员会的职责，

即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

15. 在委员会的辩论中，委员提出的关于工作的

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在涉及这一主题的方法中，国

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应占什么份量，以及应

优先分析现行法和还是拟议法。总而言之，委员同意，

不可能仅按这些角度之一处理这一主题。他们认为，

鉴于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委员会不能只坚持现行

法的规定，应继续发展法律。他们同意特别报告员

所采取谨慎的态度，即先着手考虑现行法，然后接

着才分析拟议法，同时要考虑到国际法的演变情况。

一些委员虽未质疑这种方法，但认为应避免在现行

法和拟议法之间和编纂和逐渐发展之间做出明确的

区分。他们强调，委员会不必说明编纂所涉的是什

么以及法律的逐渐发展所涉的是什么，因为它的任

务涵盖了这两个方面。委员会只需要提供一组达成

共识的条款草案。相反，一名委员认为有必要充分

区分现行法和拟议法；另外一些委员指出，委员会

工作未能足够精确地使用拟议法和法律逐渐发展的

分析概念。

16. 第二，委员们同意依靠前任特别报告员的工

作确定仍然需要重新回应的主要的争议点的工作方

法。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同意关于不同组问题应逐

一分开处理的建议。然而，有人指出，将待审议问

题过分分割处理可能会掩盖一些问题。第三，大多

数委员同意载于报告最后一章的工作计划以及四大

组要考虑的问题。有些委员并未质疑工作计划，但

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以交叉方式处理一些由专题

引起的其他问题。如上文所述，有些委员认为，专

题的程序方面起初应与实质性问题一并处理。最后，

委员们要求特别报告员说明采取的策略和工作时间

表。

17. 最后，关于今后的工作，首先初步报告第 72
段中所载工作计划和四组问题似乎仍然有效。一位

委员质疑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策略，尽管该段已明确

加以说明。其次，为了审查提出的问题，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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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将以国家实践、国际和国家判例、国际法有关的

规则和原则以及学说为依据。特别报告员将根据前

任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290和秘书处的研究 291以及委员会

的所有可能与本专题有关的工作，尽力提供一个“新

视角”，以解决未解的有争议问题。

18. 第三，将向各国提议具体的解决方案，更具

体地说，是向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

的当局，即包括法官和检察官提出。因此，特别报

告员建议在未来的报告中列入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协调和完整的条款草案。在这方面，

提议为检察官制订一份指南的建议似乎有点为时过

早，无疑，拟定一项给当局提供实务指导的条款就

够了。第四，法律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具有同等的重

要性——无论从现行法或从拟议法的角度来研究这一

专题。第五，关于工作时间表，特别报告员提出了

在本五年期间完成工作的可能性时，她估计条款草

案能够通过一读通过。要解决的问题既复杂又棘手，

委员会应考虑到各国的评论，然后才在二读中审查

草案，二读可快速进行。特别报告员认为，适当时，

可根据将来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情况修订工

作计划。无论如何，下一份报告将主要讨论初步报

告第 72 段第 1 和第 2分段中所列的问题。最后，一

些委员指出，在委员会的历史上，第一次，一名妇女，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对这方面的发展表示欢迎，

并希望委员会的组成今后能更好地反映国际法学界

的情况，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上午 11 时 55 分散会。

第 3148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290 《2008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01 号文件 ( 初步报告 )，《2010 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46 号文件 (第

三次报告 )。
291 A/CN.4/596 和 Corr.1 号文件 ( 文件可从委员会网站获

取 )。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

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

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

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

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292

(A/CN.4/650 和 Add.1，G 节，A/CN.4/653)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

1. 主席请迈克尔·伍德爵士 ( 特别报告员 ) 介

绍他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的《说明》(A/
CN.4/653)。

2. 迈克尔·伍德爵士 ( 特别报告员 ) 说，习惯

国际法规则形成过程的不确定性，有时被看作是国

际法的一个普遍弱点。对于那些试图贬低国际法重

要性，甚至否认其法律性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容

易攻击的目标。委员会对本专题的研究或许将有助

于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

3. 审议本专题的一个较为务实的原因，是为那

些虽然不一定是国际法专家但是需要适用国际法的

人，也就是国内最高和较低法院的法官们提供指导

( 而非规定 )。同样，一些投资案件的仲裁员对于如

何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可能缺乏本能的理解。除了

国际法院一些较短的声明，没有可靠的参照点，在

这种情况下向国内法官们解释为什么有些东西是或

者不是习惯国际法规则可能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对于主要在国内制度中工作，但可能偶尔会在日常

工作中面临国际公法的律师，提供指导也可能是有

帮助的。因此，他希望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将

有助于广大法官与律师。

292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将该专题纳入其长期工作

方案，并建议编写关于该专题的草案 (《2011 年……年鉴》，

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365 至 366 段，以及附件一 )。在本

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了

特别报告员迈克尔·伍德爵士 (见上文第 3132 次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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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的初步说明应与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

作报告 293 附件一一并阅读。后者载有讨论大纲，和广

泛的，虽然绝非完备的资料和著作清单。

5. 五年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在 2010 年和 2011
年讨论了关于在委员会工作方案中包括本专题的建

议。委员会现任和前任委员已经提供了一些非常有

益的意见。由于本专题工作是一个集体努力，他期

待着在目前的辩论中听到更多的意见。

6. 说明的目的是激起初步辩论。在前言后，特

别报告员列举了 2013 年报告中可能涵盖的七点初步

意见。这些意见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但每一个都应

涵盖在内。Ａ节提到委员会在 1949 年 294 和 1950 年 295

关于本专题的开创性工作。它几乎成为委员会的第

一项任务并且写入《章程》。这一非常实用的工作仍

然有意义，并构成联合国在国际法领域的许多出版物

的基础，包括编纂司编写的一些令人称赞的出版物。

7. 此外，还有可能从委员会其他专题的工作中

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当委员会主要从事编纂工作

的时候。多年来，委员会在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上

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委员会有双重任务，即

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他不能肯定会不会容易查

明委员会这方面的实践，但应作出努力。

8. B 节提请注意《关于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

形成的原则的伦敦声明》。296 在考虑委员会本专题工

作成果最后应采取什么形式时，这个声明可能是有

293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6 页。
294 秘书长提交的备忘录，“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容易获

得的方法和方式：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24 条所做的

准备工作”(A/CN.4/6 和 Corr.1 号文件，可从委员会的网站上

获取)。委员会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见《1949年……

年鉴》[英 ]，第 31 次会议，第 89 段起 (秘书处根据秘书长

提交的备忘录编写的工作文件 (A/CN.4/W.9)，转载于第 89 段

脚注 10)。另见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同上，第 35–36 段。
295 《1950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3116 号文件，

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第二部分，“使习惯国际法

的证据更容易获得的方法和方式”，第 24–94 段。另见 A/
CN.4/16 和 Add.1 号文件 (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24 条：

Manley O. Hudson 的工作文件 )，同上，第 24 页起。
296 国际法协会关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的 2000 年 7 月 29

日第 16/2000 号决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

的原则的伦敦声明》和随附的评注，见《第六十九届会议的报告，

2000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伦敦举行》，第 39 页 (可从国际

法协会的网站 (www.ila-hq.org/en/committees/index.cfm/cid/30)
获取)。另见全体会议上的辩论，第 922–926 页(同上 )。《伦

敦声明》也出现在第 712–777 页 (同上 )。习惯 (一般 )国际

法形成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最后报告载于第 778–790页(同上)。

意义的。这个声明有助于确定应或不应覆盖的问题

范围。然而，需要铭记《伦敦声明》是数年前起草的，

并且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国际法协会报告员和成员的

意见。委员会的结论是否会类似于 2000 年达成的事

项 ( 其中一些已被证明是有争议的 )，仍有待观察。

委员会还需要一如既往于研究其他工作，以全面处

理这个问题。

9. 该章 C 至 F 节涉及《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术语问题、习惯国际法的重要性和关于

习惯国际法形成的各种理论，比如应否区分“传统”

与“现代”方法。他希望委员会不过多地纠缠于理论，

而是主要侧重于本专题的实践问题。

10. 关于方法问题的 G 节，他强调了国际法院及

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的做法。除了看国际法院在方

法问题上都说什么，还必须审议它在特定案件中做

什么，在审议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时考虑或未考虑

什么。委员会也将研究其他各个国际法院和法庭以

及国内法院的实践。

11. 虽然关于习惯国际法形成的国家实践无疑是

广泛的，但可能不太容易查明，因为国家除非参与

诉讼，很少表达本国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它们在诉

讼中的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它们的实践，是一个

有意义的问题。委员会仍然应当争取确定各国何时

认为本国在法律上受国际习惯的约束。

12. 一些学者努力在一些特定领域查明习惯国际

法，他们的经验可以对委员会本专题工作做出显著

贡献。比如说，在这方面他想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在 2005 年发表的关于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研究

报告。297 关于习惯国际法形成的法律文献可能对这一

问题有启示。所有的基本教材都涉及到这一问题，

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专著和大量的文章阐述特定领域

规则的确认问题。关于实践与法律确信的关系，很

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正如这方面的著述者一样。

著述者有分歧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是否把声明作为

与法律确信相结合的国家实践，或仅作为法律确信

的提示。有些人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实践和法律确

信实际上不是两样必须分开论证的东西，而是可以

结合在一起的两项单独要求。这种不同的方法有时

导致类似的结果，但并不总是这样。

297 J.-M. Henckaerts 和 L. Doswald-Beck，《习惯国际人道

主义法》，第一卷 (规则 )和第二卷 (实践 )(联合王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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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说明》的下一章研究本专题的范围和可能

的成果。这些都是相关但不同的问题。如果大家普

遍认同他在第 20 至 22 段的意见，他将不胜感激。

如他在第 23 段表示的，他的初步想法是强行法的形

成和确认问题不真正属于本专题范围。

14. 他关于如何开展工作的初步看法载于《说明》

第 24 至 27 段。虽然他建议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可采

取一套结论加评注的形式，但准则可能会是同样适

当的术语。不管名称如何，结论或准则不应过分带

有强制性。委员会将不得不在有益的指导与过于严格

的规则制定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这将符合他在《说

明》第 3 段中总结的第六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将

不会起草一个“维也纳习惯国际法公约”，因为对

于保留一定程度灵活性的需要来说，这方面的公约

是不恰当和不合逻辑的。不应试图编写一个需要多

年工作的全面文本；如果可能的话，应当争取在本

五年期内完成本专题工作。

15. 他充分意识到本专题存在着固有的难度，需

要一定程度的谨慎对待。然而，对于一切在日常工

作中接触习惯国际法规则但不一定是国际公法专家

的人，成果应是相对简单、明确和易理解的。本专

题与条约法一样，是国际法次要规则的组成部分，

虽然主要和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十分清楚。

然而，说委员会正在审议的是次要规则，在于强调

这一任务不是确定实质性的法律规则。

16. 可以从各国政府征求一些资料，因为这将帮

助它们在早期阶段参与委员会的工作。这些资料可以

包括：第一，任何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的官方声明，

比如说在国际法院和法庭或审判过程中产生的或在

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议会作出的官方声明；

第二，任何揭示习惯国际法形成的国家、区域或次

区域法院的重大案件；第三，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

议 (2011 年 )报告附件一未列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任何著作和工作。298

17. 他鼓励委员会各位委员随时向他传递关于上

述事项的任何资料或意见。鉴于事实证明秘书处的

研究在其他专题上非常有价值，他建议应当请求秘

书处准备一份备忘录，介绍委员会以前所做有关本

专题的任何工作，并且揭示委员会对习惯法概念的

298 见上文脚注 292。

理解。他的《说明》最后一章的时间表是非常初步的，

有待 2013 年的下一届会议进行审议。

18. 村濑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供《说明》，但

说他已经在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对习惯国际法的形

成与证据专题表达了一些严重怀疑。令人遗憾的是，

在本届会议上，事实证明讨论无法超出已经列入讨

论大纲的问题，而这一国际法重要专题的许多新内

容本应得益于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委员会的部分工

作一直是审议某项特定规则是否已成为某一特定领

域的习惯国际法。例如，它目前正在审议是否或引

渡或起诉原则已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它也可以就

国家豁免的领土内侵权例外问题开展同样的工作；

这是国际法院正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审理的问题。

委员会的审议能够富有成果，是因为它每次都侧重

于一个特定规则。即使是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审

议整个习惯国际法，都将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并非

不可能的话。

19. 他对这一专题的批判态度源于他参与了国际

法协会的习惯 ( 一般 ) 国际法形成问题委员会。该

委员会用了 15 年 (1984 年 –2000 年 )研究这一议题。

如果特别报告员使用《关于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

形成的原则的伦敦声明》这一广泛的规范性声明，

作为其项目模式，这一项目将注定失败，因为它最

终只会陈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或者模糊不清。《伦

敦声明》的几乎每一准则都包含了一个但书或应急条

款。这或者是因为该委员会成员之间几乎没有就总

体立场达成一致；或者是因为在关于习惯国际法问

题案件的裁决彼此矛盾或者不符合一般理念，而他

们对此怀有严重的关切。因为缺乏明确性和条件性，

因此需要进一步解释所有的准则。如果这些准则成

为权威性、规范性的陈述，各国有可能感到困惑。

20. 如果有人主张必须遵循国际法委员会制订

的、预计涵盖整个习惯国际法领域的一套指导方针，

各国的法律顾问可能会惊慌。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威

和责任，但它不是国际法协会那样的学术机构。这

就是为什么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在 1998 年建

议委员会不将本专题列入议程。

21. 确定是否存在习惯国际法，主要是一个方法

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赞成为本专题拟议的标题。

“形成”是动态概念，意味着法律被看作一个过程，

而“证据”一词是静态的，依据的看法在于法律是由

一堆规则构成的。“形成”表示习惯性规则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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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树立的社会学过程。“证据”意味着时钟停摆，

并试图在那一特定时刻确定所适用的法律。不可能

同时谈论形成和证据而不带来方法上的一些混乱。

在工作组内，他曾建议委员会将本专题的范围只限

于习惯国际法的证据问题。

22. 也有必要决定委员会本专题工作是为谁而做

的。可以设想的对象有四个，第一是委员会本身。

1950 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二十四条编写

的题为“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容易获得的方法和

方式”的工作文件，299 完全是供委员会本身使用的；

因为在那个初始阶段，它对于鉴定适当的材料以作

为习惯国际法编纂的共同基础必不可少。1950 年文

件中包含了一个条约系列、司法裁决汇编等清单，

但没有太多的规范性内容，类似于导师给一年级法

学生的讲义。

23. 其他三个可能的对象，一是各国，特别是那

些立场带有主体性，需要解释和应用习惯国际法的

各个争端当事国；二是立场是主体间的第三方裁决

者，换言之，必须就一项争端做出裁决的法官；三

是愿意从客观角度考虑问题的不相干旁观者。必须

在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客体性的观点之间做出区分，

以避免混乱。

24. 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比较容易的方针，包括

审议各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判例法，委员会应当保持

谨慎，因为当一个国际法庭处理习惯国际法问题时，

主要目标是解决当事方之间的争端。为此目的，它

可能只审议数量有限的国家实践。一个写论文的学

生如果仅从世界一小部分国家引用证据，甚至将不

会从教授那里得到及格分，因为他的论文不是依据

各国的普遍实践，而这是在有可能说习惯法规范已

确立之前必须满足的标准。在特别报告员《说明》

第 18 段提到的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当事方德国和

意大利援引了 10 个国家实践的实例。国际法院没有

审查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实践。虽然好几个法官

在个别或不同意见中指出没有对其他国家的“沉默”

进行评估，但多数人的意见是可允许的，因为普遍

接受的推断是法院成员们懂法 (jura novit curia)，并

且因为他们的首要责任不是写一篇客观的论文，而

是在司法程序的主体间性的背景下解决所提交的争

端。换言之，法院主要关切的是当事方所主张的有

关规则的习惯法地位，从而做出裁决。因此，法院

299 见上文脚注 295。

在习惯国际法有关争端中的作用仅限于其司法职能，

并因此显然不同于委员会的作用；后者的工作是面

向整个世界的。

25. 虽然的确容易收集国际法院或常设国际法院

判例的有关段落，但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误导，因

为司法先例只覆盖国际法一个有限的领域。出于这

个原因，特别报告员应大力研究各国际法庭判例法

所未涵盖的那 95% 的国际法。

26. 虽然可以笼统认为习惯国际法是所有国家公

认的，但是必须铭记个别国家认可中所含的主体性

因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八条规定：

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成

为对第三国有拘束力之公认国际法习惯规则。

在联合国条约法大会上曾经有过一场大辩论，即“公

认”几字是否有必要，并且如果有必要，须由谁承

认规则的习惯法性质：第三国、一些其他国家还是

整个国际社会？

27. 个别承认或不承认习惯规范的极端形式，如

持续反对或单方面措施所体现的那样，引发了关于

习惯国际法的主要问题，包括对特别受影响的国家

的承认或不承认给予多少重视。这些问题应在适当

的范围内处理。可反对性概念作为一种创立新习惯

规则的媒介而起作用。

28. 他对特别报告员在其《说明》第 19 段中的

使用的“实证研究”表述有点困惑。就本专题来说，

委员会不应进行法律社会学性质的实证研究，而是

按乔治·施瓦岑贝格的《国际法的归纳法》进行归

纳性研究。300

29.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是一个非正式的过程。如

罗伯特·阿戈 301 指出的，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根据

定义，习惯国际法是不成文的规定。模糊不清是习

惯国际法的本质，并且很可能是其存在的理由。习

惯国际法有用，正是因为它模糊不清。因此，也许

更好的是让它继续模糊不清下去；在必要的情况下，

300 G. Schwarzenberger，The Induc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伦敦，Stevens and Sons，1965 年)。

301 除 其 他 外， 见 R. Ago，“Science juridiqu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6-II，第 90 卷，第 857–954页，以及“实证法

与国际法”，《美国国际法杂志》[英]，第 51卷(1957 年 )，第 691–
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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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之间就一个特定规则发生争议时，可由法院

澄清。

30. 鉴于本专题固有的难度和敏感性，他希望委

员会不要过于雄心勃勃。出于这个原因，他建议特

别报告员应采取一步一步的做法，并首先考虑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八条提出的问题。委员会可能

必须满足于开展一个适度的研究，以抽象的方式确

定固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不仅有西方学者，

也有其他地区学者的许多理论研究。因此，委员会

对本专题的审议应当基础广泛，体现世界各地的法

律文化多样性。

31. 墨菲先生说，按特别报告员建议而审议《国

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起草工作，确实

有用，尽管这当然需要审议有关《常设国际法院规约》

相应条款的起草工作。特别报告员还正确地强调：本

专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习惯国际法与国际法其他来源

( 可称为一般法律原则 ) 的区别。至于术语问题以及

可能制订有关术语词汇表的问题，他鼓励特别报告

员使用法律、法院裁决、出版物甚至宪法中经常出

现的“万国法”一词，并考虑努力澄清这一词与习

惯国际法的关系。

32. 虽然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给予理论一定关

注的建议，但他告诫大家不要陷入没有实际价值的

理论性区分的泥潭中。他希望特别报告员要特别注

意两个特定的领域。这两个领域非常重要，是因为

许多习惯国际法的分析不是确立全球范围内全部或

大部分国家的实际实践，而是使用某些替代物。首先，

习惯性规则的存在往往要根据国家通常在国际组织

框架内接受一个决议而进行推导。大多数的这样决

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它们是

否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证据。答案无疑基本上取

决于决议的内容 ( 包括是否真正体现了法律观念，

而不是政治倾向 )，及它在通过时和之后的接受情况、

它与国家实践是否一致。国际法院在以核武器进行威

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中的决定，在这

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其次，一个习惯规则的存在

经常是从广泛批准的条约所载规则中推断出来的；这

类条约旨在对非缔约国产生具有约束力的习惯义务。

虽然一项条约得到广泛批准可能表明存在着一个确

立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但是大概必须评估该条约的遵

守程度、不遵守的原因和非缔约国的实践。在北海大

陆架案与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

军事活动案中，国际法院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指导。

如果委员会的本专题工作有所成就地澄清上述两个

据称形成习惯的领域，将构成一个了不起的遗产。

33. 评估何时需要就习惯法的形成而特别关注某

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行为，可能有困难。硬币

的一面是“特别受影响的国家”概念；这些国家的

积极参与，对于一个特定规范的形成是必要的。另

一面是“一贯反对者”概念；它适用的情况是，即

使可以说规范已经树立了，但不适用于若干一直不

接受的国家。这些概念很重要，因为它们试图调解

国际社会的价值观与国际法上的主权。委员会应避

免破坏这些价值之间显然占主导地位的平衡。

34. 他同意最好不包括强行法概念的研究。虽然

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相关，但不是来自于国际

法的任何渊源，而是对这些渊源进行限制。此外，

它在证据、形成和分类方面也有本身的难题，不属

于本专题的范围。

35. 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在《说明》第 21 和第 22
段拟议的本专题范围。他认为本项目很大程度上是现

行法问题，委员会的目的是澄清关于习惯国际法的

形成与证据的现有规则，而不是提出新的规则。至

于本项目的形式，他赞成制定一套伴有评注的结论。

最后，他同意从第 27 段第一小段的脚注中所列国家

征求各种资料是有益的。

36. 由于特别报告员邀请委员会委员们协助他查

找有用的国家实践资料，他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他

所著并最近出版的《国际法原则》302 一书，载有美国

国际法实践的资料。随着越来越多有关国家实践的

资料出现在网上，特别报告员或秘书处在编制主要

相关电子数据库和互联网网站目录时可能用得上。

37. 特拉迪先生说，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本专题，

因为他经常想：当国际法律工作者，包括国际法院法

官，往往对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采取相互矛盾

的态度时，怎能期望国内法律专家理解习惯国际法？

在众多的国家制度中，习惯国际法被自动视为法律，

与条约相反；后者往往需要被纳入国内法。在共和

国诉德隆尚案中，麦基恩法官曾表示，“来自不同

国家实践”的法律“完全”是美国法律的一部分。

302 S. Murphy，《国际法原则》，第二版 ( 圣保罗，明尼

苏达州，West Academic Press，201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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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斯通对英格兰法律也有类似的评论。303 在一些

法律制度中，如南非，宪法规定了习惯国际法是本

国法律的一部分。因此他相信，委员会对本专题的

审议可以做出切实的贡献。

38. 在更具体地思考本专题时，他问自己：为什

么委员会在 1949 年第一届会议期间决定接手条约法

的编纂，但没有接手习惯国际法这一专题？ 304 条约法

和习惯国际法或许是国际法研究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值得问一问：为什么负责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

机构在 63 年的历史中，除了偶然提及，一直没有触

及习惯国际法形成的问题？他想知道是否本专题实

际上不适合委员会处理。尝试编纂以成文法所依据

的法律体系是一件事，试图编纂不成文法所依据的法

律体系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委员会不是从传统意义

上着手编纂。当委员会开始关于条约的工作时，它

对编纂条约法是否明智表达了保留，并且仅在 1961
年才开始进行真正的编纂。305 尽管这一变化对条约法

有意义，但是应当维护特别报告员为习惯国际法所

建议的行动。委员会绝不应考虑进行编纂工作。

39. 他强烈同意特别报告员说委员会工作的结果

应是一套伴有评注的结论或主张。为了恪守委员会在

上届会议确定的目标，他不赞成采取作出规定的方

法。对先于委员会存在的习惯国际法若干理论方法中

的任何一个，委员会都不应试图评估其相对正确性。

这样的努力不仅是在一个为实际工作者建立切实可

行指导方针的项目范围之外，而且鉴于他在参与委

员会工作最初八周中所看到的习惯国际法形成问题

上的不同态度，他担心其将会失败。

40. 在委员会审议条约随时间演变的专题过程

中，他说，条约的解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诚然，这不是一种人人赞同的观点，但或许是一个

程度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虽然特别是对于外行来说，

习惯国际法的变动性带有危险，但它的灵活性是一

303 据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说：“国际法……在这里完全被

普通法采用，并被认为是该国法律的一部分”(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in Four Books, Notes Selected 
from the Editions of Archibold, Christian, Coleridge, Chitty, Stewart, 
Kerr, and Others, Barron Field’s Analysis, and Additional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George Sharswood in Two Volumes，第四册，

第五章 (费城，JB Lippincott Co.，1893 年 ))。可从 http://oll.liberty-
fund.org/titles/2142#Blackstone_1387-02_801 获取。

304 《1949 年……年鉴》[英 ]，提交大会的报告 (A/CN.4/13
和 Corr.1-3 号文件 )，第 16 和 19 段。

305 《1961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4843 号文件，第

38–39 段。

种巨大力量和基本特征，应小心守护，不去触动。

它允许国际法，甚至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

第三款 (c) 项涵盖的条约法，与国家实践一起演变。

考虑到这一点，他敦促委员会开展工作时保持谨慎

和态度现实。

41.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国

际法的统一性与习惯国际法形成过程中伴随的一致

性。虽然并不反对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但他警告说，

这是委员会或许不应尝试解决的又一理论问题。不应

夸大这一问题。尽管依赖于同样的理论性实践进程

和法律确信来促进关于存在习惯国际法规范的争论，

但是，比如说，软法在环保习惯规范的形成上比在

诸如核裁军的法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委员会

确实打算阐明各国的趋势和实践，应当在研究实践

的基础上回答是否存在不同途径的问题；不应事先

排除它们的存在。

42.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关系到强行

法或国际法强制规范专题。他同意特别报告员说强

行法应排除在本专题之外，但他的理由不同。特别

报告员希望排除强行法，是因为在条约和习惯国际

法中都可以发现这类规范，但是习惯国际法规范同

样如此，也可以在条约中找到。即使在条约中找到

的强行法规范，其约束力的渊源也独立和高于条约。

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都依据于国家同意的理论，而他

怀疑强行法依据的是不同东西。强行法应排除在本

专题审议之外，因为它引起的复杂性完全不同于习

惯国际法所带来的。特别是，强行法的确认，不能

简单地以实践和法律确信来解释。此外，他还在委

员会听到了一些相当保守的国际法观念，并且怀疑

能否就强行法的各个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但他希望，

委员会将在以后决定处理这一古典又不失现代的概

念。

43. 他希望最后一提的是他所想的委员会本专题

工作核心：探索习惯国际法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相

对份量、确认、表达和描绘。他想知道，他先前表

示应小心守护的习惯国际法固有灵活性是否实际反

映在实践和法律确信两个要素之中。在他看来，研

究本专题应审议各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以及在

法院或外交论坛上表达意见的各国在何种程度上实

际上是依赖于这两个要素。

44. 在赋予这两个要素多少份量方面，国际法院

的不一致众所周知，有时即使在一个单独案件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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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显而易见。例如，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

案中，法院面临的问题是外交部长是否在习惯国际

法上享有豁免权？如果是的话，这一豁免是否有例

外情况？法院对两个问题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严谨标

准。对于第一个，法院采取了漠不关心和灵活的态度，

甚至没有提到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然而，在考虑

是否对国际罪行有例外时，法院审议了它所认定的

两个要素之中哪一个尚未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人们

已经观察到，在法院关于存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认

定与其尽职应用这些要素之间，有一个反比关系。

他希望委员会在阐述这一不一致的任何法律问题时

不会胆怯。

45. 雅各布松女士说，她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拟

议的专题为何重要的分析。成果对各国外交部的实

际工作者和国家案件的诉讼方可能特别有用。她也

同意委员会应旨在制订一套带评注的结论，作为工

作成果。

46. 然而，本专题提出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第一是习惯国际法形成的过程是否随着主权国家数

量的大幅增加而改变了。一般来说，各国越来越难

以对新规范的发展做出回应或反对；跟上世界各地，

特别是不同地区的法律发展实在是越来越困难。另

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区域实践与作为体系的国

际法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也可能在过去 50 年

发生了改变。鉴于这些变化，委员会也许必须仔细

考虑一国对某一特定发展现象保持沉默对于国际法

形成的后果。

47. 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单纯的国家实践与法律意

义上的国家实践之间的区别。各国可能出于政策问

题适用国际法，但是会因为与条约的冲突或其他原

因而拒绝接受特定的规范，实际上将国际法作为一

个大杂烩。因为政策原因而非因为法律确信而适用

国际法的做法，对解释问题提出了挑战。

48. 她支持关于由秘书处提供一份研究报告的建

议。她还认为，可以就这些问题接触各国，但需要

措辞小心。她担心，例如，特别报告员在《说明》

第 27 段第一分段的脚注中请求提供习惯国际法形成

问题的官方声明的建议，可能被曲解为询问它们对习

惯法本身的意见，而不是对习惯法形成的意见。她也

不赞成向各国询问各个国家机构正在做的相关工作，

因为以她的经验来说，各国政府根本无暇答复这样

的请求。

49. 她相信，委员会可以借鉴国际法协会 306 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 307 在研究中的错误。她的最后一个观

点是，委员会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不应损害国际法形

成方面的未来发展。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 )

[议程项目12]

国际法院院长的访问

50. 主席表示欢迎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先生，

并请他对委员会讲话。

51. 通卡先生 ( 国际法院院长 ) 说，他很高兴在

10 年后回到委员会，并感谢有机会继承这一合作和

意见交流的长期传统。事实上，这两个机构之间的

合作和相互协助将是他讲话的主题。特别是，他希

望强调法院最近一些依据于或者尤其是相关于委员

会工作的裁决。

52. 法院最近的判例法确认了这两个机构之间确

立了良好的互动趋势，并体现出委员会工作对法院

推理的影响。在法院 2012 年 7 月 20 日做出的或起

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 (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 裁

决中，这种互动显而易见。在这一案件中，比利时

指控塞内加尔的行为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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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义务。

比利时认为，塞内加尔作为乍得共和国前总统侯赛

因·哈布雷自 1990 年以来流亡的国家，没有响应比

利时的一再要求，确保哈布雷先生为其被控酷刑罪

而在塞内加尔受到起诉或被引渡到比利时。比利时

认为，塞内加尔因为不起诉哈布雷先生或将他引渡

到比利时受审，所以违反了《公约》第 5 条第 2 款、

第 6 条第 2 款与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义务。

53. 在这一案件中，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法律

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令人惊讶。比利时的诉状也

提到：根据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 308 第 42 条 (b)款 (i)项，或者至少根据第 48 条，

306 见上文脚注 296。
307 见上文脚注 297。
* 续自第3146次会议。
308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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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权请求认定塞内加尔违反《禁止酷刑公约》，

犯有不法行为。

54. 当审议比利时申诉的可否受理问题时，法院

在裁决中已触及这一点。塞内加尔反对受理这些申

诉，坚称比利时无权援引塞内加尔的国际责任，从

而指控其违反义务，不起诉或引渡哈布雷先生，因

为在有关行为实施时，哈布雷先生行为的据称受害

者无一是比利时国民。比利时对此没有提出异议。

55. 比利时在申诉中请求法院裁定并宣布它的申

诉是可受理的，并指出，“由于目前比利时法院的管

辖权依据的是乍得裔比利时国民提出的申诉，因此比

利时法院拟行使被动属人管辖权”(见判决第 65段 )。

在口头审理中，比利时称其“地位特殊”，因为它援

用《禁止酷刑公约》第 5 条规定的权利而行使管辖权，

并要求引渡哈布雷先生 ( 同上 )。比利时的律师在口

头诉讼阶段称：“根据《公约》，不论受害者国籍为何，

每一缔约国都有权要求履行有关义务，并且因此可

以援引不履行引起的责任”( 同上 )，从而进一步强

化了这一论点。

56. 法院注意到，双方之间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

歧，引发了比利时的诉讼资格问题。此外，比利时

的申诉不仅依据于身为《公约》缔约国，而且也依

据于“一个特殊利益的存在，使比利时有别于其他

公约缔约方，并在哈布雷先生案中赋予其一个特定

权利”( 第 66 段 )。在审议《公约》缔约国资格是

否足以让一国有权在法院要求另一缔约国停止涉嫌

违反《公约》的行为时，法院忆及，如其序言指出的，

《禁止酷刑公约》的宗旨和目的是“在全世界更有

效地开展反对酷刑……的斗争”。因此，法院指出，

《公约》缔约国凭借它们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

利益确保防止酷刑行为，并确保如果出现酷刑的话，

实施者不会逍遥法外”(第 68 段 )。在法院看来，因

此境内有被指控的《公约》违反者的国家必须根据《公

约》履行义务。法院认为：

“如果境内有被指控的罪犯，缔约国有义务对事实进行

初步调查，并将案件提交主管当局进行起诉，无论罪犯或受

害者的国籍如何或被指控罪行发生在何处”(第 68 段 )。

57. 依据著名的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

公司案 ( 比利时诉西班牙 )，法院把一个共同关心的

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个共同利益意味着有关义务是《公约》任何缔约国对

所有其他缔约国所负的。所有缔约国在保护所涉权利上都“有

合法权益”……这些义务可定义为“对所有缔约国承担的义

务”，意味着这些义务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履行对每一缔约

国都息息相关 (第 68 段 )。

58. 为支持本身的推理，法院对比了《禁止酷刑

公约》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认为前

者的有关条款类似于后者所载的内容。在这方面，

法院忆及：在 1951 年 5 月 28 日关于对《防止及惩

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的咨询意见中，它指出：

在这一《公约》中，各缔约国没有任何本身利益；它们

只有一个共同利益，即实现作为《公约》存在理由的那些高

尚目标 (咨询意见 [英 ]第 12 页 )。

59. 法院解释说，在实际意义上，这一共同利益

的存在，意味着《禁止酷刑公约》各缔约国有权要

求另一缔约国停止被指控的违约行为。它指出，如

果为此目的要求存在一个特殊利益，则在许多情况

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法院对

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的裁决明确指出：

《公约》任何缔约国都可援引另一缔约国的责任，以查明是

否违反了对所有缔约国承担的义务，比如《公约》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义务，并终止这一违约行为 ( 第 69
段 )。

法院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作为《禁止酷刑公约》

缔约国有资格就塞内加尔被控违反《公约》义务而援

引塞内加尔的责任，并且因此可以受理比利时依据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鉴于这个结

论，法院没有必要宣布比利时是否拥有可以支持其

申诉的特殊利益。

60. 在审议案情后，法院强调，“由于未履行《公

约》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义务，塞内

加尔已经引发了自身的国际责任”( 第 121 段 )。法

院也采取了一个与委员会工作相同的视角，强调塞

内加尔违反《公约》义务的行为具有持续性质，指

出塞内加尔“必须按照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而终止这一持续的非法行为”( 同

上 )，并毫不拖延地采取必要措施，如果不引渡哈布

雷先生，则将案件提交主管当局进行起诉”(同上 )。

61. 最近，2012 年 6 月 19 日下达的法院另一项

裁决是艾哈迈杜·撒迪奥·迪亚洛案 (几内亚共和国

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反映了委员会在国家责任领域

的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赔偿问题的裁决来自于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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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30 日关于同一案件的案情裁决。在 2012 年

对案情的裁决中，法院认定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两个不

同场合将几内亚国民迪亚洛先生拘留达 72 天 ( 判决

第 12段 )，从而违反了若干国际义务。法院的结论是，

几内亚未能证明迪亚洛先生在拘留期间遭受了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同上 )。此外，法院发现，迪

亚洛先生于 1996 年 1 月 31 日被驱逐出刚果民主共

和国，并在同一天收到驱逐通知 (同上 )。

62. 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裁决中，法院指出，

刚果民主共和国违反了其承担的一些人权公约的义

务，使迪亚洛先生受到伤害，因此必须向几内亚支付

赔偿金 ( 第 161 段 )。根据对案情的裁决，补偿的金

额是基于对迪亚洛先生非法拘留和在 1995 年至 1996
年驱逐而造成的伤害，包括由此对其个人物品造成

的损失。由于双方未能在规定日期前就赔偿的金额

达成协议，法院在 2012 年 6 月 19 日的裁决中处理

了这个问题。

63. 2012 年 6 月 19 日，法院在裁决中重申了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评注中所转载的

霍茹夫工厂案使用的标准，309 指出“国际法的一个原

则就是：对不法行为的补偿，可包括一个相当于受害

国国民因该行为违反国际法所遭受损害的赔偿”( 判

决第 13 段 )。

64. 为了评估关于赔偿的一般原则，尤其是关系

到非法拘留或驱逐出境造成的伤害时，法院参照了其

他各国际法院、法庭及委员会的实践，如欧洲人权法

院、美洲人权法院、伊朗－美国索赔法庭、厄立特

里亚－埃塞俄比亚索赔委员会和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65. 在这一诉讼阶段，几内亚要求赔偿四项损害，

包括一项非物质损害和三项物质损失：据称的个人

财产损失、据称的拘留和驱逐后的专业薪酬损失、

据称的潜在收益剥夺。在评估非物质损害赔偿时，

法院依据于与委员会关于补偿和国际责任的工作相

一致的案例分析和实例，认为“国际法承认的对一

人的非物质伤害，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第 18 段 )。

66. 在考虑相关因素和 / 或加重因素以指导其赔

偿决定时，法院采取了与委员会所持立场一致并反

映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评注之中

309 见关于第 36 条草案 (赔偿 )的评注，特别是第 (2)段。

和脚注 511，《200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13 页。

的方法。依据于各国际法庭丰富的判例法，法院的

结论是，“非物质损害的补偿额必须依据于合理的

考虑因素”( 第 24 段 )。最终，法院认为，85 000
美元将适当补偿迪亚洛先生所遭受的非物质损害 (第

25 段 )。

67. 关于评估据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应赔偿的迪亚

洛先生个人财产损失，法院再次以公平考量的概念

为依据，并参照了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的

判例法。在上述推理的基础上，它在这一损失项目

下判给几内亚 10 000 美元 (第 36 段 )。

68. 法院再次依据各国际法庭的判例法为其结论

提供支持，即因非法拘禁所致收入损失的索赔，被

视作补偿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收入损失额不能精

确地计算而必须估计。但法院最终认为，“几内亚

未能向法院满意地证明迪亚洛先生遭受职业薪酬损

失是非法拘禁的结果”(第 46 段 )。

69. 关于迪亚洛先生在非法驱逐之后一段时间内

职业薪酬遭受的损失，法院以前面的分析为指导，即

不能要求刚果国家为这一项损失向几内亚做出赔偿。

法院援引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草案第 36 条的评注，解释说：

几内亚关于迪亚洛先生被驱逐后薪酬的索赔具有高度的

推测性，并且设想迪亚洛先生在不被非法驱逐的情况下每月

本应继续挣取 25 000 美元。虽然有关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裁

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不确定性，但这种索赔不能纯粹是推

测性的……因此，法院的结论是，对于几内亚关于迪亚洛先

生遭驱逐后未付薪酬的索赔，不能给予任何补偿 (第 49 段 )。

70. 法院最近又做出一项裁决，特别体现了法院

和委员会之间的互动。2012 年 2 月 3 日国家的管辖

豁免案的裁决中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问题：一是关

于国家责任的问题，二是关于委员会为《联合国国

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打基础而制订条款草案

的工作。310

71. 在这一案件中，德国称，意大利不尊重德国

根据国际法享有的管辖豁免权，反而允许在意大利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德意志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德国还进一步要求国际法院认定，由于意大利对其境

内的德国国家财产和作为德国文化中心的 Vigoni 别
墅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宣布可在意大利执行希腊民

310 《199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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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庭根据类似在意大利法院引发索赔诉讼的行为

而做的裁决，因此侵犯了其管辖豁免权。

72. 在裁决中，国际法院广泛借鉴了委员会的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以及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工作，以确定由于意大利

本国法院否认德国原本有资格享有的豁免权，意大

利是否违反了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国际义务。国际

法院首先审议的是国际法规则大框架内的管辖豁免

原则的相关性。

73. 国际法院指出，双方“广泛同意国家豁免作

为习惯国际法一部分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第 58段 )，

但是对适用的法律有分歧意见。德国争辩说，应适用

的是 1943–1945 年期间，即引发意大利法院诉讼的事

件发生之时确定国家豁免范围和程度的法律。而意

大利认为，适用的应是诉讼发生之时的法律。在审

议这些问题时，国际法院表示，按照委员会的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13 条规定的原则，“只

有参照行为发生时的有效法律，才能确定一项行为

是否符合国际法”( 同上 )。由于国际法院审理的案

件涉及到意大利法院的行动，必须适用的是诉讼之

时有效的国际法。国际法院还强调，国家豁免的法

律基本上是程序性的(同上)。由于这些原因，它认为，

必须审议和适用意大利诉讼之时存在的关于国家豁

免的法律，而不是 1943–1945年期间存在的法律 (同

上 )。

74. 随后，国际法院不得不解决在强行法规则与

一国应对另一国给予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之间有无冲

突的问题。在这一案件中，法院否定地回答了这个

问题。重申国家豁免规则的程序性质，法院的结论是，

这些规则对于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

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意大利法庭诉讼所涉行为的

合法性没有关系。它进一步指出：

这就是为什么对关于 1943–1945年所发生事件的诉讼适

用当代国家豁免法不违反关于不应追溯适用法律以决定合法

性和责任问题的原则……出于同样的原因，按照习惯国际法

承认一个外国国家的豁免权，不等于承认以违反强行法规则

造成的情况，或者为维护那一情况提供援助和协助是合法的，

不违反国际法委员会的国家责任条款第 41 条规定的原则 ( 同

上，第 93 段 )。

75. 在审议德国的最后意见和所寻求的补救办法

时，国际法院再次明确地以委员会在国家责任领域

的工作为依据。在第五次提交的诉状中，德国基本

上要求国际法院下令意大利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确

保其法院和其他司法当局一切侵犯德国主权豁免的

决定得不到强制执行，不再具有效力 ( 第 137 段 )。

法院接受了德国的第五次提交的意见，并且在审议

因此而来的后果时明确提到委员会的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两条规定，即第 30 条 ( 停止和

不重犯 )(a)款和第 35 条 (恢复原状 )(同上 )。

76. 由委员会制定条款草案的《联合国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为国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豁

免案中的推理提供了参考。法院还提及了各国法院

在管辖豁免方面的裁决中体现的重大国家实践。法

院认为，这种实践体现在各国的国内立法、各国在外

国法院的豁免主张、以及“各国的声明，首先是国

际法委员会对本专题的广泛研究过程中，然后是《联

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进程中”(第

55 段 )。

77. 法院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看，关于国家管辖

豁免规则的法律确信显然尤其反映在国家要求豁免

的主张中，即国际法赋予了这种豁免权，而赋予豁

免的国家了解国际法向其施加了这样做的义务，并

且反过来，也反映在国家在其他案件中关于有权对

外国行使管辖权的主张之中 (同上 )。

78. 法院依据委员会 30 多年前得出的结论，指

出习惯国际法有关规则普遍适用的情况。法院在裁

决中提到了委员会在 1980 年得出的结论，即国家豁

免规则已被采纳为习惯国际法的一般规则，牢固地

植根于各国的现行实践。311 此外，法院认为：

实践表明，无论是为本国主张豁免还是向他国赋予豁免，

各国实践的普遍基础是国际法上存在着豁免权，并且伴有一

个其他国家尊重和落实这一豁免权的相应义务 (第 56 条 )。

79. 法院在裁决以下部分中转向了规定“领土内

侵权例外”的国家立法是否明确区分“管理权行为”

和“统治权行为”的问题，并接着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法院注意到，关于国家豁免不延及在法院地国境内

导致死亡、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的民事诉讼

这一概念，起源于有关道路交通事故和其他可保险

的风险的案件。法院进一步指出，《联合国国家及

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 12 条也没有在这方面区分

311 《1980 年……年鉴》[ 英 ]，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42 页，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第 6 条的评

注，第 (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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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行为和统治权行为。应当指出，第 12 条使国

家的管辖豁免不适用于

对主张由可归因于一国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死亡或人身伤

害及有形财产的损害或灭失要求金钱赔偿的诉讼，如果该作

为或不作为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法院地国领土内，而且作为或

不作为的行为人在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处于法院地国领土内

(判决第 69 段引用 )。

80. 考虑到这一点，法院表示：“国际法委员会

在成为《联合国公约》第 12 条的案文评注 312 中明确

指出，这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并且这一规定并不打算

限于管理权行为”(第 64段 )。注意到一些国家在《公

约》起草期间的意见后，法院认为，它并没有被要

求解决习惯国际法上对适用于一般统治权行为的国

家豁免是否存在着侵权例外的问题，因为它所面临

的问题“仅限于武装冲突期间外国的军队以及与那

些军队合作的国家其他机关在法院地国领土上的行

为”(第 65 段 )。

81. 作为这一分析的一部分，法院认为，虽然《联

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 12 条以及整个

《公约》没有从范围内明确排除军队的行为，但委员

会对第 12 条草案案文的评注指出这一规定不适用于

涉及武装冲突的情况。313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专题

特设委员会 314在向第六委员会 315提交报告时也重申了

这一理解。此外，这一理解没有遭到任何国家的抗议，

并已反映在一些国家批准《公约》时所作的声明中。

因此，法院确认了关于管辖豁免规则的这一理解。

82. 法院还指出，各国判例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的

是维护豁免权，意味着对于“一国军队和其他机关

在武装冲突过程中造成死亡、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坏

的行为，即使有关行为发生在法院国境内，国家有

权援引豁免权”( 判决第 77 段 )。法院援引了支持

这类解释的法律确信，指出：

几乎完全没有相反的案例，也是意义重大的，如同没有任何

国家就国际法委员有关国家豁免的工作和《联合国公约》的

通过，或者就目前为止法院能够发现的来说，在任何其他情

况下，发表声明，断言习惯国际法不要求这类案件中的豁免

权 ( 同上 )。

312 《199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9 页，

第 12 条草案评注，第 (8)段。
313 同上，第 49 页，评注第 (10)段。
314 A/59/22。
31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 (A/C.6/59/SR.13)，第 36 段。

83. 在审理管辖豁免的范围时，法院也必须考虑

意大利的要求，即该规则的一个限制可能来源于违反

行为的严重性或所违反规则的强制性。这是一个法

院认为上述《公约》或其他有关文书未规定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法院指出，《公约》中没有任何这类规定，

意义尤其重大。

84. 法院进一步指出，委员会为审议第六委员会

强调的各种实践发展而于 1999 年设立的工作组在报

告中认为，不应忽视一国违反强行法规性质的人权

规范行为而造成死亡或人身伤害的索赔问题。316但是，

它不建议对委员会制订的本条款文本做任何修订。第

六委员会的工作组后来审议了这一事项，认为编纂

工作还不成熟。在第六委员会随后的辩论中，没有任

何国家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事实上，法院的结论是，

这一历史表明，在 2004 年通过《联合国国家及其财

产管辖豁免公约》时，各国认为习惯国际法没有以

意大利提出的方式限制了豁免权。

85. 在 2011 年，法院作出了两项实质性决定。

第一项是 2011年 12月 5日关于 1995年 9月 13日《临

时协定》的适用案 (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

希腊 )的裁决，提出了一些与委员会工作相关的问题。

在该案中，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下简称“申

诉方”) 称，希腊 ( 以下简称“应诉方”) 反对北约

接受申诉方加入，违反了 1995 年《临时协定》第 11
条第 1 款 317 的规定。根据这一条，如果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在这类组织或机构中，以不同

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817(1993) 号决议第 2 段中

的方式被提及，希腊保留反对条款中提及的任何成

员资格的权利。

86. 应诉方在答辩关于违反 1995 年《临时协定》

的指控时提到了国家责任法的内容。应诉方辩称，它

对《临时协定》所规定义务的任何违反，都可以视为

根据国家责任法采取的反措施。应诉方称，申诉方

的违反行为是严重的，而它自己的回应行动符合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反映的条件。它解释说，

这些条件要求反措施应是相称的，应是为制止不法

行为而采取的，并应仅限于暂不履行应诉方的不反

对义务。应诉方说，它已多次将其立场通知申诉方。

316 《1999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附录，第

185 页，第 3 段。
317 临时协议 ( 纽约，1995 年 9 月 13 日 )，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 1891 卷，第 32193 号，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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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申诉方提请注意，国家责任条款要求反措施

必须是为回应其他国家违反行为而采取的，必须与

那些违反行为相称，并且必须在通知对方国家后才

采取的。申诉方认为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申诉

方进一步认为，国家责任条款所载的反措施的要求

反映了一般国际法。

88. 此外，应诉方依赖于对未履行契约的抗辩

( 应诉方称之为一般国际法原则 ) 以支持其主张，即

一国遭受了违反条约义务的侵犯时，有权对有过失

的国家暂停执行相应的义务。应诉方尤其辩称，在

本国根据《临时协定》第 11 条第 1 款承担的不反对

义务与申诉方根据《协定》第 5、第 6、第 7 和第 11
条规定的义务之间，存在着一个对双方都具有约束

力的关系。总之，应诉方认为，申诉方违反条约义务，

排除了应诉方为回应违反行为而暂不履行义务的任

何行为的不法性。此外，应诉方辩称，比起关于暂

停履约或以反措施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条件，关于抗

辩的条件宽松得多，因为行使抗辩没有任何程序上

的要求。

89. 申诉方断言，应诉方没有证实所谓抗辩的习

惯法地位。它进一步指出，国家责任法不接受以抗辩

为由暂停履行国际义务。相反，它认为 1969 年维也

纳公约第六十条应适用于严重违反条约义务的情况。

此外，对应诉方旨在提请注意《临时协定》有关条

款所规定义务之间的一个据称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

关系，申诉方提出了质疑。

90. 最后，法院认为，除了关于使用第 7 条第 2
款所禁止的符号，应诉方未能证明申诉方违反《临时

协定》。法院进一步指出，应诉方未能证明申诉方

2004 年使用符号与应诉方 2008 年反对北约接纳申诉

方有关系。因此，法院指出，应诉方的辩辞未表明

其反对北约接纳申诉方是“依据于相信抗辩排除了

其反对的不法性”(第 161 段 )。简言之，法院认为，

应诉方未能遵守本国在诉状中提出的关于适用抗辩

的条件。因此，法院认为不需要确定抗辩是否是当

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

91. 值得一提的最后一项实质性决定，虽然没有

触及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的问题，是国际劳工组织行

政法庭对关于对农业发展国际基金的申诉的第 2867
号裁决的咨询意见。在咨询意见中，法院认为有必

要在审理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裁决的过程中强调

一定的不平等现象，也就是说，只有组织而不是个

人可以寻求补救措施的问题。虽然联合国改革了司

法体系，但国际劳工组织尚没有。然而，这样做的

时机已经成熟了，特别是因为该行政法庭不仅是国

际劳工组织的法庭，同时也为许多其他组织包括常

设仲裁法院担任法庭。

92. 他对法院过去 10 个月内主要司法活动结果

的回顾到此为止。法院和委员会在各自的长期历史

中，分别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和法律机关，一直

相互影响。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

法院的裁决，并且特别报告员在起草各种建议时考

虑了这些裁决，法院也没有忽视委员会的工作，不

仅包括以其编纂努力为依据的各个公约，而且包括

还没有成为公约的案文，如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条款。

93. 法院和委员会之间也有个人方面的关系，因

为至今为止法院的 103 法官中有 34 名曾是委员会委

员，其中有 9 名担任过法院院长。他表示希望这种

富有成果的合作、意见交换和相互影响将在未来继

续发扬光大。

94. 主席感谢通卡先生的发言，并请委员会委员

们提出意见和发表评论。

95. 吉滴猜萨里先生作为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专

题工作组主席发言说，工作组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或

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的裁决。然而它似乎范

围很窄。他想问通卡先生，作为一名委员会前委员，

他是否认为委员会可以通过编纂和逐渐发展习惯国

际法或条约实践而在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领域做出

有意义的贡献。

96. 法官亚伯拉罕在他关于本案的个别意见中，

似乎为法律确信的证据设定了不切实际的高门槛。

在最近“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专题的讨论中，

委员会指出，现在有近 200 个国家，使得它更难以确

定法律确信。法官亚伯拉罕在他的个别意见中似乎断

言，一些国家出于本国意愿并以主权性决定为基础，

声称对某些罪行拥有普遍管辖权，而不考虑本身有

义务这样做。恕我直言，这不是一个很现实的断言。

97.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有两个有关程序事

项的问题。首先，如法官亚伯拉罕在其个别意见中

指出的，在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中，法院

向当事方提出的问题数量特别多。他问：法院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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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增加的趋势？这不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发展，

因为这些问题可能对法院和有关各方界定案件非常

有益。

98. 其次，他观察到，法院的网站上往往不发布

实质性的通讯往来，让人有点难以理解法院的决定。

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中

作为书面答复临时措施和案情审理阶段所提出问题

的信函。如果这类资料以后可在网上发布，也许是

有益的。

99.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的问题涉及到国际法院

的咨询意见在重要问题上的法律效力，比如在被占

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

尽管这些意见是依据相同的法律规则，并由同样的

人采取类似的程序通过，但他想知道，与裁决相比，

它们的实际影响是什么？他作为一个国家宪法法院

法官，发现难以今天提及一项可能不被重视的咨询

意见，而明日提及一项有约束力的裁决。

100. 通卡先生 ( 国际法院院长 ) 答复吉滴猜萨

里先生说，应由委员会决定它能否从或起诉或引渡义

务相关问题案的裁决中为今后的工作汲取灵感。法

院的处境不像委员会那样舒适：它不可以选择专题，

而是不得不审理提交给它的案件。此外，它不能从事

理论争论，它必须决定具体案件，并只考虑那些与

决定有关的问题。在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的

裁决中，法院解释了《禁止酷刑公约》，特别是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义务。法院认为，

第 7 条规定的主要义务是把案件提交起诉，但引渡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义务，而是向国家提供的一种选择；

如果选择的话，就解除了它的起诉义务。

101. 由他对同事们的意见发表评论是不合适的：

有些人是多产的作家，而另一些人只在必要时才发表

意见。因此，他宁愿不去评论亚伯拉罕法官的个别意

见。意见和裁决应自有其解。他作为法院院长的作

用只是提醒各位同事在发表意见时不应透露审理机

密，以及发表个别意见的目的不是对裁决进行批评，

而是解释为什么有关法官不认可法院的解释或结论。

由读者们自己去判断法院的结论或个别意见是否为

有关案情和规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分析。

102. 在回答迈克尔爵士时，他证实法院成员向

当事方的提问数量确有呈上升趋势。法院关于个别

成员提问的政策是，有关法官告诉同事们他或她打

算提出一个问题，并且同事们可以就该问题的内容

提供咨询意见。然而，对代表法院提出的问题，内

容必须得到大多数成员的事先同意。

103. 当法院网站最初开办时，只发布裁决，随

后添加了各方的诉状，但没有它们的附件，即事实

陈述和法律论据。目前正在辩论是否发布当事方的

书面诉状。关于迈克尔爵士的具体建议，他回忆说，

有选择的通信往来事实上是装订成册，与书面诉状

和所有辩词抄本一起发表，虽然是等到法院下达决

定的一段时间之后。

104. 关于彼得里奇先生的问题，他说，一些咨

询意见随后得到了专门提出请求的机构的遵循；这的

确是它们的预期目的。一般来说，法院接受大会关

于提供咨询意见的请求。大多数法官认为，法院通

过提出咨询意见而对联合国工作做出了贡献。不过，

就个人而言，他并不总是相信那些提出请求的机构

真正需要这些意见：它往往是大多数会员国在一个

投票通过大会有关决议的过程中出现的简单问题。

例如，在 2010 年 9 月 9 日法院已就科索沃临时自治

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提出咨

询意见后，五名法官认为法院应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拒绝关于提供咨询意见的请求。他们认为，如大会

2010 年 9 月 9 日第 64/298 号决议表明的，这一问题

与大会正在进行的工作不相关：虽然决议草案规定了

将关于对该咨询意见的跟进作为一项列入大会议程，

但经过激烈的谈判，并且在决议提案方发生改变后，

载有包括该项的决定的段落已被删除。318

105. 福尔托先生说，他有两个关于法院在裁决

中如何对待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问题。

首先，在最近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的裁决

中，法院只提到它 1951 年和 1970 年关于比利时诉

讼资格问题的判例，但没有提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第 42 和第 48 条。他想知道法院是认

为没有必要提及，还是对这两个条款的习惯法地位

产生了怀疑？

106. 其次，关于停止不法行为的义务，他注意

到法院的判例中有一定的矛盾。在 2009 年航行权利

和相关权利争端案 (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 的裁

决中，法院没有将停止不法行为的义务依据于法律

上的责任，而依据于遵守法院裁决的需要。法院还

318 A/64/L.65 号文件，限量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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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除非适当和特殊情况需要，它不会在裁决的

执行段落中提到这一义务。然而，在或起诉或引渡

义务相关问题案的裁决中，法院将停止不法行为的

义务建立在国家责任之上，并且在裁决的执行段落

提到这一义务，但没有解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因此，

他想知道 2009 年成立的先例是否不再有效，并且将

在裁决中一贯以国家责任为理由提及关于停止不法

行为的义务。

107. 哈穆德先生问：第一，法院如何从后勤、

法律和财务的角度来应对工作量，并且大会是否满足

了它所有的需求。其次，他注意到，当委员会目前

正在审议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时，法

院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的裁决中从民事而非刑事管

辖权的角度审理了国家管辖豁免问题。他希望了解

法院在该案中的推理以及是否认为这两个问题有关。

108. 麦克雷先生说，有人一度表示关切国际法

庭的扩散及其可能对国际法院带来管辖权重叠的潜

在问题。虽然法院前院长希金斯法官在上一次访问

委员会时说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想知道，鉴

于国际海洋法法庭最近的实质性裁决，这种情况是

否可能已经改变。

109. 通卡先生 ( 国际法院院长 ) 说，关于福尔

托先生的问题，不必总去具体提及条款的序号，而

是条款的实质。认真阅读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

题的裁决，就能发现法院的意见密切反映了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48 条的内容。拥有委员

会的前委员作为法院成员，总体上是有帮助的，因

为他们往往更多地借鉴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并非总

是如此。有一位法官是委员会的前委员，但强烈争

辩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48 条不反

映习惯国际法。法院不总考虑所有可能的法律问题，

而仅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为了裁定案件才考虑，

比如当比利时的诉讼资格问题出现时。

110. 关于停止不法行为的义务，法院也往往依

赖委员会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如果

2009 年关于航行和有关权利的争端案的裁决在这一

点上不够具体，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起草委员会的

组成。无论如何，这是他因健康问题没有完全参与

的唯一案件。

111. 他回答哈穆德先生说，法院一直很忙：目

前有 11 个案件待审，并且在不到一年中已做出五个

实质性的决定。2012 年已经审理了两起案件，并且

今年下半年和 2013 年计划审理更多的案件。法院工

作量正在增加，而它只能更加辛勤地工作，以防止

各国为案件得到审理而等待过久。

112. 国家的管辖豁免案涉及的不是国家或个人

的刑事责任，而是向受害者提供赔偿的问题。法院

正是从这一角度，而不是从区别刑事管辖与民事管

辖角度，审议了国家的管辖豁免权。另一方面，法

院指出了一点：如果在赔偿受害者方面有任何悬而

未决的问题，应通过双边谈判解决。

113. 他答复麦克雷先生说，就个人而言，他认

为没有理由担心国际法庭扩散。正如最近的事态发展

证明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在

孟加拉湾海洋划界的争端案 ( 孟加拉国诉缅甸 ) 的

裁决中没有背离国际法院关于海洋划界问题的既定

判例。事实上，它非常紧密地遵循了国际法院的判例，

包括援引后者黑海海洋划界案 ( 罗马尼亚诉乌克兰 )

的裁决。同时，在法院正审理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

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 中，各方提到了国际海洋法法

庭最近的裁决，而法院正在研究这一裁决。

114. 主席代表委员会感谢通卡先生有意义的讲

话和提供的丰富资料，包括对各种提问的答复。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

第 3149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

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

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

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

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

生、朴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

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

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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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 )

[议程项目12]

美洲法律委员会代表的来访

1. 主席表示欢迎美洲法律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

斯图尔特先生，并请他在委员会讲话。

2. 斯图尔特先生 (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说，他很

高兴介绍美洲法律委员会最近的活动。鉴于国际法

委员会委员们已经得到了关于法律委员会 2011 年活

动的非常详细的年度报告 319，他的发言将限于法律委

员会一年中处理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3. 如 1948 年《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所规定的，

美洲法律委员会是美洲国家组织的主要咨询机构，由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选举的 11 名独立专家组成，为区

域或全球关注的具体问题提供意见或建议，在美洲国

家组织成员国之间协调法律，草拟公约或其他文书，

研究区域一体化的法律问题，筹备关于国际法律事

项的大会和会议，并且与从事国际法发展或编纂的

其他实体合作。

4. 法律委员会起草了许多著名文书，包括 1969
年《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

《防止和惩治以侵害个人罪行和相关勒索罪行形式

进行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1971年 )

和《美洲引渡公约》(1981 年 )。最近，它协助起草

了《关于国际合同适用法的美洲公约》(1994年 )、《美

洲消除对残疾人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9 年 )、《美

洲反腐败公约》(1996 年 )和《美洲民主宪章》(2001
年 )。这些公约反映了对民主的共同承诺，对于该区

域极为重要。自 1974 年以来，法律委员会为美洲国

家组织成员国的青年律师举办了一个受到高度重视

的年度讲座，为整个区域的国际法推广和发展做出

重大贡献。2011 年讲座的主题是“国际法与民主”。

5. 与国际法委员会相反，法律委员会如其前身

的常设法学家委员会一样，在工作中一直侧重于国

际私法问题。为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法律委员会举

办美洲国际私法专门会议，简称“CIDIP 会议”，审

议不同的专题，比如合同事项的法律选择、仲裁裁

决的执行、外国法的证明、子女的跨国抚养、合同

319 文件 OEA/Ser.G-CP/doc.4695/12，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www.oas.org/en/sla/iajc/docs/INFOANUAL.CJI.2011.ENG.pdf。

外的民事责任、执行《美洲担保交易示范法》的网

上登记、国际消费者保护。多年来，CIDIP 会议促成

了 26 项文书的通过。这些文书有助于建立一个有效

的司法合作法律框架，并且在民事、家庭、商业和

程序事项上为本区域的跨国交易加强了法律确定性。

6. 法律委员会近期开展的工作涵盖了广泛的专

题，其中六个特别重要，国际法委员可能会感兴趣。

首先，法律委员会编写了关于如何加强区域人权系

统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它一直在发挥积

极作用的关键领域，它一直在为起草关于新形式歧

视问题的区域文书提供咨询意见。法律委员会的报

告中包含了一些关于该系统主要机构，即美洲人权

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的权力和职责的建议。法律

委员会还在报告中拟议了一些有关友好处理案件和

采取预防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它还提出了美洲法院

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在促进人权方面不妨考虑的新措

施，并建议为判决的有效落实和执行建立各种机制。

最后，法律委员会在这项研究中认为，更多国家批

准美洲人权文书至关重要。它还为美洲法院和美洲

人权委员会的资金来源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

7. 其次，法律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思想和言

论自由的研究报告。更具体地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

请它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原则，研究关于保障思想和

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因为自由和独立媒体根据道德

标准开展活动，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予以强加。

大会提出这一请求，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是

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日益增加与限制信息自由流

动的威胁。经过深入讨论，法律委员会通过一份报告，

分析了《美洲人权公约》第 13 条及其与加强民主的

关系、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限度以及对剥夺这类自由

的处罚措施。报告强调：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的

一个基本要素，而新闻自由为认识和判断政治领导

人的观念、态度和成就提供了一个最好方法。然而，

它指出，正如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各

项决定所反映的那样，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

与名誉权等其他公认的权利保持平衡。它还强调各

国绝不得进行新闻预审。它为尊重言论自由提出了

一些准则，指出真正的新闻报道一贯反映出对真相

的承诺，在所有公共、政治和经济权力面前的独立，

以及承认错误的能力。根据这一报告，保障言论自

由的最好办法是遵守新闻道德。这类自由适用于所

有其他媒体，包括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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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三，法律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公民参与

民主制度的报告，描述了在该区域各国建立的 13 种

公民直接参政机制。虽然承认这些机制重要，但报

告提请注意它们的一些局限性，并提出了关于确保

尊重宪法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建议。报告强调“代议

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之间的区别可能产生误导。

代议制民主并不意味着排斥公民参与，而是邀请公

民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直接参政机制不是代议

制民主体制的替身，而是加强和促进这种体制。

9. 第四，法律委员会对关于美洲和平、安全与

合作的主要法律文书进行了比较分析。虽然该区域

享有超过 50 年的相对稳定，但是维护区域和平与安

全仍然是美洲国家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重视

不干预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法律委员会报告从多

重角度审议了安全局势，并讨论了新的威胁问题，

比如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偷渡移民、毒品

和小型武器贩运、气候变化和网络犯罪。报告最后

强调必须采纳新的手段和创新机制，这种手段和机

制应考虑到该区域新的现实情况。

10. 第五，在过去的几年中，法律委员会特别注

重关于获取公共信息权、隐私权和个人数据保护等问

题。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全和数字化时代确保尊重人

权，这些权利是必要的。法律委员会帮助起草了关于

获取公共信息及其配套实施指南的示范法，两者都

在 2010 年通过。2012 年，它通过了提议的《美洲关

于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原则的声明》。全球化和数字

化革命对传统的隐私概念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应对这

些挑战，涉及到在彼此冲突的利益和原则之间保持适

当平衡。因此，必须在隐私权，言论、见解和表达自由，

信息的跨国自由流动等方面与各国的安全需要之间

保持平衡。参照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和美洲国家组织

成员国的举措，法律委员会精心制订了一个关于隐

私和个人数据保护的 12 条原则声明，以便在这方面

引导各成员国的进一步工作。这些原则包括透明度、

同意、保密，最重要的是还包括了问责制。已经制

订了参数，用于信息的获取和更正、敏感信息的处理、

负责管理信息的个人或实体的责任、信息的跨境使

用以及例外情况的公布。这些原则为各成员国制订

国内方针和通过立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1. 第六，法律委员会接手了一个明确属于国际

私法领域的专题，所涉事宜对于美洲经济发展相当

重要。在美洲，完成注册手续所需的费用和时间对

于创办新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在过去十年中，

世界各国出现了新形式的混合型企业机制，为创办

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便利。法律委员会注

意到哥伦比亚政府为鼓励采用新企业形式而采取的

举措以及弗朗西斯科·雷耶斯·维拉米萨先生的工作，

因此认可了一项关于简化股份公司示范法的建议，

以便规定股东的有限责任，除非他们以公司为幌子

从事欺诈或滥用行为。示范法提案还提供了对第三

方的保护、有效和经济的外部审计机构监督、相当

简单的清算和解体规则。

12. 在过去的一年中，鉴于诉诸司法的需求增加

和满足这一需求的资源不足，法律委员会还通过了

一项美洲诉诸司法原则指南，为确保司法机构独立

和尊重所有公民权利提出了创新方法。指南所载的

建议包括法官培养和选拔、司法制度现代化和独立、

确保司法补救措施有效、保证各领域的平等诉诸司

法、司法替代机制、关注弱势群体和承认多元文化

等内容。

13. 2011 年，法律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国际

法发展中文化多样性原则的指南，目的是促进在国

内法律制度中纳入文化多样性，并确保其得到宪法

和法律的认可。《指南》请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维

护本地区的语言遗产，恢复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地区，

建立旨在保护文化遗产的体制和机制，并在区域一体

化进程中兼顾文化多样性。《指南》还界定了民间

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促进多样性方面的

作用。最后，法律委员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庇护与

难民地位之间关系的决议，敦促各国确保国内法中

获得难民地位的条件适当，符合有关的国际法原则。

14. 五个新项目已列入法律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

议议程。第一项是起草一份指南，对不构成武装冲

突的国内暴乱情况下使用武力和保护人民的问题进

行规范。在本区域一些国家，安全和治安受到犯罪

组织和大规模政治性示威的严重威胁。这一工作旨在

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律框架，以应对不构成武装

冲突的国内暴乱，使执法机关能够维护公共秩序和

保护自己，同时又能尊重人权。在即将召开的届会上，

法律委员会也将开展一项关于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

同的研究。法律委员会的研究方法可能是从非歧视的

角度出发，以确定相关的法律原则。法律委员会也将

考虑起草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示范

法。在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指导下，法律委员会多年

来一直在努力就本半球如何促进遵守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问题开展工作。示范法将协助有关国际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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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954 年《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

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的缔约国履行义务，并协

助尚未批准这些文书的国家通过适当的保护性立法。

在同一届会议上，法律委员会将开始为边境一体化草

拟一般准则，以促进本半球各种情况下的跨境合作。

最后，法律委员会将开始审议国际私法领域的新举

措，其中可能包括国际商业及投资仲裁、豁免以及

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法等问题。

15. 他刚刚简要概述的法律委员会工作，反映了

所审议专题的广泛性，尽管这些专题显然围绕美洲国

家组织成员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前所述，法律委员

会的工作并不仅限于传统的国际公法专题。跨境合

作中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在产生，要求法律委员会去

研究，因此它显然倾向于集中精力处理实际的专题，

比如消费者保护、获取公共信息、庇护权以及反对

当代形式的歧视。

16. 众所周知，国际法不再仅仅管辖国家或国际

组织之间的关系，国际层面的公共秩序概念必须从

更广阔的角度去予以认识。它必须关注广泛的国际

活动，包括非国家行为者——无论个人还是群体——

的活动，从贸易、文化、家庭事务，甚至犯罪活动，

到保护消费者和环境以及解决私人的民事和商务纠

纷。事实上，难以想像出一种不与国际有关，并且

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引发国际法律问题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活动。科技、通讯和商业进步一日千里，

对国际法律体系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威胁不再只是来自民族国家，而是日益具有

多维性，超越了国界，要求非凡的集体努力。发展

进程和消除贫困的努力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等紧密相关的方方面面，必须予以认真考虑。最后，

保护和促进国际公认的人权，是建设民主秩序的基

本要素。

17.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

之间、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区别已经淡化。因此，法

律委员会在履行授权时放宽眼界，以处理与美洲国

家组织最相关，并且可以做出最重要和最积极贡献

的问题和议题。言虽如此，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步伐

和议程范围有时似乎相当艰巨。如果法律委员会有

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更深入细致地考虑问题，将是

令人高兴的。他原来是一名执业者和政府律师，现

在成为学者，因此很珍惜能够有机会对复杂的问题

进行深入的思考。对于法律委员会，持续的挑战是

在研究和分析问题与为其他演变迅速的问题提供切

实指导之间实现适当平衡。

18. 总之，他要感谢国际法委员会让他有机会介

绍美洲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法律委员会相当重视加强

本身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将高兴地接待国

际法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出席即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法律委员会届会以及同时举行的国际法年度

讲座。也许这两个机构还能找到其他方法一道工作。

19.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向斯图尔特先生提问。

20.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他已经应邀几

次为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法司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年

度国际法讲座授课。他可以证明美洲各国对讲座的重

视。一般来说，讲座内容每年分别出版一卷。法律委

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通过个人纽带得到

加强，证据就是国际法委员会的几位前委员，如巴

埃纳·苏亚雷斯先生和埃多西亚·萨卡萨先生曾是

法律委员会委员。最早的法律委员会产生于国际法委

员会成立之前，因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编纂和

逐渐发展国际法的活动就列入美洲国家组织的目标，

尽管这一组织直到 1948 年签署《宪章》才正式成立。

无论如何，法律委员会曾审议的很多专题及其所采

用的方法后来都被国际法委员会采纳。

21. 无须更多证明美洲各国对国际公法和国际私

法发展的贡献；为了不重复委员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话

题，他表示赞赏法律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开创性工作。

斯图尔特先生已经完满总结了法律委员会编纂和逐

渐发展国际法工作的基本内容。虽然法律委员会的

工作侧重于本区域感兴趣的领域，但其范围具有普

遍意义，国际法委员会可有效地以法律委员会为榜

样。如斯图尔特先生指出的，法律委员会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国际法专题，而是了解当前社会现实，并

且为这些现实引起的相互依存问题寻求法律解决方

案。因此，它处理的专题是超越边界的，还可能是

普遍感兴趣的，尽管是从区域的角度。国际法委员

会虽然负有一个全球性的任务，但相反的是，它似

乎仍然深陷于这样的观念，即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

展的工作，如果不是专门，也必须主要处理传统国

际法课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法委员会给人的

印象是，它已成为这样一个机构：它对于 1969 年维

也纳公约已完成的工作，继续去想方设法从各种角

度予以编纂和发展；而面对那些有点创新性的专题，

处理时却有一定程度的顾虑。也许在今后的工作中，



 第3149次会议—2012年7月25日 147

国际法委员会可在法律委员会议事日程上的一些专

题中找到灵感。

22. 促进民主是一个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珍爱在

心的主题。斯图尔特先生说，遗憾的是有一种趋势：

拉丁美洲若干领导人频繁借议会或公民投票通过的

宪法改革而继续掌权，这与公民参与民主沾不上边。

他希望了解法律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

23. 哈苏纳先生谈及美洲法律委员会和国际法委

员会之间的关系说：斯图尔特先生指出法律委员会的

任务和兴趣不同于国际法委员会，它主要处理美洲关

注的专题。他还注意到法律委员会愿意促进其与国际

法委员会的关系，邀请国际法委员会代表出席法律

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届会。他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

法律委员会不妨来看看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的专题，

并提出可以丰富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辩论的意见？他

还希望知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洲法律制度的法

律委员会是否与其他区域的法律机构有来往或合作，

比如欧洲的法律机构、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或非洲联

盟国际法委员会 ( 国际法委员会最近接待了后者的

一个代表团 )。如果的确如此，他询问法律委员会是

否有任何计划来促进各组织之间的互利合作。这样

的经验和知识交流将无疑对大家都有益。

24. 斯图尔特先生 (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说，他欢

迎国际法委员会正在考虑未来与法律委员会开展协

商的可能性，并且他会将这一情况告诉他的同事们。

这两个机构显然有几个共同特点：双方都负有促进

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任务，即使方法和重点不同，因

为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更具有实际性和即时性。鉴于

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是互惠互利的，因此值得

探索这一合作在实践中可能需要采取何种形式。

25. 法律委员会尚未开始与其他区域法律机构的

合作，即使它跟踪——比如说——非洲大陆和欧洲的

新发展。尽管如此，哈苏纳先生的建议非常有意义，

将会给予适当考虑。至于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

关于参与式民主和某些政权以可疑手段维持权力的

趋势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律委员会已呼吁美洲国家

组织大会审查这一问题。但它注意不就某一个国家

的情况发表意见，避免宣布一种民主形式更受欢迎

或优于另一种。言虽如此，声称参与式民主足以顶

替代议制民主将是错误的，如果前者意味着公民没

有机会对当权者表达立场，而只是通过其他参与形

式参加政府。试图持续掌权同时又自称民主的政权，

实际上不属于民主制度，因为不论采取何种特定形

式，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公民行使自己的主权。最后，

法律委员会没有机会经常处理国际公法问题，但它

密切注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将愿意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有所贡献。

26. 尼豪斯先生感谢斯图尔特先生非常发人深省

的详尽报告。他请求说明美洲人权研究所在美洲人

权保护制度中的作用，以及研究所如何协调本身与

其他机构，如美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彼

此工作。他还想了解研究所是否已经审议——或打算

审议——西半球出现的管辖权问题，即某些区域机构，

比如中美洲法院，超越权限，试图将决定强加给未

参加中美洲体系的国家。

27.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说，美洲法律委员会

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为美洲国家组织，而且为各

成员国提供法律服务。2013 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特

别会议将致力于加强美洲国家间人权制度。配合在

美洲国家组织总部正在进行的政府间筹备工作，法

律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一份报告，得到美洲国家组织

成员国很大赞赏，这将无疑有助于它们在这方面作

出复杂的决定。他提到法律委员会发表了可以考虑

友好解决争端的咨询意见，比如 1990 年代涉及墨西

哥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著名案件。320 他还回顾到，法律

委员会在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各领域起草示范法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鉴于美洲大多数法律制

度属于二元制的事实。最后，他注意到法律委员会

有时在总部以外的地方开会，并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也许可以效法。

28. 哈穆德先生注意到美洲法律委员会是该区域

最活跃的法学组织之一。他询问：在努力打击那些

参与犯罪活动的非法武装团体时，人权保护是否有

可能降低？他还询问：鉴于这种情况不符合国际判

例法规定的武装冲突，法律委员会计划编写的指南

是否将有助于加强人权保护？

29. 斯图尔特先生 (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说，他要

回答尼豪斯先生关于美洲人权研究所在美洲人权保

护制度中的作用问题，包括涉及美洲人权法院的问

题，以及研究所是否与其他机构协调彼此工作的问

题。以个人身份，他敢说，研究所是自行其事。某些

机构顽强捍卫自己的独立性，使法律委员会经常处于

320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裁决的法律确信 (CJI/RES.
II-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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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境地。法律委员会尚未直接审议尼豪斯先生提

出的另一问题，即中美洲法院与其他区域或次区域

机构越权问题，但计划处理边境一体化问题；这一

问题涉及到区域或次区域的举措。就目前情况来看，

无法说新机构的出现是否会促进或妨碍对法治的尊

重。

30. 回应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关于下一特别届

会和法律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问题时，他确认了法律

委员会在加强人权方面作用的重要性及其咨询意见

的影响。关于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还提到的法律

委员会在总部以外地方举行会议的做法，这除了一

般来说很受欢迎，也使法律委员会有机会听取否则

可能听不到的法学教授、法官和律师的意见。

31. 在答复哈穆德先生时，他解释说，正是为了

避免降低人权保护，法律委员会打算起草一份指南，

用于规范国内暴乱情况下的武力使用问题。这些情

况引起越来越多的重大和复杂国际法问题，因为所

涉团体的武装日益全备，曾经是不超过街头暴力的

现象有时如同真正的武装冲突。许多机构，包括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各

国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采取应对措施。法律委员会

将考虑到这些因素。以他的个人看法，这一努力的

主要目的应是切实保护人权 ( 包括武装团体成员的

人权 )，但也要警察也必须能够履行职责。这是一个

取得适当平衡的问题。

32. 斯图尔马先生问：《美洲民主宪章》的法

律地位是什么？是否已经建立体制机制以监督其执

行？

33. 萨博亚先生说，他曾打算问一个与哈穆德先

生同样的问题，并且对答复感到满意。为了说明法律

委员会与国际法委员会之间的工作重叠，他回忆说，

国际法委员会刚刚完成驱逐外国人专题条款草案的

一读，其中若干条文处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地位问

题。他请求提供信息——尽管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

斯女士可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说明美洲法律委员

会正在开展的关于在国内法中规定国际豁免权的工

作。

34. 瓦科先生注意到美洲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也涉

及国际法的逐渐发展问题，非常类似于国际法委员

会。他请求提供资料，介绍 2011 年年报 321 所提到的

321 见上文脚注 319。

关于文化多样性在国际法发展中作用的报告。他的

印象是，美洲法律委员会首要关注的是监测美洲国

家组织成员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合作，但他想

知道法律委员会是否可能会更进一步，确定《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可能值得检讨的领域。最后，

由于国内冲突问题已列入美洲法律委员会的议程，

他想知道法律委员会关于限制言论自由问题的意见。

在非洲大陆的各种情况下，国内武装冲突往往带有

族裔色彩，并经常受到仇恨言论的驱动。了解法律

委员会在协调言论自由与禁止煽动仇恨的需求方面

的意见，是令人感兴趣的。

35.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她与萨博

亚先生一样，希望知道国际豁免权在什么程度上已

被纳入国内法。她还希望知道：法律委员会在报告

如何加强美洲国家间人权制度的过程中，是否设立

了与负责保护人权的美洲体系各机构，尤其是美洲

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和为其服务的常设秘书

处的合作与意见交流机制？

36. 斯图尔特先生 (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说，他将

争取简要答复斯图尔马先生关于《美洲民主宪章》

的问题。宪章不是条约，而是具有显著规范效力的

一个声明。监督其实施的机制基本是政治性的。一

国不能以违反《宪章》起诉另一国。在他看来，即

使不通过法律监测履行情况，也可能使最重要的义

务得到恰当尊重。

37. 在答复萨博亚先生关于法律委员会与国际法

委员会之间某些方面工作重叠问题时，他举了一个

例子：因为申请人没有遵守既定程序，所以他的庇

护和难民地位申请被驳回。法律委员会宣布这一驳

回不合理，违反国家义务，并且不能以程序为由剥

夺一人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地位。

38. 国际法上的豁免问题，无论是关于国家豁免

或是个人豁免，都是美洲国家间法律制度中一个明

显令人感兴趣的专题。然而，法律委员会尚未决定

将其列入议程。他不知道如果法律委员会决定列入，

这一专题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39. 关于瓦科先生提出的文化多样性问题，他提

请注意法律委员会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该报告强

调土著人民权利，以确保各国注意维护那些构成多

元文化社会的所有土著或其他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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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法律委员会尚没有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提出任何修订，而是着重于《规约》的批准和

将其规定纳入国内法。

41. 最后，法律委员会尚未审议言论自由和国内

武装冲突的问题。关于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

士提出的加强人权制度问题，法律委员会与其他有

关机构非正式地开展了合作和意见交流，但这种合

作有时很难。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完 )

[议程项目1]

42. 主席感谢美洲法律委员会代表做报告，并通

知国际法委员会各委员说，已举行了非正式磋商，

以考虑是否在目前工作方案中包括“保护大气层”

专题。这一专题已经列入国际法委员会的长期工作

方案。在下届会议上将肯定继续进行这些磋商。此

外，主席团正计划就长期工作方案包括的另一专题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举行非正式磋商，

以决定是否也将其列入国际法委员工作方案。最后，

主席通知委员们说，瓦钱尼先生由于职务变动，已

经即刻从国际法委员会辞任。

上午 11 时 40 分散会。

第 3150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

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

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

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

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

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

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完 )

[议程项目12]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的发言

1. 主席欢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 亚非法协 ) 秘

书长，穆罕默德先生，并请他向委员会发言。

2. 穆罕默德先生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亚非法协的法定职能之一是研究委员会探讨的

专题，并向委员会转达亚非法协各成员国的看法。

多年来履行此项任务，有助于构建起双方机构间的

密切关系，由此，亦惯例性地互派代表出席对方的

各次届会。

3. 2012 年 6 月 18 日至 22 日，亚非法协在尼日

利亚的阿布贾举行第五十一届年度会议期间，用半

天时间专门探讨了委员会议程上的若干项目。那次

会上讨论了“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和“国家官

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两个专题。委员会前任委

员罗汉·佩雷拉先生是这两个专题组的成员；另一

位前任委员贾姆契德·蒙塔兹先生，分享了他对这

两个专题的一些想法。

4. 佩雷拉先生在其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

护”专题的论文中指出，保护自然灾害受灾人员与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系属习惯国际法之列，

且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 7 款所涵盖。他概要阐

述了委员会审议该专题第 10 至 12 条草案时就几个

要点产生的争议和共识。通过对一系列观点的陈述，

双方似乎呈现出趋同的中间点是，受灾国请求国际

援助的权利与各第三国和组织考虑救助请求的义务

相关，但并非必须出手援助。委员会还强调，国际

社会履行援助权利，可与鼓励立足于国际合作和团

结原则提供救灾援助相结合。

5. 佩雷拉先生的“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专题论文指出，委员会的辩论重点是下列三个主

题：本专题的主体方向、豁免范围，以及是否可将

国际法所述严重罪行排除在豁免之外的问题。在重

点阐述了第六委员会上各国就辩论表达的观点之后，

他说，各国在原则上赞同特别报告员，拟从现行法

的观点着手探讨些专题，然而，一旦辨明了所存在

的空白之后，委员会的下一个阶段就应从拟议法的

角度着手开展工作。* 续自第314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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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国家官员不受外国刑事管辖的豁免范围，

佩雷拉先生指出，委员会内达成的相当广泛协商一

致认为，三人组依据属人理由享有豁免。至于有关

其他类别的国家官员，委员会必须探讨过去从未探

索过的领域。一方面，尽管得小心谨慎地从事，却

要探讨如何顺应基于属人理由扩大赋予享有管辖豁

免国家官员类别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随

意放宽享有豁免官员类别，造成以此豁免为幌子，

为有罪不罚现象打开便利之门，两者如何达成微妙

的平衡，实在颇具挑战。

7. 至于某一国家官员不得享有豁免的特殊情况，

佩雷拉先生提醒地指出特别报告员的观点曾阐明，

当以官方身份从事的行为，犯下了国际法所列罪行

的情况下，只可享有属事豁免，但不得享有属人豁免，

后者既涵盖了以官方身份，又涵盖了以个人身份所

从事行为。最后，他还说，最近国际法院就国家的

管辖豁免案 ( 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 ) 下达

的裁决认定，实质性规则与关于豁免的规则，即所

谓的程序性规则，相互之间不会发生冲突。这就对

委员会正在探讨的工作产生了清晰的影响。

8. 蒙塔兹先生重申亚非法协成员需要积极回应

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例如，关于“或引渡或起诉的义

务”专题特别报告员提问，从条约规定的义务或习惯

国际法所产生的义务中是否可觅寻到国家实践的根

据。另一些与发生灾情时提供保护相关的问题包括，

各个国家是否有义务提供援助，以及受灾国接受援助

的义务，是否只限于接受受国际法主体提供的援助，

因此，无义务接受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

9. 最后，关于国家官员享有豁免不受外国刑事

管辖的专题，蒙塔兹先生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第二十七条并未赋予任何国家首脑、外交

部长或国家其他高级官员豁免，而且国际法院最近

就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下达的裁决坚持认定，各国不

受国家法院审判的管辖豁免。

10. 在特别会议辩论期间，中国、印度尼西亚、

日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大韩民国、沙

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印度的代表团提出了若干重要

论点。鉴于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

若干代表团表示希望，亚非委员对委员会工作的积

极参与，将有助于在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方

面更突出的体现亚非国家的意见和期望。

11. 一国代表团提及其打算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

议期间举行的第六委员会会议上表达该代表团关于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管辖豁免和跨界含水层法条款的

意见。该代表团还说，鉴于环境法律领域各不同规

则并存的现象，并且为了避免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

委员会应将保护大气层问题纳入委员会本届会议的

议程。

12.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许多

代表团说，只有在征得受灾国同意，和至为尊重国

际法的核心原则，诸如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和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才可实施人道主

义援助。一国代表团说，亚非法协主动与东盟联系，

商讨按《东盟关于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的协定》设立

灾害管理和应急机制问题。

13.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专

题，若干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应纯粹集中精力编

纂现行国际法规则，不要从事逐渐发展。

14. 最后，他向委员会通报亚非法协将继续积极

与委员会合作，发挥亚洲和非洲声音对委员会工作

的影响，以实质性方式促进委员会的工作。

15. 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说，亚非

法协跻身于主导法律组织之列，并且是一个勤勉不

懈地借鉴委员会工作的组织。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是意义重大的关系，而且他期待着今后与亚非法协

更密切的合作。

16. 哈苏纳先生说，委员会若在本第六十四届会

议举行前悉知亚非法协特别会议的结果，委员会就

能在辩论中考虑到亚非法协各成员国所表达的观点。

他说，亚非法协应考虑在委员会历届年度会议举行

前，先期召开本协会的年度会议。鉴于秘书长刚刚

履行完执掌亚非法协工作的第一届任期，他询问在

第一届任期期间本组织实现了哪些首要成就，以及

他为亚非法协确立了什么目标和怀有何种期望。

17. 穆罕默德先生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他认同委员会本届会议因亚非法协第五十一届年

会举行的太迟，无法借鉴年会的结果，而感到的不幸。

他将加倍努力确保亚非法协今后在四月份举行年度

会议。

18. 在就任亚非法协秘书长第一届任期的四年期

间，他竭尽全力了解本组织该如何运作，如何维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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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内部管理，并确保亚非法协始终是一个重要的

相关组织。在他的第二届任期期间，他将以一些实

质性的问题，尤其是与委员会相关的工作为着重点。

亚非法协将参与委员会开展的一些调研工作，尤其

是对新专题的调研。这些都将会列入本组织的工作

方案。

19. 辛格先生说，亚非法协第五十一届年度会议

的议程载有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项目，以

及亚非法协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探讨了为应对海

盗采取的举措，对海洋法和国际法形成的挑战。会

议提出的建议之一是，亚非法协秘书处应为各成员

国颁布反海盗立法提供技术援助。他询问秘书处计

划如何担负起这项工作。

20.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亚非法协本届秘书长

的再次当选，足以论证本机构拟继续与委员会开展

建设性的合作。他欢迎据悉亚非法协打算今后与委

员会更密切的携手开展工作，并说亚非法协若能提

供一份年度报告，概要阐明各成员国在年度会议上

所表达的意见，不失为有助益之举。

21.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在对穆罕默德先生

再次当选表示祝贺时说，亚非法协为委员会审议的

诸多专题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意见。该组织就委员会

条款草案开展的讨论始终有助于形成联合国相当大

部分成员国的意见。身为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问题的

特别报告员，他出席并极为赞赏在纽约与第六委员会

议届会期间并行举行的各次亚非法协会议。他询问，

亚非法协打算与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 非洲国际

法委员会 )构建何种关系。

22. 穆罕默德先生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在答复辛格先生的提问时说，亚非法协将探讨举行

一次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三十周年的会议。

亚非法协希望这个纪念会议将在 2012 年 11 月亚非法

协成立五十六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开幕。

23. 关于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要求编写一份概述各

成员国意见主要趋向的报告，他指出，亚非法协的秘

书处极小，但表示秘书处将竭尽全力满足这一要求。

24. 在答复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关于亚非法

协打算与非洲国际法委员会构建起何种关系问题时，

他说，亚非法协与非洲联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并将继续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

25. 哈穆德先生在着重指出亚非法协成员国与委

员会就国际法各个方面开展合作意义重大的同时说，

亚非法协在第六委员会期间并行举行的各次会议和

研讨会有助于提高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在闭会期内亚

非法协成员国相互之间应建立了起更加良好的关系。

亚非法协应为成员国举行法律问题讲习会提供便利。

最后，来自非洲和亚洲其他非亚非法协成员国的与

会者应被邀请参与亚非法协的活动。

26. 吉滴猜萨里先生忆及亚非法协在新德里举行

的闭会期间专家会议期间，他曾提议该组织应致力

于加强亚洲和非洲国家就一些法律问题所持的立场。

这类国家的数量目前已经达到 100 多个，这些国家

实践的格局不妨可归纳成为区域习惯法，乃至最终形

成习惯国际法。他提议，亚非法协派驻纽约的观察

员应就委员会与亚非法协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

集思广益性的探讨会。这些探讨会的结果可提交第

六委员会，商讨是否可成为委员会研究的专题。最后，

亚非法协的网站应载列各成员国就委员会的相关工

作，针对各国际法问题所持立场的资料。

27.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说，亚非法协

第五十一届年度会议就她所负责的“国家官员的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开展讨论，不仅主要探讨了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所采取的做法，而且还触及

了她在本届会议提交的初步报告 (A/CN.4/654) 中重

点指出的一些问题。目前对此问题的审议已进入了

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亚非法协成员国应知道她打算

提交一份载有条款草案的实质性报告，意欲在本五

年期结束前让条款草案获得一读通过。她重申感谢

亚非法协对她所负责专题的关注，期待着亚非法协就

委员会所研究的此专题及其他专题得出的研讨成果。

28. 穆罕默德先生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他注意到哈穆德先生提出的所有要点。他保证，

在他的主持下，委员会与亚非法协之间的重要关系会

得到绽放，且亚非法协的工作始终具有相关针对性。

29. 对吉滴猜萨里先生关于必须加强亚非法协成

员国就法律问题所持立场的评论和他关于亚非法协

网站的建议也均给予了应有的考虑。目前，亚非法协

难以获得一些资料来源，尤其是一些成员国的国家

法律和声明资料，但亚非法协正就此问题展开工作。

亚非法协派驻纽约的观察员肯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大家希望今后在纽约可举办更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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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他感谢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就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提供的资料，并期待

着她今后出席亚非法协会议。

31. 萨博亚先生询问，一国代表团表示有兴趣在

今后联合国大会上讨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

免公约》，这是否为促使该《公约》生效的努力之一。

32. 卡姆托先生说，众人一致再次推选穆罕默德

先生续任亚非法协秘书长即已充分证明，亚非法协成

员国是如何赞赏他的领导才能。亚非法协为委员会的

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亚非法协在纽约就第六

委员会的活动举行一些并行会议，系极有助益之举，

并应继续下去。

33. 他虽无法出席亚非法协在阿布贾举行的第

五十一届年度会议，尽管甚少提及他所主管的专题，

即“驱逐外国人”问题，然而，他欢迎对会议举行

情况详尽清晰的介绍。这是否就是令人感到悲观的

根源，因为该专题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还是

正因为这表明亚非法协对他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感

到满意，而令人感到乐观？

3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亚非法协在国际法领

域拥有悠久显著的历史。该组织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亚非法协代表了来自一片广袤地域一系列

极为广泛的国家；另一个原因是亚非法协年度会议

及其在纽约举行的各次会议对各方观察员所持的开

放态度。鉴于上述这些会议的重要意义，他希望了解，

对 2012 年后期举行的下次会议有何打算。他询问，

是否正在作出任何努力，以求吸纳更多非洲和亚洲

国家为该组织新成员国，并扩大观察员人数。最后，

他询问了获得观察员身份的程序。

35. 瓦科先生说，亚非法协的活动与委员会工作

的直接相关性比任何其他区域组织的活动强；没有一

个组织像亚非法协那样既负有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

法，又承担着促进委员会所讨论专题的任务。为此

原因，力争使亚非法协与委员会之间关系更具活力，

不啻为可取之举。亚非法协应请委员会来自非洲和

亚洲的委员们出席其会议。邀请委员会的各位特别

报告员前往出席讨论他们各自主管专题的亚非法协

会议也是有助益的做法，因为这将让各位特别报告

员更清楚地了解该组织各成员国的想法。鉴于亚非

法协就委员会工作发表意见所具有的充分重要意义，

亚非法协有必要每年在四月份举行年度会议。亚非法

协应派一位代表出席委员会届会举行的第一期会议，

而不是等到第二期会议快结束时才露面。

36. 穆罕默德先生 (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感谢委员会各位委员发表的意见和反馈。他解释说，

萨博亚先生提及的发言是一个代表团在年度会议上

发表的讲话，并不体现亚非法协的立场。

37. 他在答复迈克尔爵士的询问时说，亚非法协

正努力扩大其成员队伍。亚非法协设立了一个知名人

士小组协助吸收更多成员国。知名人士小组经常收

到非洲和亚洲各国关于如何成为成员国问题的询问，

而该小组正竭尽全力协助他们加入。国际组织和非

成员国家可作为观察员出席亚非法协的年度会议。

38. 他注意到瓦科先生提出的三点提问。本组织

年度会议的日期，是由承办年度会议的东道国确定，

而亚非法协本身对此问题无发言权。然而，亚非法

协可努力劝说东道国今后在四月份举行年度会议，

并邀请委员会委员和特别报告员出席，以便他们能

与亚非法协成员国开展互动交流。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续 )

(A/CN.4/650 和 Add.1，G 节，A/CN.4/653)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续 )

39. 哈苏纳先生赞赏特别报告员清晰且有条理的

说明 (A/CN.4/653)，据此，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介

绍了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这个极为重要的专

题。尽管条约数量和范畴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和扩

大，然而，整个国际法领域仍受约定俗成的规约。

在没有集中的国际立法情况下，汇集成册的书面准

则往往漏洞百出，有时甚至更侧重援用非书面规则，

来填补这些空白疏漏的必要。在各项条约本身有时

述及习惯法的同时，有时得依赖于约定俗成的准则，

以解释或补充条约的条款。鉴于习惯准则的形成与

证据产生了某些极其复杂的问题，委员会的指导会给

予实践者极大的帮助。依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编纂

一套结论，附以评注，将是委员会工作最为恰到好处

的成果。这些结论将集中阐述习惯国际法的规范性

程序，且兼顾到习惯法的灵活性和持续不断的演进。

* 续自第314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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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就有关专题开展编纂工作时，探索某些背

景材料不失为明智之举。追溯到 1950 年，当初委员

会本身就“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容易获得的方法

和方式”撰写的报告，322 可参照目前国际法律体制的

特点重新加以评定。国际法协会的研究结果 323和 2005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报

告 324 也应重新予以审议。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方

法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分析探究。

41.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提醒注意必须澄清某些概

念，诸如“一般国际法”这个措辞。“一般国际法”

与“习惯国际法”具有不同的涵义。从一开始就得

解决令人关注的术语问题，以便确保委员会工作前

后连贯一致。就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确立简短的

相关术语词汇，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42. 特别报告员提议委员会应审查习惯法，不失

为令人欢迎之举。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说，

习惯法产生了法律究竟如何形成的问题，因为与通

过签订条约形成的常规法律不同，约定俗成并不是

依赖于意志蓄意达成的规则，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

实践和信仰逐渐生成的准则。

43.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辨明，不只是特别报告员

所说的两个指导渊源：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的案

例，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国际法院和法庭的调查结论。

例如，2011 年 2 月 16 日，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上诉

分庭对阿亚什等人案中发出了“关于针对恐怖主义、

阴谋、谋杀、犯罪、繁罪并诉问题：国家间适用法

问题的裁决”，裁定

322 《1950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3116 号文件，

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第二部分，“使习惯国际法

的证据更容易获得的方法和方式”，第 24–94 段。另见 A/
CN.4/16 和 Add.1 号文件 (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24 条：Man-
ley O. Hudson 的工作文件 )，同上，第 24 页起。

323 国际法协会关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的 2000 年 7 月 29
日第 16/2000 号决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

的原则的伦敦声明》和随附的评注，见《第六十九届会议的

报告，2000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伦敦举行》，第 39 页 ( 可

从国际法协会的网站上获取：www.ila-hq.org/en/committees/
index.cfm/cid/30)。另见全体会议上的辩论，第 922–926 页 (同

上 )。《伦敦声明》也出现在第 712–777 页 (同上 )。习惯 (一

般 ) 国际法形成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最后报告载于第 778–790
页 ( 同上 )。委员会的六份临时报告载有更详细的信息。

324 J.-M. Henckaerts 和 L. Doswald-Beck，《习惯国际人道

主义法》，第一卷 (规则 )和第二卷 (实践 )(联合王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诸多条约、联合国决议和各国立法和实践，确证国际社会形

成了一般的法律观点……以至于针对至少和平时期恐怖主义

的国际罪行的国际法习惯法规则业已出现 (第 85 段 )。

对各国际法院的裁决应作出评议，而且，只要对裁决

的一致性出现疑问，就得辨析出现差异的背后因素。

44. 关于范围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第 21 段

辩称，习惯国际法在解释条约方面的作用，并不是本

专题的部分内容。然而，在另一些情景下探讨了此

问题亦是事实，这完全可能与正在审议的专题相关，

因为这是习惯国际法与各条约关系之间的一个固有

要素。

45. 特别报告员认为该专题应全面涵盖习惯国际

法的思想，不失为正确之见，因为这可形成各个国

际领域的法律准则。他同意特别报告员认为一般国

际法呈现出的新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不属本专题

之列，但认为对于为何不属此列作出解释，不失为

妥帖之策。

46.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是否由于各国的参与所

致，还需深入调查——这涉及到如何解释各国的沉默

问题。人们需要搞清楚，习惯准则凭据何理由对未

参与形成这些准则的国家产生约束力。

47. 最后，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就委员会深入审议

该专题提出的意向性规划。

48.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支持就此专题开展的研

讨工作，研讨将集中于促进加深对习惯国际法形成

的理解，并有助于法律实践各方寻找惯例的依据。

委员会将开展一项颇有助益的工作：因为习惯国际

法规则虽常被援用来盖压文字法的规则，但毕竟不

是文字法规则。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第 3 段

指出，该研讨工作的成果及随附评注，应意在为法官、

官方律师和法律实践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然而，

法官与律师以不同的方式援用法律，法官意在寻找出

解决法律问题的办法；而律师则以辩护人身份行事，

力求找到佐证的论点。

49.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各国际法庭，特别是国

际法院的案例应是委员会调研的着重要点。此外，

委员会为寻找到现行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应关注当

代国家实践。过去几十年来，新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

目前绝不再是以往仅 40 个左右，而是将近 200 个国

家，正在创造新的实践。在处置国家的单方面行为时，



154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应特别关注那些本身即具有法律效应的实践，诸如

抗议和承认行为，并因此而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形

成拥有具体的影响。

50.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第 10 段表示，想要聆听

委员会各位委员针对此专题初步意见的意愿，即是一

良好的态度。他在提及第 12 段时说，迄今为止，委

员会一直只是致力于就委员会编纂议程上各具体专

题创立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委员会如前所述，不但没

有，也不应寻求编纂一项“维也纳习惯国际法公约”。

51. 他同意第 13 段的意见所述，国际法协会是

在从事相关的工作，然而，亦如村濑先生曾说过的，

本协会所作的结论则极端审慎小心。他本人认为，

这就应提醒委员会本身也必须谨慎从事。对于就习

惯国际法所采用的术语必须划分类别。第 14 段载列

的若干提法，其本人国家的宪法所引述的“获得普

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均系被法庭直接援用。因此，

亦如第 15 段所述，创造一个相关的词语确实颇为有

助益。

52. 第 14 段还提及，习惯法与“软法律”之间

的区别。习惯法虽在正式渊源上有别于各条约，但

习惯法具备了同样的性质和实权。然而，“软”法

律根本就不是法律。“软”法律文书，诸如声明和

决议之类，可通过编纂最终形成条约，或通过国家

实践成为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法律

确信。有时，“软法律”文书一再重复或重复确认

早已成为习惯法的规则和原则，例如，《联合国宪章》

确立的那些规则和原则。然而，“软”法律文书发

挥的作用是否可构成形成和创建习惯国际法的证据，

则不应成为委员会开展调研探索的渠道。

53. 他赞同第 17 段对委员会工作终极目的的阐

述：为被要求调查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各方提供切实的

帮助。他也一样同意第 18 段所述，国际法庭和法院

的案例是本专题最为可靠的指南。然而，各个国家——

不仅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而且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

不只是英语和法语国家，而且还有其他语言国家最

高法院的案例法——也都不应予以忽略。例如，在德

语和俄语国家内存在着相当大数量有助益的理念。

他明白援用这类资料来源所涉的种种困难，但也许

秘书处可提供某种帮助。

54. 至于第 19 段，他说，对各国实践的经验性

调研系重要之举，某些针对既成事实发表的外交照

会和声明之类显然带有偏袒性：它们旨在证明国家

案例是基于习惯国际法。因此，他认为，对于本专

题也应考虑进行演绎推理。

55. 关于第 20 段所述的专题范围，他说，指导

原则必须是概括性的，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要有

灵活弹性，避免僵硬刻板。关于第 22 条提及将习惯

国际法划分成各个单独专门领域的设想，他说，他

本人感到，大致上来看这种划分区别的做法可能会

引起混乱和前后矛盾。然而，某种较小幅度的区分，

对实践方可能会有助益，但要取决于作为实用指南

提出的技巧。

56.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该专题不应扩大到强行

法的出现问题，而委员会在开始着手探讨时，应力求

推出一系列附评注的提议。待稍后阶段，调研结果

若显现出令人乐观的前景时，才容易回头商定结论。

提案或结论均无法律效力，而由委员会的威信予以

支持。

57. 他赞同，分四个阶段开展工作的提议不失为

妥善之策，而且他期待着探讨该专题充满令人振奋

的理论领域工作，以及对国际法追根寻源的探索。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显然表明，他知道可能会涉及到

种种困难，因此，正在推动立足于最谦逊目标，稳

妥启动此项调研工作的提议。

58. 福尔托先生就特别报告员关于该专题研讨工

作可得出何结论的询问，畅谈其本人的想法时说，他

同意委员会别去拘泥于细节，而委员会应旨在以结论

加上评注的方式，出台一份实践指南。说明第 27 段

提议的工作计划看来适合形成这样的结果，然而，规

划的制订显得有些奢望过高。他认为，(2014 年 ) 一

年之内要探讨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这两个形成惯

例的重大要素，会引起整个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

尤恐力所不逮。同样，2015 年准备提交的报告要涵

盖一系列分歧甚大的问题，且完全可能得分开审议。

59. 委员会应采取的第一步是决定怎么做，才会

使对该专题的审议工作事半功倍。国际法协会早已推

出了可适用于探讨习惯国际法形成问题的原则：325 委

员会对这些原则是否做出了重大的增删？他起初就

对此感到怀疑，然而，聆听了村濑先生评判原则之后，

他现在认为，澄清是否确实存在这些业已点出的漏

洞，不啻为有益之策。

325 见上文脚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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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性发言时发表的提

议，委员会不应在理论或概念问题上犹豫踌躇太久。

他确实看不出有何必要去死抠其说明第 14 段所列的

那些定义，第 15 段提出的一些术语问题，或第 16 段

所述习惯国际法在国际法体制内的作用问题。所有

这些问题交给学术辩论去探讨，比在编纂工作中纠

缠不休强。事实上，他不明白惯例的形成问题怎么

就成了委员会任务的所辖之列，并认为重点应该是

辨明习惯国际法，即惯例的具体证据，更多地从事

切合实际的事务。他赞同村濑先生有关此点的论述。

此外，他认为第 20 段提出要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与“证据”之间划分区别，实在令人不解。

61. 该举措的初衷应是提供一项行动指南，为国

际律师，尤其是国内主管机构列明各项法律处置手

法，用以确定某项规则究竟是否属习惯国际法的规

则。为此，更新补充委员会 1950 年第二届会议通过

的关于“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容易获得的方法和方

式”的报告不失为有助益之举。326 当国际律师面临据

称可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问题时，可知道如何去

理清这个问题，这尤其有助益。国内律师特别是那些

国内法律事务部门资源有限的律师，有时不得不面临

这样颇具挑战的问题。他们也可大大得益于上述《指

南》，知道如何在现今浩瀚无尽的来源中寻找到相

关材料，不只是检索国家实践，而且还要检索电子

资料来源。他赞同彼得里奇先生关于必须考虑到以

各种语言书面记载的世界各地国家实践的发言。

62. 他同意特拉迪先生，认为本专题不应涵盖强

行法的出现问题。然而，他并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第

23 段所述关于支持同一结论的推论。按照定义，强

行法规则是习惯法的组成部分。然而，确定某一规

则是否属习惯法的组成部分，与确定某习惯法规则

是否会因某条约而遭克减并非一回事。这是一个切

实有效的区别，即便颇为不幸，2012 年 7 月 20 日国

际法院就涉及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 ( 比利

时诉塞内加尔 ) 的裁决书第 99 段并未极为明晰地阐

明，禁止酷刑是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内容，并业

已成为一项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 )，令人遗憾。

63.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第 22 段末尾提议，一些

特殊的手法可能适合用于识别习惯国际法的具体规

则。然而，特殊或具体规则的影响力并非只是手法

技巧问题。例如，用以判定国际刑事法是否存在着

326 见上文脚注 322。

一些习惯规则的方式，可能会受法无依据即不为罪原

则的影响。同样，用以识别习惯规则的办法，与通

过惯例修改习惯规则的办法，可能相同，亦可能不同。

就修订现行规则而论，人们不妨预期，后者方法可

能比前者更刻板。

64. 特别报告员说明述及手法问题的第 18 段似

乎排除了区域法庭的实践，虽说特别报告员在发表介

绍性发言时对此印象稍作了一些纠正。区域法庭的实

践仍值得列入考虑，其理由有二：查明区域法庭的法

官如何甄辨习惯规则；探索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

差别。例如，欧洲人权法院 2010 年 3 月 23 日就库达

克诉立陶宛案[大审判庭]下达的判决 (第 60段起 )，

就与使馆签订的劳工合同豁免问题所作的解释，与欧

洲联盟法院 2012 年 7 月 19 日艾哈迈德·马哈迪亚诉

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案判决 ( 第 54 段起 ) 所

作的解释稍有不同。委员会不妨也同样探讨一下各条

约的编纂对查寻实践证据产生的具体影响。

65. 最后，《对条约保留的实践指南》，特别是

指导准则 3.1.5.3 和 4.4.2，为研究对条约保留对习惯

法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开端，而这些理念值得详

加探讨。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续 )

(A/CN.4/650 和 Add.1，G 节 )

[议程项目10]

66. 村濑先生在述及与亚非法协秘书长的讨论时

说，令他感到鼓舞的是，亚非法协成员国对把保护大

气层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所显示出的热忱支持。

为此他曾撰写提要。327 然而，据他的理解，委员会已

决定在下届会议上展开非正式的磋商，探讨是否要

列入此专题的问题。他要求澄清，作出的上述决定

系以何为据。

67. 哈穆德先生以主席团成员的名义发言说，针

对列入该专题的提案，曾展开过广泛的非正式磋商，

但这个设想遭遇到了一些抵制，首先令人关注的是

该专题的范围问题，以及对此专题审议可能形成的

结果。

下午 1 时散会。

327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二。
* 续自第313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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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51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

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

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

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

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

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续 )

(A/CN.4/650 和 Add.1，G 节，A/CN.4/653)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习

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的说明》(A/CN.4/653)。

2.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说，目前审议

的专题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很感兴趣，其中包括一个

实际的方面，这是委员会的优先事项。如特别报告

员指出的那样，有时不只是法院，国家机构也必须

就国际习惯的问题作出决定，虽然它们在国际法方

面没有必要的专门知识。因此，一项实用指南或结

论对它们大有用处。

3. 此外，令人感兴趣的方面还不只局限于国内

领域：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近年来的重要性日

益提高，它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区域组织。

特别报告员提到的国际法协会的工作和关于适用于

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的原则的伦敦声明 328就证明了这

种情况，国际法院 2012 年 2 月关于国家的管辖豁免

328 国际法协会关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的 2000 年 7 月 29
日第 16/2000 号决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

的原则的伦敦声明》和随附的评注，见《第六十九届会议的

报告，2000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伦敦举行》，第 39 页 ( 可

从国际法协会的网站上获取：www.ila-hq.org/en/committees/
index.cfm/cid/30)。另见全体会议上的辩论，第 922–926 页 (同

上 )。《伦敦声明》也出现在第 712–777 页 (同上 )；习惯 (一

案的决定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案在习惯的援引和识

别是否存在这种习惯的证据的方式方面引起了令人

感兴趣的辩论，欧洲委员会的国际公法顾委也计划

在 2012 年 9 月的届会期间专门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国

家和国际法院处理习惯的问题。因此国际法委员会

现在审议这个专题是特别合适的。

4. 目前，特别报告员的目标不是分析在习惯国

际法的形成与证据方面提出的问题的实质，而是简

单地提出这些问题，并推动对这些主题的辩论。因此，

她仅仅是提出若干问题。

5. 特别报告员在说明的第 16 段将习惯国际法作

为“法律”引用，但如果不把它作为“法律”来理解，

这也是很困难的，除非所指的是其他领域，如“软

法律”或者与其他国际法律行为的关系。在第18段中，

她提到非政府组织的编纂努力，在这里，人们也可能

会问：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他想的是私人

编纂，因为他提到了公法学家的著述，或者其他工作，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习惯方面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上开展的研究 329，但在这种情况下提及“非政府组织”

是不适当的，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特殊的性

质。不管怎样，产生的问题是，这种编纂是否有充分

的意义和权威性来使委员会将它考虑进自己的工作。

审议私人编纂的问题，通常必须要进行实质性分析，

而委员会计划要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属于方法范围内

的工作：研究习惯的形成及其存在的证据。

6. 特别报告员的处理方法属于基本上是一种面

向实用的研究，而不是理论性的，这值得欢迎，因为

这样做的目的是协助各国和司法当局解决习惯的适

用、识别或存在的证据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第一次报告计划的专门讨论从概念和理论上处理习

惯国际法的形成的那部分应该有相当大的限制的原

因 ( 虽然它仍然有用 )，因为理论主张已经为人了解

得较多了，而且首先还是需要对实践进行经验评估。

7. 毫无疑问的是，必须分析案例法，特别是国

际法庭的案例法，同时也不应忽略国内法院，虽然

它们对习惯的贡献显然较小。国家实践的其他非司

法表现可能也与此有关。对实践的分析必须涵盖所

般 ) 国际法形成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最后报告载于第 778–790
页 (同上 )。委员会的六份临时报告载有更详细的信息。

329 J.-M. Henckaerts 和 L. Doswald-Beck，《习惯国际人道

主义法》，第一卷 (规则 )和第二卷 (实践 )(联合王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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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司法制度、文化和语言。特别报告员还承

诺研究习惯与条约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有用，虽然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争议；他还可以增列习惯与其他

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国际组织大量各种各样的

决议和国家的多边宣言，虽然这些不能被称为国际

法的渊源，但也能对证明某种习惯的存在作出贡献。

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决定不考虑强行法规则，但他应

该列入区域的习惯性惯例，以免造成空白，不管这

种空白是如何的小。还应该分析国际组织方面的习

惯问题，并且在这一框架下不仅审议它们对对其有

约束力的习惯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而且还审议它

们对查明某一习惯 ( 不管是否对它们有约束力 ) 作

出的贡献。

8. 她对拟订该专题的日程安排有保留。当然，

委员会最好是在本五年期完成这项工作，但这个专题

非常复杂，最近几十年的辩论相当激烈，要在四年

内予以完成，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即使委员

会只是提出一些结论。不管怎样，建议的议程就不能

对方法产生影响。特别报告员似乎在考虑只用一读就

通过最后的文本。这将采取实际指南或结论的形式，

而不是条款草案的形式，只经过一读就通过，这可

能会使委员会失去一个宝贵的工具，即国家的评论。

当然，国家可以在每年一度的第六委员会就相继产生

的报告提出意见，但也应该听取它们对最后文本的意

见，因为习惯的形成与证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也有很多的争议。

9. 她 还 指 出， 西 班 牙 文 本 的 标 题 是 用

“documentación”一词，这不符合该专题的主旨。相反，

正如福尔托先生就法文本中“preuve”一词所表明的

那样，应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三十八条，

在西班牙文本中使用“prueba”一词。

10.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关于习惯国

际法的形成与证据的说明充分阐述了未来五年期的

工作日程，为委员会的辩论安排奠定了非常好的基

础。该专题非常重要，非常切合时局，因为委员会

的工作在国家一级对法律执业者和法律工作者有所

帮助，因为他们很少被要求识别并实施习惯国际法

规则。他同意特别报告员避开陷阱，尤其是委员会

不应只依靠学术渊源。虽然如此，特别报告员的处

理反映了某种程度的乐观。他个人同意委员会的工作

结果应该明确界定，应该着重于实际的结论，不要

过多地放在细节或理论上，否则就可能会发生有很

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情况，这种情况没有多少好处。

还应该提醒的是，习惯法基本上是不成文的，委员

会的工作不应损害其固有的灵活性。

11. 关于村濑先生关切地提醒说委员会所说的可

能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对此，他个人认为，在

委员会委员看来显而易见的问题，对国内的法官来说

也许不一定显而易见，他们有可能在具体案件中第

一次被要求实施习惯国际法的规则。村濑先生还说，

如果他是法律顾问，当听到委员会在拟订关于适用习

惯法规则的准则时会感到很震惊。与此正相反，他

个人会欢迎委员会审议这个主题，因为实际指南作

为一种权威性指南由委员会提出，会对必须识别习惯

法规则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帮助。正如特别报告员强

调的那样，国际管辖机构的裁定是这种规则的证据，

但首先还有学说。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有的人认为学说中的内容能证明习惯规则的存在，

而有的人则认为不能。

12. 更具体地说，他同意提议的委员会工作方式，

但必须详细明确地编写其中的结论。他还同意：五

年期的大部分工作必须放在该主题上。关于方法问

题，他与墨菲先生和村濑先生一样认为，必须谨慎，

不要使该主题的研究工作仅仅依靠各国际法院和法

庭的裁定：实际上，在关于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只以 10 个国家的实践为依据；在

“荷花”号案中，常设国际法院作出的判决只依据 6
个国家的实践。因此不管表面上怎样，不可以得出

结论认为，一般化的国家实践是存在的。已确立的

习惯常常受到批评，因为它们被指控为非法、不民主、

强化政治经济的既成事实，这样的指控也不是没有

理由的。委员会必须向国家和国际法官提供权威性的

指南，最好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这些评述考虑在内。

13. 关于第 13 段，他同意一些委员的看法，他

们认为国际法协会的工作非常重要，应该予以考虑，

以免重复它的错误。村濑先生就《关于适用于一般

习惯国际法形成的原则的伦敦声明》提出的批评受

到欢迎。等待委员会去做的工作非常复杂，但这并

不意味着这项任务无法完成。特别报告员的说明第

14 和第 16 段所述的问题也许会令人产生某种兴趣，

但委员会不应专注于此，因为这可能会引起过度的

理论讨论，这不符合分配给委员会的任务，即作出

权威性的指南。关于第 15 段，他同意，应该建立一

个联合国用语词汇表；委员会应使用现有的术语，

同时也不忽视实践。他同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

即认为，除了少数方面外，不必考虑新出现的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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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新规范。他赞同第 27 段关于向国家征求资料的

意见，但也同意雅各布松女士提出的评述，即应该

认真考虑提具问题的方式。

14. 关于本专题的标题，寻找存在各种规范的证

据并予以识别，这是就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进程进行研

究时必然要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项研究，才可能确

定习惯的各部分 ( 如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 ) 之间的

关系与法律确信在国际规则的产生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将有助于搞清到何处去寻找存在习惯国际法的证

据的问题。

15. 他还指出，对于英文“证据”(“evidence”)一词，

俄文本应该使用“Идентифика”(“identification”)，而

不是“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proof”)，西班牙文本中的翻

译显然也产生了问题，也许法文本也有问题。

16. 哈穆德先生说，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是

一个困难而复杂的专题，必须界定其范围；否则这

将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他可以肯定，特别报告员将

确保该专题的范围有所限制，有所侧重，以使取得

的成果对其他国际和国家行为者成为有用的工具。对

理论的考虑不必过多，最好是着重于实际成果，正

如特别报告员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成果应该是一系

列的结论，以及阐述每条结论的理由和依据的评注。

虽然理论能表明任何一个结论的依据，但奠定该专题

的基础，并应集中注意的是实践问题。他同意特别

报告员在说明的第 24 段所提出的意见，即取得的成

果不应是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而应该澄清习惯国际法

规则的行成和确定过程。特别报告员正确地强调说，

规定性绝不能太强。必须取得平衡，或者至少要努

力取得平衡；否则，委员会的工作就不会得到有关

行为者的必要支持。

17. 特别报告员表明，他打算着重于各国际法院

和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的判例。

当然，它们是该专题方面指南的主要渊源，但他想

了解它们的判决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识别习惯国际

法的某一规则。提交给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

一些案件，如“温布尔登”号轮船案、“荷花”号案、

诺特博姆案、渔业案、渔业管辖权案和北海大陆架

案等案件，可以在实践的证据方面提供有用的指导，

但有时国际性法院没有表明它们如何得出某一规则

是习惯性的结论，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就它们如

何确定的问题提供推理。它们解释说，它们根据其

在国家实践中“注意到”的情况，或者是某一法律

工作者说的话，或者是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表明

存在某一规则的主题的文章而得出结论。最近，在

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中，国际法院完全避

开了某一规则存在习惯依据的问题，一名法官就这

个问题写了一份个别意见，但对他关于习惯依据的

结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18. 特别报告员在研究证据标准时应该利用广泛

的渊源，包括法学工作者的著作、公共渊源和独立

渊源的工作。

19. 另一方面，关于本专题的“形成”问题，国

际司法机构大量的判例可以当作确定建立习惯规则

的内容的主要渊源，国家的意见可以有很大的用处，

特别报告员也许应该在这方面为国家起草一系列问

题。外交部的法律部门可以提供协助，就习惯规则

如何形成的问题向委员会提供意见。这些意见有助

于委员会在这个专题上取得迅速的进展。

20. 国家司法机构，特别是在国际法方面造诣很

深的司法机构可以构成该专题两个方面的宝贵的资

料来源。但是，国家司法系统几乎都没有必要的专

门知识，因此他提醒特别报告员不要依赖某些渊源。

总之，习惯国际法具有普遍性，少数司法系统的意

见不一定能反映国家在某一规则的形成或该规则存

在的证据方面的普遍意见。

21. 区域规则可用于审议该专题，但应该在各区

域的背景和具体情况中认识这些规则的价值。这一

点很重要，因为区域机构和区域司法机构常常对具

有普遍性的习惯规则作出裁定。这些渊源可能在所

谓的特殊习惯国际法框架内更有适用性，特别报告

员也应该处理这个问题。他鼓励特别报告员研究一

般习惯国际法与特殊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关系，特别

是正在出现的一些区域结构本身就具备了自成一体

的法律制度。

22. 关于本专题的范围，特别报告员在说明的第

22 段中说，不管在审议中的法律属于哪个领域，同

样的基本方法都适用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识别。

他在第 27 段提及预定于 2014 年完成的第二次报告

的脚注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识别习惯法规

则的标准可以因规则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是

可以因规则所属的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他本人倾

向于后一种方法，因为这会非常有利于某些专业的

司法机构、准司法机构和条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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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别报告员应重新考虑他的意图，即不研究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如一些其他委员指出的那样，

这些规范基本上是习惯规则，它们可能存在于某一

条约中的事实并不改变它们的性质。他不赞成这样

的观点，即处理强行法的形成和证据会被看作是“过

度进展”或政治上不适当，因为委员会不会去确定

哪些规则被认为是强行法，也不会确定这种规则对

其他义务的法律价值。

24. 应该处理两个问题。第一是将“软法律”变

成习惯国际法，这个问题对大会决议特别重要。虽

然对这种决议的地位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但委员会

就“软法律”宣布立场，会对决定大会决议必须满

足何种条件，包括时间和实质性方面的条件，才能

成为习惯国际法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个

问题涉及某些条约缺乏普遍性而对确定其中所载的

条约义务是否反映习惯国际法带来的影响。

25.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本专题令人很感兴趣，

但不太容易处理。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

程，而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却是静止性的。但这两个

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必须

处理两个方面。但是，福尔托先生正确地强调说，

应该将精力更加集中于证据的识别上。习惯国际法

难以识别，特别是对国内法院来说，这就是本专题

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

26. 特别报告员在说明中指出，本专题得到第六

委员会的支持。这种支持对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能

够就本专题的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进展是至关

重要的。

27. 特别报告员做得很对，他提出了习惯国际法

作为国际公法的一个渊源的问题，他赞成特别报告员

打算在今后的第一次报告中处理习惯国际法与条约

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按《说明》第 14段的建议澄清“习

惯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与“国

际法一般原则”等的关系。从关于本专题的实质性

工作一开始就必须对术语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28. 关于方法问题，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即第一次报告中应包括一项关于国际司法机构如何

处理习惯国际法的描述性调查以及关于国家法院判

例法、非政府组织的编纂努力和政论家的著述等的调

查。第一次报告中还应该包括关于国家实践的研究，

因为这是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渊源。

29. 本专题的范围必须在工作的早期阶段予以确

定。这可以防止与委员会其他主题方面的工作的重

叠。合理的是，本专题的范围包括整个习惯国际法，

其中包括不同的法律领域。

30.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和其他委员的意见，即一

般国际法中出现新的强制性规范，或称强行法，是

一个独立的问题，不应该属于本专题的工作范围。

应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

31. 显而易见，本专题的工作成果的最佳选择不

是对规则作出规定，而是如第六委员会建议的那样，

委员会的目标应该是向法官、政府律师和从业者提

供习惯国际法方面的实际指导。

32.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说明》中提出的关于

本专题的发展的日程。

33. 麦克雷先生说，在审议中的专题确实是一个

难题，因为它在处理方式、角度和重点方面都产生

了意见分歧。

34. 必须找到共同的用语，但除了有关词汇的想

法以外，还必须就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实质性规则的

形成还是程序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其目标是否是规

则的形成，达成共识。特别报告员在某种程度上避

开了这个难题，他谈到了达成结论的问题，但以后

在关于本专题的工作中这个难题会再次出现。

35. 特别报告员强调说，目标是协助各国的法官、

仲裁员和其他从业者，因为他们常常被要求查找和适

用习惯国际法，虽然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得到过充分的

培训。这个目标是值得称道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委员会必须产生出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具有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的权威。330

36. 福尔托先生争论说，委员会应该着重于习惯

国际法的证据，而不是其形成。如果他这样说意味

着委员会局限于就在哪里找到习惯国际法的问题向

法官和决策者提供指导，那么这不免太狭窄。委员

会应该不仅仅是简单地说可以在国家实践和法律确

信中发现习惯国际法，而且还应该解释如何评价这

种惯例的问题以及关于法律确信的构成及其与惯例

的关系这一难题。正如特别报告员本人在介绍本专

330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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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承认的那样，这些是习惯国际法的核心问题，

也是委员会必须提供指导的问题。

37. 但是，如果委员会就本专题的工作的结果是

要获得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一样的

权威，那么就必须考虑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对

它的工作作出判断，一部分只能是以它是否能为法官

和仲裁员所理解为标准。关键的标准是，广大的国际

法学界是否认为它充分反映并可能解决了习惯国际

法方面的不同意见。为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注

意村濑先生关于许多学者的期望所提出的几点看法，

例如将研究扩大到司法裁定的必要性，看待这些问题

的各种主客观角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能由之识别习

惯国际法规则的国家实践稀缺，整个习惯国际法进

程中的模糊性所具备的内在价值，以及从具体地发

现习惯国际法的规则过渡到就找到这条规则的方法

达成协商一致的困难。第二，虽然委员会可能会避

免对该主题的理论性辩论，但检验其是否成功的标

准应该是，它是否会被看作是充分处理了这些辩论。

正如一些委员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的结构变化意味

着，在识别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基础的国家实践，以及

在认识习惯国际法的协商基础时必须考虑新的因素。

关于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之间相对平衡的长期辩论

必须予以继续下去，还必须考虑对习惯国际法的约

束性持反对态度的人的意见。

38. 特别报告员的务实态度是一个宝贵的起点，

但委员会应保持进一步深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可能

性，以便得出能获得广泛接受的一系列提议、结论或

指南。凡是在关于国际公法的标准工作中能找到的，

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

39. 在特别报告员更确切地确定本专题的范围并

表明何处仍然还有空白之前，向国家提出问题为时

尚早。

40.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回顾说，在罗马法国

家中，用国际法替代国内法的做法只涉及到条约。

例如，《墨西哥宪法》没有援引习惯规则或一般性

法律原则。但是在今天，国际法几乎涉及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因此，国内法官经常要适用国际法。这

就是为什么在最近宪法改革中墨西哥最高法院采取

了核实各级遵守条约的措施：法官必须确保它们的

裁定不仅符合国内法而且还符合国际法。在这方面，

最高法院裁定：美洲人权法院的裁定在全国境内有

约束力，但国内法官在遇到援引有习惯法规则存在

的美洲人权法院的裁定时毕竟还不知道怎样去做。

因此，特别报告员所设想的工作将非常有助于帮助

国内法官识别习惯规则。因此应该更加重视证据，

而不是形成，虽然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

他同意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的意见，即本

专题标题的西班牙文本中“documentación”一词不

应用于指认所涉的问题，即习惯规则的证据或识别。

41. 他很高兴委员会处理本专题，虽然委员会必

须要等待第六委员会各国审议了这项工作的有用性

以后，但他毫无疑问特别报告员会成功地说服它们。

42. 朴基甲先生回顾说，“形成”是习惯国际法

规则发展的过程，“证据”包含了识别这种规则的过

程。本专题的这两个方面必须找到相互间的平衡，但

由于委员会的目标是向从业者提供指导，因此最好是

着重于证据。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向法官、政府律

师和从业者提供带有评述的实际指南，并将帮助消除

某些模棱两可之处。国内从业者提出的最常见的问

题是：如何识别习惯国际法，特别是在政府尚未批准

某一国际公约，而另一国家以其中的某项规定反映了

国际习惯而要求遵守这条规定时；默认在国际秩序中

的影响，特别是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以及承诺和不作为的时间长短的重要性；在举证责任

方面，国内法官是否必须只依靠实践来确定是否存在

国际习惯规则或者他是否也必须研究法律确信，如果

是，如何研究；习惯国际法与条约的关系；国际组织，

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法律地位；现行法与

拟议法之间的区别以及与编纂工作的关系。

43. 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出，本专题的理论基础

很重要，但过多地纠缠于细节不合适。至于方法问题，

特别报告员认为关于本主题的最可靠的指导可以在

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的判例法中找到，特别是在各

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中找到，但应该记住的是，

审议国际和国内判例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即使在国际判例法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例如，

在“荷花”号案中，常设国际法院在 1927 年认为，

习惯是各国同意的产物，而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

际法院都认为习惯是一种客观规则的表示。

44. 除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以外，未被整个

国际社会都承认的国家的实践也应该考虑。至于工作

范围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从一开始就不考虑强行法，

大多数委员都已经同意这个立场，但由于这项工作

应该产生对国内从业者的指导，因此它应该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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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程度的解释，例如表明强行法不仅在 1969 年维也

纳公约第五十三条中有定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

存在于国际习惯。特别报告员还应考虑将区域习惯

法的主题列入本专题的范围。

45. 卡姆托先生说，特别报告员作为一名国际法

学家，具有杰出的素养；实际上，作为一名法律专家，

他肯定能成功地确保委员会在审议中的专题方面取

得最大的成就。虽然国内法律制度中的习惯进程并

不明显地与国际法律制度相一致，但特别报告员来

自一个重视习惯的文化，即普通法传统，这一点并

非没有关系。特别报告员在《说明》中规划出了他

要走的路线。他在口头介绍中援引了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关于习惯国际法的研究，331 这一点要是能在他的

《说明》中具体提及就好了。因此关于初步要点的那

一章 B 节的标题也许最好为“其他组织在习惯国际

法的形成方面的工作”，这就不仅能够提及国际法

协会 332 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而且还能提及类

似性质的所有其他工作，尤其是普林斯顿项目的工

作，333 又能提及学术机构的工作。他完全同意村濑先

生在第 3148 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本专题标题的意见，

他不认为委员会同时审议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

有什么好处。村濑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一部分委员表示赞同，这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意见。

但是，他认为，必须讨论“识别”，或者更确切一点，

讨论习惯国际法的“识别法”，而不是习惯国际法

的“证据”，因为证据的概念比较有局限性，不允

许委员会包含特别报告员在说明中列出的主题的所

有基本方面。

46. 关于委员会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成果，他同意

特别报告员在《说明》第 24 段中提出的目标，即提

供指导和实际咨询，而不是严格的规则。由于当前

的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他对迈克雷先生的建

议有保留，因为迈克雷先生的建议是，委员会应该

拟定一份与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

具有同等权威性的文本。关于方法问题，他高兴地说，

如第 17 段所示，特别报告员没有完全排除考虑理论

方面，虽然《说明》的导言可能给人的印象正好相

反。他对委员会工作实际用途的重要性没有异议，

但他个人认为，委员会不能允许自己仅仅依赖国际、

331 见上文脚注 329。
332 见上文脚注 328。
333 普林斯顿普遍管辖权项目，《普林斯顿普遍管辖权原则》，

法律和公共事务计划 (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

出版社，2001 年 )。

区域和国家管辖机构的判例法来审议一个专题。《国

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毕竟也援引了各国最资深的政

论家的学说，即使是作为确定法律规则的一种辅助

手段。总之，这种成果必须是务实的，而不仅仅是

为研究而研究。《说明》第 27 段建议的工作日程不

需要作任何特殊的评述，它纯粹是说明性的，因此，

根据本专题和情况的发展还可以作调整。

47. 谈到实质性问题，他指出，习惯规则难以确

立的原因是，它的形成常常会引起争议，它的确定

也会引发冲突；因此，习惯的证据问题非常重要。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的那样，在国际法中，法学工作

者知道如何缔造条约，但他们并不真正知道如何缔

造习惯。334 有时，法官采取神秘的手段识别了规则，

如国际法院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中所作的

那样，然后又通过 2012 年 2 月 3 日在国家的管辖豁

免案的判决，特别是在其第 55 段中作了纠正。在其

他案件中，他们倾向于避免卷入到习惯的识别中去，

这也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在《欧洲共同体关于肉类和

肉类产品的措施(激素)》的报告中阐述的立场。但是，

他们在识别习惯规则方面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毕竟是，一旦一位法官认定某项规则为习惯法规则，

不管其是否说明采用何种方法得出这个结论，他或

她的裁定必须受到注意：这明确表明，如他已经指

出的那样，有时人会在确定习惯规则中发挥作用。

48. 关于数量标准，即参与形成习惯的国家的数

量；以及质量标准，即引用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

中的话 (第 74段 )来说，“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

的参与和不参与，这里所产生的问题是，这两个标准

中是否有一个会优先于另外一个，在何种情况和何

种条件下？除了上述两个标准以外，还应该增加空

间或地理标准，以充当确定区域或地方习惯的基础。

49. 习惯规则与逐渐发展范围内的规则之间的界

线对于委员会本身来说是一个重要乃至根本性的问

题。在许多案件中发生的情况是，被提议属于逐渐

发展范围的一项规则，同时也像习惯规则一样，以

大量的国家实践为基础，但这种实践往往是趋同，而

不是一致的。然后产生的问题是，习惯法规则与属

于逐渐发展范围的规则之间的区别，其依据是否是：

在习惯方面有法律确信，而在拟议法方面则没有法

334 P.-M. Dupuy，“L’unité de l’ordre juridique international: 
cours génér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2000)”，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第

297 卷，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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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确信？关于一条规则从不成文过渡到成文的形式

的问题，即将习惯法通过编纂转换成条约法的问题，

海尔采格法官对国际法院 1996 年在以核武器进行威

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中提出的咨询意见发表

声明，他在声明中回顾说，这项工作可以使习惯法

具备条约法的精确性，从而消除习惯法固有的一些

弱点，但同时又有转换不完善的风险，编纂可能会

对习惯规则发生增减的情况，甚至造成这种规则的

变形。这样就可能会有两种目标相同的习惯规范，

一种保持在习惯法的阶段，另一种则是通过编纂而

成文的规范。委员会的工作应该使自己能够研究所

有这两种自称为是习惯的规则的地位，换言之，特

别报告员也许应该考虑通过编纂进程识别习惯规范

是否使非条约识别的可能性保持完整，例如通过案

例法的手段。肯定的是，国际法院在 1986 年就尼加

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作

了判决，它在判决中重申，“因此，显而易见的是，

习惯国际法继续独立于国际条约法而存在和适用，即

使这两类法律的内容相同”( 第 179 段 )。但是，委

员会不关心规则的内容，而关心该规则的识别。因此，

问题在于，对某一编纂的条约规则的援引是否可以

用作一种证据或手段，以识别不是某一公约缔约国，

甚至也未曾参加其谈判的国家的习惯？

50. 关于实践和法律确信分别在习惯的形成中的

重要性问题，虽然实践一般来说较容易识别，但对

法律确信来说并非如此。朴先生指出，默认在法律

确信的确定中所起的作用必须予以研究。产生的问

题还有，意图是否在这方面有作用，如果有，通过

哪种方式？雅各布松女士在第 3148 次会议上也就沉

默的后果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这些问题并不纯粹是

反问式的，实证国际法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并不特别

明确或一致，例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表示

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早在筹备工作的阶段，即在最

后文本签署之前就已产生，这种同意是否构成法律

确信？在这方面，Robert Jennings爵士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即提出抗议的国家是否可以将自己排除在

该条法律的普遍性之外？他指出，通过观察发现，“法

律确信或履行法律义务之行为”实际上产生于共识，

而不是同意，因此这个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答。335 委

335 参见 R. Jennings，“什么是国际法？当我们看到它时，

我们如何分辨它？”，Annuaire suis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第 37(1981) 卷，第 59–88 页；另见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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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意见。

员会应该研究案例法在这方面是否明确的问题，如

果不明确，就应该研究，应该提出哪些建议的问题。

51. 特别报告员在《说明》第 23段中提到强行法，

只是为了予以排除，因为他认为不应该处理强行法。

虽然这种论点得到委员会许多委员的支持，但他个

人的担心是，这种决定为时尚早，因为不能肯定的

是，委员会是否真的能避免将强行法的形成和识别

作为习惯国际法的要素来考虑。在检察官诉安托·富

伦基亚案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 1998 年 12
月 10 日的判决中写道：

关于酷刑的原则的其他主要特点涉及国际规范秩序中的规则

的等级问题。由于它保护的价值的重要性，这项原则已经演

变成了强制规范或强行法，即在国际等级中享有高于条约法，

甚至“普通”习惯规则的一个级别。这个较高的级别的最明

显后果是，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国际条约、地方或特殊习惯，

甚至也不能通过没有具备同样规范力的一般习惯规则来克减

这条原则 (第 153 段 )。

“这条原则已经演变成……”意味着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暗示存在着一种进程或形成，但没有说

明这种进程或形成是如何运作的。此外，它阐述了

各种习惯，当地的、特殊的和一般的等等，委员会

应该就此研究以下一个问题：它是否都是以同样的方

式形成的。但是，如果照该法庭的说法，国家甚至

也不能通过一般性习惯来克减强行法，那么，这是

否意味着强行法这种习惯规范的形成不同于一般习

惯？显而易见，这一方面的问题不是能简单解答的。

52. 诺尔特先生祝贺迈克尔爵士被任命为习惯国

际法的形成与证据专题特别报告员，这是委员会议程

上最艰巨、最雄心勃勃的专题。特别报告员在《说明》

中概述了今后的工作，虽然在处理该专题可采用的各

种方法方面可以作大量的讨论，但特别报告员有权

按他的提议做下去。作了发言的委员就一些具体问题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初步辩论的本阶段，他不

想对此重复或做进一步的评述，因为他的发言主要涉

及本专题的标题。福尔托先生建议特别报告员着重于

习惯国际法的证据，而不是其形成，他认为，从业者

主要感兴趣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如何识别国际法的问

题，委员会如果要解释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就要

开展学术活动。因此，福尔托先生讨论了村濑先生在

辩论中提出的一种区别，村濑先生对“快照式”角度

与一种范围更广的角度作了区别，前者是争取识别某

一特定时间的习惯国际法的状况，后者则是要解释习

惯国际法产生的过程。他本人完全认为，对国家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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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最重要的，是能够识别某一特定时间的习惯国际

法。这必须是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工作的主要内容，

因此，他不同意福尔托先生的意见。但是，他也不赞

成这样一种观点，即澄清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的重

要性较低，只是一种学术活动。国家和从业者不仅想

知道习惯国际法是通过何种渠道来识别的，而且还想

知道如何向他们的国内法院和其他机构解释这些渠道

为何并在何种情况下导致了某一规则是或者不是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结论。当然，在解释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时，委员会有可能陷入对某些一般性原则问题的讨论，

但这在当前的工作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委员会不处

理这种问题，它就满足不了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期

望，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很容易会遭到质疑。

53.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

在新的特别报告员的指导下再一次审议了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专题。该专题的一个重要问

题是，能否看到有一个十分强烈的趋势要识别习惯

国际法中的一个新发展。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在识别这种趋势时要考虑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否

只是或者主要是法院、政府、立法机构的具体决定，

还是普遍的价值观、政策声明、有关领域的平行发展，

如国际刑事管辖方面的发展等等？他认为，仅仅是界

定其中有哪些因素与识别某一特定时间的习惯国际

法规则有关，这是毫无用处的。相反的是，必须解释

习惯国际法可能产生的新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以理解

各种起作用的因素。这需要作某种较普遍性的思考。

否则的话，委员会将看不到习惯国际法的基本特征，

即与其他国际法的渊源和各种国内法形式不同的是，

习惯国际法既是一个过程的结果，也是一个过程的

要素，这种特征在国家和其他行为者识别某一特定

时间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时，也必须予以考虑。

54.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特别报告员表明的

那样，主要目标之一，也许是主要目标，是在国内法

院必须适用习惯国际法时就如何进行的问题向它们

提供指导。彼得里奇先生和其他委员强调这方面的重

要性。彼得里奇先生请委员会注意，许多国家的宪

法赋予习惯国际法在其国内法律秩序中的特殊地位，

常常高于条约法。这表明国内法院是否愿意根据这

些宪法规则识别和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要取决于

国际法委员会等权威性机构如何解释具体的有约束

性的习惯国际法。如果委员会只是采取一种“快照式”

的方法，或者只是编制一份证据渊源的技术清单，

它就会漏掉习惯国际法的这一重要方面。

55. 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的工作

目标不仅是必须向法官和不熟悉习惯国际法的其他

行为者提供实际指导，而且还必须向熟悉习惯国际法

的行为者提供一种经过考虑的意见。一些国家在学术

层面上的辩论反映了一种实际性的深切关注：今天，

国内法学家和法官在自己询问自己，习惯国际法的特

点是什么？给予习惯国际法在国内法律制度中的特

殊地位是否合法？例如，习惯规则的演变是容易还

是困难，这对它们在国际和国内的合法性和权威价

值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委员会必须牢记，它的工作

会影响到习惯国际法在国内法律制度内外的合法性

和权威价值，因此必须解释其每一个结论的合理性。

56. 他同意彼得里奇先生的意见，即特别报告员

应该探讨英语和法语以外的语言中的法律渊源，例

如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定。

最惠国条款

(A/CN.4/650 和 Add.1，F 节 )

[议程项目9]

研究组的口头报告

57. 麦克雷先生 ( 研究组主席 ) 回顾说，委员会

曾决定在本届会议上改组最惠国条款研究组，研究

组举行了六次会议。研究组的总目标是防止国际法

的碎片化，并强调在投资法的仲裁决定领域，特别

是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规定中采取的方法，必须要加

强连贯性。研究组被认为可以在投资法领域加强确

定性和稳定性方面作出贡献。研究组争取详细地产

生出对投资领域参与者和决策者有实际效用的成果。

研究组并不打算编制任何条款草案，也不打算修订

最惠国条款委员会通过的 1978 年条款草案。336

58. 至今为止，研究组为了进一步弄清最惠国条

款对当代提出的挑战，审议了若干背景文件。它备

有一份关于“投资法庭对最惠国条款的解释”的工

作文件，这是他本人编写的。该文件根据 2011 年关

于“投资协定中最惠国待遇的解释和适用”的工作

文件改编，改编时考虑了最新的发展和研究组 2011
年的讨论情况，337 在讨论该文件时，就法庭的性质对

它如何解释条约是否有影响，特别是仲裁的混合性

质是否构成解释进程中的相关因素等问题交换了意

336 《1978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页起。
337 见《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351–36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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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研究组还备有一份工作文件，题为“投资法庭

的混合性质对程序性条款适用最惠国条款的影响”，

该文件由福尔托先生编制。

59. 研究组还备有一份关于马菲基尼案后的最惠

国待遇示范条款的非正式工作文件，该文件研究各国

对马菲基尼案裁决的各种反应方式，包括明确表示

最惠国条款不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的规定；或者明

确表示最惠国条款确实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的规定；

或者具体列举最惠国条款适用的领域。它还有一份

非正式工作文件，文件对各总部协定中最惠国待遇类

的用语作了概述，这些协定规定各国驻该组织的代表

享有赋予驻东道国的外交人员同样的特权和豁免权。

这些非正式文件，以及研究组没有讨论的关于双边征

税条约和最惠国条款的非正式工作文件，都仍然在

研究编写之中，将继续加以补充更新，确保其完整性。

60. 关于投资法庭的混合性对最惠国条款适用于

程序条款的影响的工作文件解释了投资方面仲裁裁决

的混合性质；评估了最惠国条款在混合性仲裁中适用

的具体方式；研究了这种仲裁对最惠国条款适用于程

序条款问题的影响。据认为，投资仲裁的混合性展现

在两个层面，因为诉讼当事方是私人索赔方和国家应

诉方，两者性质不同。此外，有人辩称，这样一种仲

裁庭在功能上取代了本来由东道国国内主管法院发挥

的功能。因此，混合性仲裁处在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

之间，在投资方面既与国际商事仲裁有关系，又与国

际公法仲裁有关系。它有私法和公法的成分。

61. 关于投资法庭对最惠国条款的解释的工作文

件认为，尽管可以依靠条约的解释或者根据 1969 年

维也纳公约援用解释工具，但是在解释最惠国条款

时，投资法庭实际进行解释或者得出结论的方式鲜有

一致可言。因此，工作文件进一步审查了投资法庭所

采取的方法，争取从中确定一些对投资法庭解释最

惠国条款似有影响的因素，并确定其中的某些趋势。

62. 这些因素和趋势如下：(a) 调查研究一个基本

问题，即最惠国条款在原则上是否与条约的程序性条

款和实质性条款都有关系，从而区分实质和程序；(b) 
将涉及条约争端解决条款的最惠国条款解释为管辖问

题，并在有些情况下暗示援引一种所谓较高级的标准，

以解释最惠国条款的范围是否属于同意仲裁，而在另

外一些情况下，则区分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即区分涉

及索赔权(属于管辖权问题)的条款与涉及索赔提出

方式(一直被解释为与可受理性有关)的条款；(c) 采

用条约规定冲突的方法，法庭据此考虑如下事实，即

争取列入条约的问题已经由基本条约本身以不同的方

式涵盖；(d) 考虑根据双边投资条约提出了最惠国索

赔的任一缔约方的制定条约实践，以此确定双方在最

惠国条款范围问题上的意图；(e) 考虑条约缔结的“有

关时间”(同期原则)以及随后的实践情况，以确定双

方的意图；(f) 评估借最惠国条款摒弃或添加的条款

的内容对法庭的影响；(g) 承认隐含的“先例论”，这

是一种希望保持一贯性的趋向，而非受到任何等级结

构影响；(h) 评估所引条款的内容，以确定该条款实际

上是否给予更多/更少的优惠待遇；以及(i) 考虑是否

存在“政策例外”的情况。

63. 该工作文件也对研究组要采取的研究方向作

了初步的分析，研究组根据这份文件开始交换意见，

涉及三大问题：(a) 最惠国条款是否在原则上能够适

用于双边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 (b) 双边投资

条约规定投资者援引争端解决条款的条件，这些条

件是否是影响法庭管辖权的因素？ (c) 在确定双边投

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是否适用于援引争端解决条

款的条件时，哪些因素与这种问题的解释有关？

64. 研究组承认，最惠国条款是否能够适用于争

端解决条款，这是一个有待根据每个具体个案的具体

情况解答的条约解释问题。每项条约条款都有其自己

的特殊性，必须加以考虑。它满意地注意到，在当

事方在其最惠国条款框架内明文列入或排除可以采

用争端解决办法的条件时，不存在任何特定的问题。

现有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惠国条款出现解释问题的情

况，大多数是没有明文规定是否涵盖争端解决条款。

建议至少在解释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时，

法庭没有必要调查这种条款原则上是否能够适用于

争端解决条款的问题。马菲基尼案裁决之后，各国

审慎的话最好表明自己的倾向。

65. 关于进一步的工作，研究组将继续审议法庭

在解释过程中考虑到的各种因素，以便考虑可否就下

列事项提出建议：(a) 上下文的范围；(b) 拟置换的条

款的内容是否还有实用性；(c) 拟列入的条款的解释；

(d) 筹备工作的针对性；(e) 缔约方的条约实践；(f) 
同期原则。它认为需要进一步关注以下方面：马菲基

尼案仲裁后最惠国条款解释所涉的各个方面；判例法

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区分可否进一步清晰地说明

的问题；谁有权援用最惠国条款的问题；如果在双边

投资条约范围内援引这种条款，可否对“较低优惠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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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作特定的理解；政策例外是否能起到限制最惠国

条款的适用的作用。

66. 研究组认识到，它此前曾确定，需要根据服

务贸易总协定和各投资协定，对涉及服务贸易的最惠

国待遇问题以及最惠国待遇、公正和公平待遇及国民

待遇标准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将随着

研究组工作的进展而不断予以关注。它还回顾说，最

惠国条款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关系是预定要进一步研究

的领域。它还表示存在一些当前令人关注的其他领域，

诸如投资协定和人权问题等。但是，研究组注意到不

扩大其工作范围的必要性，因此在探索某些方面问题

时十分审慎，以免将其研究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某些

领域，引起《1978 年条款草案》规定适用方面的问题。

67. 研究组就今后工作的大纲提出了意见。设想

为研究组编写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报告，以提供一般

背景材料，对判例法进行分析，说明其来龙去脉，

提请注意已出现的问题和实践中的趋势，并酌情提

出建议，包括示范条款。两份工作文件是筹备文件，

构成该报告的一部分。研究组仍然乐观地认为可以

在委员会下两届或三届会议期间完成工作。

68.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研究组的

口头报告。

就这样决定。

条约的临时适用 338

[议程项目6]

研究组的口头报告

69.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 条约的临时适用问

题工作组主席 ) 说，研究组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和

25 日举行会议，以便就可能与现五年期审议该专题

有关的一些问题开展对话。研究组备有一份他对一些

要点作概述的非正式文件。这些要点应与由乔治·加

亚先生编写，并载于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 (2011 年 )

附件三的提纲一起阅读。

70. 在主持讨论开幕时，他表示打算在委员会第

六十五届会议上提交第一份实质性报告，他认为审议

338 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365–367段)中2011年已列入了这一专题，其基础

是已列入委员会同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一项提案(同上)。

该专题的基础应该是委员会就条约法相关专题开展

的工作以及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相关条款的准备工作。

研究组讨论了以下问题：(a) 需要考虑作为临时适用

和终止的前提条件的程序性步骤；(b) 1969 年维也纳

公约第十八条确立了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

及宗旨的义务，而第二十五条则确立了暂时适用的

制度，前者对后者有多大程度的影响；(c) 就确定习

惯国际法规则的目的而言，条约的临时适用所造成的

法律局面具有何种程度的重要意义；(d) 要求各国就

它们的实践提供资料，这样做是否有用？如果有用，

所提问题的重点是什么？

71. 关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和第

二十五条的关系问题，就此发言的绝大多数委员认

为，第二十五条下的暂时适用超越了不得在条约生

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的一般性义务。尽管二者均

涉及条约生效前的阶段，但这两项条款带来不同的

法律制度，应据此加以处理。

72. 关于条约的临时适用造成的局面对确定习惯

国际法规则目的的意义问题，普遍感觉应把与习惯国

际法的形成和识别有关的内容排除在本专题之外。但

是，可以考虑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的习惯

地位作出分析。

73. 研究组认为，现在要国家提供资料为时尚早；

时机成熟时，可以以问题单的方式就它们的立法、外

交、司法和议会实践提出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最

好是将资料要求局限在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国内法上。

但是，有人强调说，委员会不能忽视国家在临时适用

方面的立场。在这方面，有一种意见认为，只需对有

关国家的实践作抽样调查。

74. 讨论中提到的其他问题包括：“条约的临时适

用”的确切含义；这一法律制度所涵盖的不同形式和

表现；条约的临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即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二十五条本身或与条约并列的一份协定；哪些

机构有权决定临时适用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关于

国内法对于缔约权限之规定的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

条之间的联系；临时适用的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的条

约是否都一样；条约临时适用是否产生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义务，违反这一义务是否引起有关国家的国际责

任；条约临时适用的终止方式和效果(从追溯力的角

度予以强调)。普遍认为，委员会目前就成果作出决

定尚为时过早。有些委员提到拟订条款草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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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也提到其他的可能形式，如准则和条款范本，在

目前这个阶段也不应加以排除。

75. 有些委员提到请秘书处编写本专题备忘录的可

能性。他认为，有一份关于委员会以前在条约法的工作

中就此专题所开展工作及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相关条款

准备工作的备忘录将是非常有益的。因此，他建议委员

会授权秘书处编写这样一份备忘录。

76.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条约的临时

适用问题工作组的口头报告并核准其中所载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2 时 55 分散会。

第 3152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

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

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

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

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

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

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

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完 )

(A/CN.4/650 和 Add.1，G 节，A/CN.4/653)

[议程项目7]

特别报告员的说明(完 )

1. 迈克尔·伍德爵士 ( 特别报告员 ) 总结关于

新专题“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的第一次讨论。

他说，总体而言，委员们对这一专题表示欢迎，在

他们的初步意见中确认了载于 A/CN.4/653 号文件中

他所撰说明的要点。发言者提请注意许多国家的宪

法秩序和国内法律中所含的习惯国际法的重要性。

重要的是，国际公法应构成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以及

律师和法官的法律进修内容。

2. 村濑先生对审议这一专题表示严重怀疑，认

为审议整个习惯国际法，即使是在非常抽象的层面，

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并且委员会在这

方面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最终所说不是显而易见，

就是含糊不清。然而，如格沃尔吉扬先生指出的，

对委员会显而易见的，不一定对人人都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但面临习惯国际法问

题的律师，委员会得出的一套清晰、直接了当的结

论可能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至于模糊不清问题，

村濑先生似乎是说，难以得出可在整个习惯国际法

领域适用的结论，至少会伴以大量的但书。然而，

事实证明但书非常有用，不只是对委员会的工作。

他的本意不是审议习惯国际法的内容，而是要审查

关于确认这类法律的系统性规则。

3. 他充分意识到本专题固有的困难，需要待以

一定程度谨慎；他愿意向同事们确保，他也有他们关

于委员会工作不应过于雄心勃勃的关切。他将致力

于取得一个有益、实用并有望获得普遍接受的结果。

4. 关于村濑先生建议委员会应考虑到可能针对

的“目标”受众，他说他不完全理解主体性的、“主

体间的”和客体性的之间区别的意义。对他来说，

这样的区分近乎否定法律。然而，如果法律应当具

有任何意义，识别它的公认方法必须对所有人都一

样；一个共享的、一般性的理解正是委员会也许希

望获得的。与村濑先生关于国际法院所采取方式的

描述相反，他认为法院未感到有义务仅根据当事一

方或双方的论点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相反，

法院有一个关于什么是被援用的习惯国际法及其如

何形成的理论，而不管当事方说什么。在最近一起

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 (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 )

的个别意见中，亚伯拉罕法官也似乎驳回了“主体

间的”这一观点。

5. 大家普遍认为委员会本专题工作的最终结果

应当务实。目的是为任何人，特别是那些不是国际

公法领域专家但需要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

的人提供指导。委员会没有任务解决关于习惯法基

础的理论争端，或者在文献中找到关于其形成和识别

的各种理论方法。哈穆德先生说过，实践——而非理

论——是本专题的基石。最初，至少重点应是确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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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和法庭以及各国在实践中实际上做什么。在这方

面，他同意彼得里奇先生、卡姆托先生和其他人正

确地强调必须考虑到来自全世界所有主要法律制度

及所有地区的国家实践。同时，如麦克雷先生和其

他人指出的，如果它被接受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权

威性，最终的实际结果必须立足于全面细致的研究，

包括关于这一专题理论基础的全面细致研究。

6. 大家普遍认为委员会本专题工作的结果应该

是一套建议、结论或准则。委员会将不会起草一个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维也纳公约；过度的规范性是不

恰当的。如许多发言者都强调的，习惯国际法的核

心特征——以及它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形成是一个

灵活的过程。然而，他不同意一位发言者表达的立场，

即模糊性是习惯国际法本质的一部分；这似乎是一

个关于法律实质，并同样是关于认定过程的陈述。

在他看来，国际法规则的模糊性并非本身就好，也

不是在国际事务中确保法治的办法。习惯法形成过

程中的灵活性不应该导致法律实质的模糊性。虽然

有人说处理习惯国际法的方针会随时间改变，但我

们的目的是解释现行过程，并且如墨菲先生所说的，

帮助澄清关于国际法形成和证据的现行规则，但不

是推出新的规则。

7. 大家普遍同意他在其说明第 20 至 22 段就专

题范围所说的话，并且普遍支持制订标准化术语，

编写一个联合国官方语文的词汇表。意见分歧在于

委员会应否打开朴先生所称的潘多拉盒子，即强行

法问题。大多数 (即便不是全部 )发言者似乎认为，

不应直接处理强行法，尽管可能有必要在专题的特定

方面提到它。随着专题进展，可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8. 对本专题可以涵盖什么，大家提出了许多建

议。这包括：研究《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丑)项(或者更确切地说，《常设国际法院规约》

相应条款)的起源以及各法院对它的理解；习惯与条

约之间的关系，包括那些获得广泛批准但不具有普遍

性的条约的影响(在这方面，198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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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条特别相关)；习惯与一般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习

惯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之间的区别；区域习惯的问

题；国际组织决议的效力；国家之外的国际法主体，

特别是欧盟这类国际组织的实践的作用；“软法律”与

习惯之间的关系；不同法律领域中的方针可能不同的

程度；重视或不重视不一致的实践的问题；默许、沉

默和不作为的相关性；以及“特别受影响的国家”和

“一贯反对者”的概念。

9. 关于对专题的标题中使用“形成”和“证据”

的措辞提出的意见，包括后者翻译成其他语言的问

题，他说：无论使用什么措辞，本专题应包括关于

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存在的方法——例如，国家实践，

再加上必要的法律确信——以及可作为原材料分析习

惯国际法的资料和可找到这类资料的地方。重要的

是标题要正确，从而尽可能清楚地反映委员会审议

本专题时的意图。

10. 如果他理解正确，福尔托先生和其他人建议

说，本专题阐述的主要问题是识别现有习惯国际法规

则时应遵循的方法。他同意这一观点。“识别”一

词或许本来会是本专题的英文标题使用的一个更好

词汇。他对于在后期修改标题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同时，他同意那些认为列入“形成”一词有益的人

的意见：确定是否存在一个所谓的新兴规则，可能

涉及到审议国际法习惯规则形成的模式。如一些发

言者所述，这两个方面不能完全分离。

11. 哈苏纳先生建议委员会不妨重新评估其 1949
年在其章程第 24 条的范围内进行的关于“使习惯国

际法之资料更易于查考之方法和手段”的准备性研

究。339 这仍是正在开展的重要活动的基础。在答复埃

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关于他的说明第 16 段的

提问时，他解释说，该段是写给那些似乎否定习惯

国际法约束力的人。关于第 18 段，他说，“非政府

组织的编纂工作”几个字是打算涵盖国际法协会 340 及

任何其他非政府性质的集体工作，包括红十会国际

委员会 341 和国际法学会 342 的工作。

339 A/CN.4/6 和 Corr.1 号文件 ( 可从委员会网站或《1949
年……年鉴》[英 ]获取 )。

340 国际法协会关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的 2000 年 7 月 29
日第 16/2000 号决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形成

的原则的伦敦声明》和随附的评注，见《第六十九届会议的

报告，2000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伦敦举行》，第 39 页 ( 可

从国际法协会的网站上获取：www.ila-hq.org/en/committees/
index.cfm/cid/30)。另见全体会议上的辩论，第 922–926 页 (同

上 )。《伦敦声明》也出现在第 712–777 页 (同上 )。习惯 (一

般 ) 国际法形成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最后报告载于第 778–790
页 (同上 )。委员会的六份临时报告载有更详细的信息。

341 J.-M. Henckaerts 和 L. Doswald-Beck，《习惯国际人道

主义法》，第一卷 (规则 )和第二卷 (实践 )(联合王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342 国际法学会，Yearbook, vol. 62, Part II, Session of Cairo 

(1987)，拟订具有规范性功能或目标的一般多边公约和非合

同性文书第十三委员会的决议和结论，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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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赞同一些同事们的意见，即强调应当借鉴

于尽可能广泛的著述者们不同语言的著作，并期待

着委员会委员们的协助以及可能来自于那些与委员

会关系密切的组织的协助。

13. 大家普遍同意所拟订的本专题五年期工作计

划。该计划纯粹是指示性的，可予调整。虽然预计于

2014 年和 2015 年提交报告可能目标过高，但考虑到

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非常重要的是同时处理国家实

践和法律确信。我们将牢记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

女士的意见，即在通过一套完整的结论或准则之前，

各国都应有机会发表评论。尽管麦克雷先生有质疑，

但是这对于委员会向各国征求否则不易获得的关于

其实践的资料，将是非常有益的。许多发言者正确

地指出，委员会不应完全依赖于各国际法院和法庭

的声明，而是应特别注意国家实践，包括所有国家

机关的实践。他充分注意到雅各布松女士和格沃尔

吉扬先生就说明第 27 段第一小段最后的脚注提出的

意见，并建议可将对各国的请求简化为“委员会请

各国提供资料，说明它们关于习惯国际法形成与适

合特定情况下确立这样法律的证据类型的国家实践。

这种实践可包括：(a) 在议会、法院和国际组织所做

的官方声明和 (b) 国家、区域和次区域法院的决定”。

他希望委员会愿意授权秘书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为第六十五届会议编写一份备忘录，确定委员会以

往工作中可能与本专题特别相关的因素。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343

(A/CN.4/650 和 Add.1，D 节 )

[议程项目3]

工作组的报告

14. 吉滴猜萨里先生 (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工作

组主席 )说，工作组已经召开了五次会议，以评估专

题工作的进展，并探讨委员会未来可能的选择办法。

343 在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委员会审查了特别报告员

Zdzislaw Galicki 先生的四份报告 (《2006 年……年鉴》，第

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571 号文件 ( 初步报告 )，《2007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85 号文件 (第

二次报告 )，《2008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
CN.4/603 号文件 (第三份报告 )，以及《2011 年……年鉴》，

第二卷 ( 第一部分 )，A/CN.4/648 号文件 ( 第四次报告 ))。

2009 年，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由 Alain 
Pellet 先生担任主席，该工作组确定了审议该主题的一般框架

(《2009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04 段 )。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改组了工作组，由恩里克·坎迪奥蒂先

工作组的工作是依据于主席编写的四份非正式工作

文件。

15. 一些委员希望更清楚地了解所涉及的问题，

以促进委员会采取适当的行动。有人建议说，委员

会可能会发现协调统一有关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多

边条约制度是有用的。然而，一些委员指出：在不

同的条约制度下，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运作有太多不

同的方式；在这类条约框架以外的任何协调统一尝试

没有意义。制订关于现有多边条约规定的条款草案，

将所获无多。

16. 已经提出的第二个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委员

会评估或引渡或起诉条款的解释、适用和执行。然而，

一些委员辩称，所涉问题是事实问题，不是委员会

可以解决的。

17. 第三种可能，是系统地调查和分析那些表明

一个反映一般性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习惯规则正在

出现，或者显示出或引渡或起诉义务是法律一般原则

的国家实践。然而，一些委员质疑这种努力是否有用，

并指出，委员会在其 1996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通过

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 9 条 344 已经

包含了关于主要罪行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如果委

员会希望推定一个一般义务，以涵盖更广泛的犯罪，

就必须深入到总体审议引渡法以及关于起诉自由裁

量权行使的广泛事宜，而这些领域的实践相当不同，

从而引发这种一般义务是否存在的问题。

18. 一些委员已经承认，取得专题进展的主要障

碍一直是缺乏关于或引渡或起诉义务是否已获得习

惯法地位的基础研究。他们指出，当委员会制定《危

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时，第 8 和第 9 条草

案的通过已构成了逐渐发展，而驱动这一发展的是对

一个有效的刑事定罪和起诉制度的需求，而不是对实

际上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一个评估。大家认为，

列入《治罪法草案》中的某些罪行不影响国际法上其

他罪行的地位，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妨碍这一重要法

律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这些委员建议说，

分析法律自 1996 年以来如何演变，可能是有用的。

19. 有一个共识是，一般来说，本专题涉及的是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而不是国家的引渡实践，或者

生担任主席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337–340段)，在本届会议上由江萨·吉滴猜萨里先生担任主席。
344 《199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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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引渡义务或起诉义务本身。还有一个共识是，

探索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作为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可

能性，将不会比习惯国际法的途径能够更进一步推

进本专题的工作。

20. 关于本专题与普遍管辖权的关系，一些委员

强调，鉴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难免要开展对普遍

管辖权的分析。一些委员提请注意正从第六委员会方

面开展的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的工作。

好几位委员建议，委员会可以着手分析普遍管辖权

相对于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作用，无需等待第六委

员会完成其关于普遍管辖权的工作。

21. 关于本专题的可行性，一些委员已经承认了

各国对本专题的重视。专题被视为有用的。不仅是

从实际角度来看它会解决各国在履行或引渡或起诉

义务中遇到的问题，也因为这一义务在国际刑事司

法整体架构中的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起到了关键的

协调作用。在这方面，一些委员建议委员会可同时

兼顾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重点放在多边条约中特

别明显的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这种工作可以阐明

义务的实质范围和内容、义务与其他原则之间的关

系、触发义务的条件、义务的履行、这一义务与向

主管国际刑事法庭提交被控罪犯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然而，其他委员敦促要谨慎从事，指出这一专题复杂，

不应采取任何仓促决定去任命新的特别报告员以及

决定是否或如何进开展专题工作。

22. 大家已经强调了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对审议本

专题的相关性。好几位委员认为，审慎的做法是等待

国际法院对或起诉或引渡义务相关问题案做出判决，

然后再采取任何确定的立场，因为该判决可能会澄

清一些问题。

23. 部分委员建议委员会应终止本专题的工作，

辩称这是委员会目前无法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法律

领域。这些委员认为，委员会能够为终止本专题工

作而提供合理的解释。

24. 2012 年 7 月 24 日，工作组初步审议了国际

法院的上述判决，承认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评

估该判决对本专题的影响。工作组已请主席编写一

份工作文件，以在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审议，

根据该判决，及工作组和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第

六委员会中的任何进一步发展和意见，审议各种就

本专题而完成的分析。在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讨

论的基础上，工作组将提出具体的建议，供委员会

审议。根据设想，如果委员会决定继续本专题工作，

需要任命一个新的特别报告员。而如果委员会决定

终止专题工作，就需要为其决定提供解释。
                                                                                           

         *条约随时间演变 (完 )

(A/CN.4/650 和 Add.1，E 节 )

[议程项目8]
                                                                                      

         **研究组的报告 (完 )

25. 诺尔特先生 ( 条约随时间演变研究组主席 )

说，研究组在 2012 年共举行了八次会议，分别是 5
月 9 日、10 日、15 日、16 日和 24 日，以及 7 月 19 日、

25 日和 26 日。

26. 在委员会第 3135 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口头

报告了研究组在 5 月的五次会议上所开展工作的一些

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关系到委员会本专题未来工作的

形式和模式。在那次会议上，他曾解释说，研究组

建议改变本专题的工作形式，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

27. 根据研究组的建议，委员会在第 3136 次会

议上决定改变在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形成的本专题工

作形式，并任命他为专题特别报告员，题目定为“与

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28. 他在本次会议上的报告将涵盖第一次口头报

告中没有涉及的第一期会议期间工作的某些内容，以

及研究组在第二期会议期间的三次会议上开展的工作。

29. 在本届会议上，研究组审议了主席关于各国

司法和准司法程序之外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

三次报告，并审议完了主席关于某些涉及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的特殊制度的判例的第二次报告。

30. 第三份报告涵盖了各种问题，包括：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的形式、证据和解释，以及关于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的可能影响等若干一般性问题 (例如，

它们可以如何澄清条约规定的含义或确认条约规定

留给缔约方的自由裁量权程度 )；1969 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和第三款 (b)项所指的协议

在何种程度上必须表达缔约国关于条约解释或适用

* 续自第3136次会议。
** 续自第313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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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确信；嗣后实践作为一个关于条约范围暂不适

用或暂时扩大的协议的表示，或显示一个临时协议

的表示；成员相当广泛的条约下的双边和区域实践；

嗣后实践和协定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缔约

方嗣后实践与习惯国际法规则并行形成之间的关系；

嗣后协议和嗣后实践在条约修改方面的可能作用，

以及嗣后实践和嗣后协定对于条约终止可能发挥的

特殊作用。第三次报告还讨论了其他问题，比如具

体合作形式通过嗣后实践对某些条约的解释的影响，

以及缔约国会议和条约监督机构在嗣后协定或实践

的产生或整合方面发挥的潜在作用。在分析这些不

同的问题时，第三次报告提供了一些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的事例，并评估了这些事例，试图得出一些

初步的结论。

31. 研究组关于第三次报告的辩论非常丰富。在

讨论过程中，好几位委员谈到第三次报告所载结论

草案的确定程度的一般性问题。尽管一些委员认为

其中许多结论措辞笼统，但其他委员认为，根据报

告中的举例，某些结论过于确定。在这方面，一些

委员指出，委员会在本专题今后工作中面临的主要

挑战在于争取阐述的主张既有足够的规范性内容，

又保留嗣后实践和协定概念固有的灵活性。

32. 大家对报告关于缔约方会议的章节提出了一

些意见。这包括：在审议本专题时，这类论坛在何

种程度上值得特别处理；“缔约方会议”是作为一

个单一概念存在，还是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唯一共

性在于它们不是国际组织机关的机构；对缔约方会

议赋予或不赋予决策权或审查权，在何种程度上影

响了它们对一项条约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的形成可

能作出的贡献；缔约方会议可能遵循的共识和其他

决策程序在本专题范围内的意义和相关性。

33. 研究组还审议了主席在关于特殊制度下与嗣

后协定和实践有关的判例的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六

个额外一般性结论。讨论的重点是以下问题：为了

作为解释的手段，嗣后实践是否必须反映一个或多

个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立场；嗣后实践需要具体到何

种程度；就一个或多个其他缔约方的实践来说，一个

或多个缔约方积极参与一种实践的必要程度与保持

沉默的意义；相互矛盾的嗣后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

通过嗣后实践修改条约的可能性；嗣后实践与正式

修订或解释程序之间的关系。

34. 根据研究组的这些讨论，他重新撰写了主席

提出的六个额外初步结论的案文。内容如下：

“1. 嗣后实践反映对于条约解释的立场

“为作为一种解释方式，嗣后实践必须反映

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对于条约解释的立场。但是，

所审查的裁判机构并不一定要求嗣后实践必须

明确反映对于条约解释的一个立场，但可视这一

立场为暗含在实践之中。

“2. 嗣后实践的特定性

“取决于所涉制度及规则，嗣后实践的特

定性是影响裁判机构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考虑的

一个因素。因此嗣后实践无需总是特定性的。

“3. 参与实践的积极程度和沉默

“取决于所涉制度及规则，必须积极参与相

关嗣后实践的缔约国数目可能有所变化。大多

数依赖嗣后实践的裁判机构承认，在特定情形下，

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沉默可增进相关的嗣后实

践。

“4. 相互矛盾的嗣后实践的效力

“相互矛盾的嗣后实践会有不同的效力，这

取决于所涉的多边条约机制。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对与条约任何其他缔约方的实践存在矛盾的

做法不予采纳，但欧洲人权法院在面临不一致实

践时，有时会视《欧洲人权公约》‘绝大多数’缔

约方或‘接近全体协商一致’的缔约方的实践具

有决定性。

“5. 嗣后协定或实践与正式修改或解释程序

“在有一些案例中，裁判机构承认，条约机制

存在正式修改或解释程序并不排除使用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作为一种解释方式。

“6. 嗣后实践和条约的可能修改

“在使用嗣后实践解释条约方面，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排除了适用嗣后协定可具有修改现有

条约义务效力的可能性。欧洲人权法院和伊朗－

美国索赔法庭似乎已经承认嗣后实践或协定有

可能导致修改相关条约。”

35. 研究组建议，主席根据研究组讨论重新撰写

的这些初步结论的案文，应载于委员会报告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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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随着时间演变“一章中，正如第一套九个初步结

论已转载于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 年 )工作报

告那样。345 委员会报告将指出，研究组认为主席的这

些结论是初步性的，将根据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今

后可能包括本专题新内容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未来的

讨论而重新审议和扩展。鉴于委员会决定改变本专

题工作的未来形式，他不建议根据研究组的讨论重

新撰写第三次报告中的结论草案。他更愿意在作为

特别报告员编写第一份报告时考虑这些讨论。第一

次报告将综合他向研究组提交的三份报告。

36.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条约随

着时间演变”研究组主席的口头报告。

就这样决定。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完 )

(A/CN.4/650 和 Add.1，G 节 )

[议程项目10]

规划组的报告

(A/CN.4/L.798)

37. 尼豪斯先生 ( 规划组主席 ) 在介绍规划组报

告 (A/CN.4/L.798) 时说，规划组举行了四次会议，

以审议“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期

间第六委员会讨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A/CN.4/650 和

Add.1) 中的 G 节 (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大

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特

别是关于其中第 22 至 28 段的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8 号决议；大会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2 号决议；以及国际法委员会第

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第十三章。346 规划组报告反映

了本身的审议结果。然而，规划组也决定编写一节详

论法治，以回复大会在其第 66/102 号决议中的要求。

如果规划组的建议经委员会批准，则将包括在委员

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的“委员会的其他决定

和结论”一章中。

38.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逐节审议 A/CN.4/L.798
号文件所载的规划组报告。

345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44 段。
* 续自第 3150 次会议。
346 同上，第 363–412 段。

A.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工作方法和文件

第 1 和 2 段

第 1 和 2 段通过。

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第 3 段

39. 迈克尔·伍德爵士指出，第二句已被删除，

因为规划组很可能会在整个五年期间提交报告。

40. 尼豪斯先生 (规划组主席 )确认正是如此。

第 3 段经口头修改后通过。

2. 委员会在本五年期剩余时间里的工作方案

第 4 段

第 4 段通过。

3. 审议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
第 66/102 号决议

第 5 至 11 段

41. 诺尔特先生说，他认为第 10 段已经被删除。

42. 尼豪斯先生 ( 规划组主席 ) 说，诺尔特先生

说得相当对。

43. 雅各布松女士说，第 8 段似乎不全，没有指

明高级别会议的参加人。她建议秘书处完善这一段。

第 5 至 11 段经口头修改并经雅各布松女士所建

议修改后通过。

4. 酬金

第 12 段

44. 坎迪奥蒂先生说“规划组”一词应改为“委员会”。

经修改的第 12 段通过。

5. 文件和出版物

第 13 至 15 段

45.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委员会从秘书处一些

部门的工作获益良多。特别是，《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的出版工作进展迅速，是日内瓦出版编辑和校对科辛

勤工作的结果。日内瓦和纽约对委员会文件的处理非

常有效，尽管本届会议期间一些报告迟交带来了困难。



172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日内瓦的图书馆为委

员会委员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因此，他提出在文件和

出版物一节应增加三个新的段落。内容如下：

“16. 委员会欢迎消除《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出版积压工作取得的进展。它赞扬出版、编辑

和校对科的努力，并鼓励它继完成编制这一重要

出版物的有价值工作。

“17. 委员会感谢日内瓦和纽约参与文件处

理的所有部门往往在时间紧迫情况下及时有效地

处理委员会的文件，有助于委员会顺利开展工作。

“18. 委员会表示赞赏日内瓦图书馆有求必

应，向委员们提供非常有效的协助。”

46. 尼豪斯先生 ( 规划组主席 ) 说，他赞成迈克

尔爵士拟加的这几段。

47.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应修改“日内

瓦图书馆”几字，以说明这是指万国宫的图书馆，

而不是市里的公共图书馆。

经修改的第 13 至 15 段通过。

6. 处理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积压工作问题的信托
基金

第 16 段

第 16 段通过。

7. 编纂司的协助

第 17 段

48. 坎迪奥蒂先生说，第一句中“规划组”几字

应改为“委员会”，因为是委员会而不是规划组表

示感谢编纂司的协助。

经修改的第 17 段通过。

8. 网站

第 18 段

第 18 段通过。

B.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 19 段

第 19 段通过。

经修改的 A/CN.4/L.798 号文件所载的规划组报

告通过。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完 )

(A/CN.4/650 和 Add.1，C 节，A/CN.4/652， 
A/CN.4/L.812)

[议程项目4]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49. 哈穆德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在 2012
年 7 月 5 日至 11 日举行的五次会议上，起草委员会

暂时通过了五条草案——第 5 之二、第 12、第 13、
第 14 和第 15 条草案。会议期间，起草委员会面前

还有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 347 对第 12 条草案提

出的建议，但委员会由于缺乏时间而未能审议。此外，

起草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告中提出

的，并在第 3142 次会议上提交起草委员会的 A 条、

第 13 和第 14 条草案。他谨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敬意。

后者的建设性态度和耐心指导，再次极大地促进了

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他也感谢委员会其他委员的积

极参与和重大贡献，以及秘书处的宝贵协助。

50. 暂时通过的五条草案载于 A/CN.4/L.812 号

文件，内容如下：

“第5之二条　合作的形式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合作包括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协调国际救灾行动和通信，提供救灾

人员、救灾设备和物资以及科学、医学、技术

资源。

“第12条　提议援助

“在应对灾害时，各国、联合国、其他主管

的政府间组织有权向受灾国提议援助。有关的

非政府组织也可向受灾国提议援助。

“第13条　对提供外部援助规定条件

“受灾国可对提供外部援助规定条件。此种

条件须与本条款草案、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以及

347 《2011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43 号文件。

* 续自第 3142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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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国国内法相符。条件应考虑到查明的受灾

人员的需要以及援助的质量。在拟订条件时，受

灾国应指明所寻求的援助的范围和种类。

“第14条　便利外部援助

“1. 受灾国应在其国内法范围内采取必要措

施，便利迅速及有效地提供外部援助，尤其是：

“(a) 对于民事救灾人员和军队救灾人员，

在诸如特权和豁免、签证和入境要求、工作许

可证、通行自由等方面提供便利；以及

“(b) 对于货物和设备，在诸如海关要求和

关税、征税、运输以及处置等方面提供便利。

“2. 受灾国应确保其有关法律和规章容易查

阅，从而便利遵守国内法。

“第15条　终止外部援助

“受灾国和援助国以及适当时其他援助方，

应就终止外部援助和终止的方式进行磋商。希

望终止援助的受灾国、援助国或其他援助方应

发出适当的通知。”

51. 第 5 之二条草案的标题是“合作的形式”。

起草委员会认为这最能体现本条款草案的内容。它

涉及条款草案中所考虑的各种合作形式，并旨在进

一步阐述第 5 条草案。第 5 条处理一般性的合作义

务，但不设定任何新的法律责任。起草委员会的工

作依据的是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所载的关于 A 条

草案的建议。这条草案以成为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通过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第 17 条第 4 款为蓝本。

该第 4 款阐述的是“紧急情况”，348 一个类似灾害的

概念。起草委员会决定从特别报告员最初的文本中

删除第一句，因为它与第 5 条草案重叠。这样做时，

起草委员会的理解是，该条必须参照第 5条草案阅读，

并且因此合作义务所隐含的互惠因素同样适用于它。

52. 起草委员会因此侧重于精炼案文剩余部分的

语言，即特别报告员初步建议中的第二句。委员会还

决定明确提及所设想的合作的目的，即保护受灾者，

以解释这条草案的主旨。它为此加上了“为本条款

348 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附件。第 17
条草案及其评注见《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48–50 页。

草案的目的”这一开头语，从而将这一规定与确定

整套条款草案目的的第 2 条草案等联系起来。

53.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建议说的是各国在第 5 条

草案规定的合作义务下有责任做什么。根据全体会

议辩论中提出的建议，以更具描述性的术语改写了

这一规定，以指明第 5 条草案所拟的援助形式。因此，

原来的“国家和其他行为者应提供”几字已被删除。

54. 关于这一条款所列的特定形式的人道主义援

助，起草委员会决定使案文更加贴近灾害景况。人道

主义援助上次出现在“跨界含水层法条款”中，这次

首先出现在第 5 之二条草案中，因为这是救灾情况下

最重要的合作形式。还补充提到的是医疗专业知识。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提到科学合作 ( 作为一类重要

合作形式 )，并决定在本规定的结尾使用“资源”一

词，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包括但不限于特别

报告员最初文本所用的“专业知识”一词。“包括”

一词是为了表明所列不是穷尽性的。按照起草委员会

的理解，合作的形式不影响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在处

理灾害预防和减少风险问题时可能采取的任何决定。

55. 起草委员会决定将第 5 之二条草案放在紧接

第 5 条草案之后；这是考虑到它与该条的关系，但

不妨碍在二读时有可能将其纳入第 5 条草案，也许

作为第 2 款。

56. 第 12 条草案的标题是“提议援助”。特别

报告员早先所拟文本的标题中有“权利”一词，但

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从而与它关于在涉及非政府

组织时不使用这类措辞的决定保持一致。

57. 起草委员会以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中提

出的案文为基础开展工作。根据全体会议关于这一

案文的辩论，起草委员会同意在各国及主管国际组

织为一方与非政府组织为另一方的各自立场之间做

出一个区别。为此将原来文本分成两句，每一句各

有不同的重点。

58. 第一句处理各国、联合国和其他主管政府间

组织的立场。起草委员会认为，各国对国际法委员会

在 2011 年报告中所提问题的大部分答复，以及国际

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达的意见，表明各国目前没有

任何法律义务对受灾国提供援助。另外，从义务角度

提及国际组织的行动则很复杂，因为这些组织以各自



174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的任务和权能运作。起草委员会从特别报告员最初的

建议中删除了“shall”一词，以说明这一点。

59. 因此，起草委员会选择了沿用特别报告员在

建议中所采用的方法，重点放在国家和国际组织“提

议援助”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应先验地看作是干涉

受灾国的内部事务。起草委员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最好地编写案文，是使用“有权提议”，还

是另一种说法，比如“能够提议”或“可以提议”。

起草委员会的多数人倾向于第一种提法，并且最终采

用了“有权提议……援助”几字。这样做是为了强

调说，起草委员虽然普遍认为各国没有义务提供援

助，但作为一项政策则鼓励它们这样做。起草委员

会的意图是，以“有权提议”几字向各国和各主管

国际组织发出一个信号，即它们不仅可以提议援助，

而且事实上鼓励它们这样做。

60. 他希望将一个事实记录在案，即起草委员会

的少数人意见对“有权”一词的使用有保留，更喜

欢较传统的“可以”或“可能”。根据这一意见，“有

权”与“可以”之间的细微差别没有以措辞的实际含

义表达出来，并且实际上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解释，

包括对在其他各条草案中使用“可以”一词的解释。

61. 起草委员会决定在第二句中使用“可”一词，

以便在事关非政府组织的立场时做出一个区别。非政

府组织不被视为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处在同一层次上，

但有自由向受灾国提议援助。起草委员会不愿意承认

非政府组织有“权”提议援助。这类实体的活动受

各国法律管辖，而各国法律可能对提议援助有所限

制。起草委员会曾考虑在条款草案本身明确这一点，

但决定在评注中做出解释。

62. 第 13 条草案题为“对提供外部援助规定条

件”，阐述受灾国可对外部提供援助规定条件。为

回复全体会议辩论期间提出的建议，即起草委员会

应考虑进一步阐述特别报告员在第五次报告提出的

第 13 条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是依据于特别报告

员为两条草案提出的一个经修改的建议。第二条草

案已作为一个新的第 14 条草案通过，他将随后谈到。

63. 第 13 条草案有四句。第一句承认基本的规

则，即受灾国可对外部提供援助规定条件。起草委员

会审议了一项删除“外部”一词的建议，但决定保留

它，因为这一规定的范围仅限于第三国或其他援助方

如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不覆盖来自国内资源的援

助。一个较早的文本说的是对提供援助“施加”条件，

但起草委员会决定采取“可……规定条件”的说法；

这更符合提供这种援助的志愿精神，并且还承认了受

灾国一般说来不仅在灾害发生前，而且在救灾期间，

对具体行为者的具体援助提议都有权规定条件。

64. 第二句确定了评估可否允许这类条件的法律

框架，即条款草案、适用的其他国际法规则和受灾

国的国内法。评注将解释说，提及国内法，不应该

解读为必须有国内法存在。虽然有国内法可能不存

在或不足的情况，但起草委员会的推断是，大多数

国家有一些国内法，适用于 ( 即使是间接地适用于 )

救灾的特殊情况。

65. 第三句确定一项基本要求，即条件应符合经

查明的受灾人需求以及所提供援助的质量。“考虑到”

几字意味着，与查明的需求和援助的质量有关的条

件，不是国家可对外部提供援助规定的唯一条件。“查

明的”理解为意味着有责任来证明合理；这不是简

单的需求断言，而是根据受灾国现有的手段，对受

灾人的需求进行鉴定和证明，并且将随着灾害规模

和影响日益明显而持续开展下去。

66. 最后一句让受灾国在制定条件时负责指明所

寻求援助的范围和类型。起草委员会还审议的一项

建议是最后一句应移至第 10 条草案，但决定把这个

问题推迟到二读再说。

67. 第 14 条草案的标题是“便利外部援助”，

同样来源于特别报告员所拟的第 13 条草案。起草委

员会的工作是依据特别报告员一项关于两条新草案

的经修改的建议，其中第二条就是委员会收到的第

14 条草案。

68. 特别报告员最初案文所涉的问题是遵守国家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条件。然而，起草委员会决

定修改这一条款，从便利提供援助的角度阐述这一

问题。换言之，尽管案文最初涉及的是放弃国内法

适用或做出例外规定，但现在更正视国内法的适用，

以便利援助。

69. 第 1 款“在国内法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一

语是指立法、行政和管理措施，可包括根据紧急立

法采取的行动。这也可延伸到旨在促进援助切实可

行的法外措施。最初的建议提到受灾国也许放弃适

用本国法的可能性，但是发现起草委员会的一些委

员对之难以接受，因为这可能被误解为设想国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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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国内规则。也有人表示关切宪法上对放弃适用国

内规则可能性的限制。此外，这里的放弃适用国内

法不包括其他情况，如特权和豁免的延长。然而，“必

要措施”的概念依然涵盖一国为便利外部援助及时

和有效提供而放弃或暂停适用国内法律或条例的可

能性。

70. (a) 和 (b) 项列举了两个特别有关的援助方

面实例。加上了“尤其是”三字，来表示两项中所

列并非穷尽。(a) 项所涉的是人员，包括军事人员，

承认军方在重大救灾行动中发挥的作用。(b) 项所涉

的是货物和设备。评注将详细说明这两个类别，以

及搜寻犬的使用问题。

71. 第2款强调受灾国有责任确保其有关的法律和

规章容易查阅，便利对其国内法的遵守。这项责任是以

灵活的措辞编写的，以免对受灾国施加过重的负担。“便

利遵守国内法”几字引进了条件性的因素。这是第13条
草案的主要内容，事关受灾国国内法的要求。

72. 第 15 条草案的标题是“终止外部援助”，

来源于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中所拟的第 14 条草案。

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依据的是特别报告员修改的案文，

参照了全体会议辩论期间表达的意见，并更加注重

外部援助的期限问题，而较少注重终止问题。从定

义来说，期限问题包括终止问题。但起草委员会使

这一规定更接近于特别报告员的初步建议，重点放

在了外部援助的终止点。

73. 这一规定包括两句。第一句要求有关受灾国、

援助国和可能的其他援助方应就终止外部援助进行

相互协商，包括这类终止的方式。在通过这一措辞时，

起草委员会试图取得一个平衡：一方面承认受灾国有

权终止其正在接受的外部援助——这一权利衍生于该

国在灾难应对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一事实 ( 规定于第 9

条草案第 2 款 )，一方面不损害已经提供或正在提供

援助的各方，包括各援助国的立场。

74. 因此，起草这一规定时没有给予受灾国单方

面的终止权。相反，委员会承认各援助国和其他援

助方本身可能需要终止其援助活动。因此，这一条

文保留了上述任何国家或援助方寻求终止正在提供

中的援助的权利，但起草委员会的理解是，这类终

止将酌情通过与其他国家或援助方的磋商而实施。

75. 起草委员会决定保留来自现行文书的“援助

方”的措辞，以描述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起草委

员会的理解是，将在以后制订的关于术语的条款中

提供更完整的定义。这一条文是从双边角度起草的，

但是不排除多个援助国提供外部援助的情况。“方式”

指的是为终止外部援助而要遵循的程序。

76. 第二句设立了一个应由有意终止外部援助的

一方给予通知的要求。起草这一规定时有意使用了

灵活的措辞，以便允许在磋商程序之前、期间或之

后的任何时间发出通知。

77. 应结合整套条款草案的上下文，特别是根据

第 2 条草案所载的整套条款草案目的来解读本条草

案，从而外部援助的终止不应给受灾人带来不利的

影响。他最后表示，希望委员会将注意到提出的条

款草案。

78.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愿意注意到 A/CN.4/

L.812 号文件所载的条款草案。

就这样决定。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A/CN.4/L.802 和 Add.1)

79. 主席请委员会从 A/CN.4/L.802 号文件所载

的章节部分开始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

A. 导言

第 1 至 8 段

第 1 至 8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9 至 15 段

第 9 至 15 段通过，但须经秘书处完善第 13 至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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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第 16 段

第 16 段通过。

80. 主席提请注意，英文本意外地遗漏了第 2 节

标题和第 17 段。将由秘书处随后补上。他认为委员

会希望全文通过 A/CN.4/L.802 号文件所载的、须经

秘书处完善的第四章部分。

就这样决定。

8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审议 A/CN.4/L.802/
Add.1 号文件所载的第四章部分。

2. 条款草案的案文及其评注 (A/CN.4/L.802/Add.1)

总评注

第 (1)和 (2)段

第 (1)和 (2)段通过。

条款草案的总评注通过。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 1 条草案 (范围 )的评注

第 (1)和 (2)段

第 (1)和 (2)段通过。

第 (3)段

82. 墨菲先生说，他对这一段的现行案文没有意

见，但有一点，它未反映他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在全

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表达的少数人意见，即条款草

案不应包括非法处在驱逐国领土的外国人。事实上，

大多数关于驱逐问题的主要多边条约不包括这类外

国人。他建议应在第 (3)段结尾加一句如下：“然而，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倾向于这些条款草案只涉及合法

处于驱逐国的外国人，鉴于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55 年《欧洲居留公约》和 2004 年《阿拉伯国家联

盟人权宪章》349 所载的对驱逐的限制仅适用于这些外

国人。”

349 转载于文件 CHR/NONE/2004/40/Rev.1。

83.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墨菲先生的

建议不符合委员会的正常程序。如果决定将墨菲先生

的意见放入评注，则应该是一个短句，很清楚地说这

反映了委员会一名委员，而不是好几个委员的意见。

在通过条款草案的评注时，委员们一般应避免提出

他将称为的“评注中的评注”。

84. 彼得里奇先生说，在几年前关于驱逐外国人

专题的第一次发言中，他就表示倾向于分别处理两

类外国人的做法，因为合法处于一个驱逐国境内的

外国人享受高度的保护，几乎与公民享有的一样，

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虽然他的

观点没有被接受，多数人认为应将两类人结合起来，

但如果一位新的委员现在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认

为评注应说明委员会有两名委员持有这一观点。

85. 格沃尔吉扬先生说，他支持彼得里奇先生和

墨菲先生的意见，因为这正好符合他在条款草案辩

论过程中的立场。他曾就此发言，说他同意条款草

案的内容，但不同意“外国人”的定义，因为他像

彼得里奇先生一样，认为应分别处理这两类外国人。

因此，他支持在评注中就此加上一句。

86. 斯图尔马先生 ( 报告员 ) 建议，委员会应暂

停讨论第 (3) 段，并且特别报告员、墨菲先生和其

他感兴趣的委员会委员应当碰头，以起草一个特别

报告员和大多数委员都可以接受的文本。

87.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虽然格沃尔

吉扬先生和佩特里奇先生声称同意墨菲先生的意见，

但后者的观点是条款草案根本不应适用于非法处于

驱逐国境内的外国人，而另外两人则说条款草案应

分别处理每一类别的外国人；这是两种不同的意见。

88. 即使他能理解报告员关于暂停审议这一段建

议的背后基本道理，但是按他的经验，这不是委员会

开会的通常方式。他愿意添加一个短句，说一位委

员认为条款草案的范围不应涵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

另一方面，在墨菲先生所拟案文列举的法律文书中，

根本不禁止在一套驱逐外国人的一般条款草案范围

内包括非法处于驱逐国领土的外国人。

89. 主席说，委员会将暂停讨论第 (3) 段，从而

让委员会有兴趣的委员们能够起草一个建议，以简

要的措辞纳入第 (3)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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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90. 诺尔特先生建议从第二句中删除“强迫”一

词，鉴于这一句关系到外交官、领事官和其他往往

不会被强迫驱逐的人。委员会可以无需使用“强迫”

一词传达它的意思。删除这个词的另一种理由是，

驱逐的概念并不仅限于强迫驱逐。

91.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回顾说，这条草

案的第 2 款指出，整套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在国际法上

享有特权和豁免的外国人。因此，可以要求这类外

国人离开驱逐国领土的唯一办法——无论驱逐他们是

出于不顾其享有的豁免权，还是由于不承认其豁免

权——是强迫。就外交官正常地出入外国而言，没有

必要为最终驱逐出境问题做出规定。然而，由于委员

会从条款草案的范围内排除这类外国人的驱逐问题，

他们的强迫驱逐问题也必须排除在外。

92. 诺尔特先生说，这条草案第 2 款提到外交官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未经强迫驱逐而离开该国

的情况。委员会在评注第 (4) 段中关于这一条目的

的说明应涵盖这一条的整个范围，并不仅限于强迫

离境。

93.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建议说，“强

迫”(西班牙文的“forzosa”)一词可改为“有义务”(西

班牙文的“obligatoria”)，因为即使已被宣布为不受

欢迎的人的外交官自愿离境，他们这样做仍然是根

据该禁令而履行自己的义务。

94. 斯图尔马先生 ( 报告员 ) 说，他支持埃斯科

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的建议。另外，他建议“强迫”

一词应改为“非自愿”，从而不含有使用强制手段，

比如驱逐出境的含义，并且可能会解决诺尔特先生

的关注。

95.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强迫”一词应改为

“强制”；后者不一定意味着使用武力。

96.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诺尔特先生的

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一名外交

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都是被迫离境的，并且

在这个意义上的“强迫”并不一定意味着人身强迫。

他建议，使用法文本中的“contraints”一词可能会解

决这个问题。

97. 哈 苏 纳 先 生 建 议 在 英 文 本 中 应 当 用

“compelled”一词翻译法文的“contraint”。

98.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建议西班牙文

应翻译为“obligada”或“obligatoria”。

99.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constrained”
一词应改为“compelled”。

就这样决定。

100.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第二句插入了“酌

情包括其家庭成员”几字，导致不清楚这适用于本

句前面提到的哪类人。视情况而定，这几字也可能

适用于外国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军事人员。因此，他

建议应将其移到第二句末尾。他还建议将第二句中

的“驻扎”两字改为“出使”，从而更好地对应法

文本。他也建议删除结尾的话“他们因有关国家之

间签有具体协议而驻在外国境内”，从而不排除比

如说正式意义上的具体协议所不涵盖的负有特殊使

命的官员访问。考虑到他提出的所有修改，这一句“国

际组织工作人员”几字的以下部分可因而改写为“在

外国境内出使的其他官员或军事人员，酌情包括他

们的家庭成员”。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101.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从第一句删除“没

有被排除在条款草案之外”几字，并且在本句中加

上“在条款草案范围内”几字，从而使这一句的语

气从否定式变成肯定式。

102. 主席得到了格沃尔吉扬先生和哈穆德先生

的支持，说如果接受迈克尔爵士的建议，英文本与

其他语言文本之间将不会是彼此的确切翻译，因为

“在……内”与“没有被排除”的意思不一样。

103.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建议应该

保留“没有被排除在条款草案之外”几字，但移到

本句末尾。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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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墨菲先生说，在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委

员们认为条款草案也已经涵盖了跨界流离失所并因

此成为外国人的人。他建议这类流离失所的外国人

也应包括在根据国际法享有特殊保护的人员清单中。

105.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想不起

来在起草委员会上有什么人提出过这类流离失所者

应否包含在清单中的问题。

106. 哈穆德先生 ( 起草委员会主席 ) 说，墨菲

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就是否包含而

达成一致意见。

107. 斯图尔马先生说，目前的措辞表明，享有

国际法特殊保护者的清单并非穷尽无遗。

108. 墨菲先生说，每年有几十万，有时几百万

流离失所的外国人生活在原籍国之外。委员会应当决

定是否打算在条款草案中包括这类人。他的理解是，

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不将他们排除在条款草案的

范围之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在第一句所

列的外国人类别中明确提及他们。

109.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说，墨菲先生的意

见值得进一步考虑。因此他建议第 (5)段应推迟到下

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以让委员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

110.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评注的通

过，不应该被个别委员当作一个机会来重申其在全

体会议上或起草委员会上提出但尚未得到认可的意

见。主席团应提醒委员们，这不符合委员会的程序。

他已经考虑了所有正式请求——无论是在起草委员会

还是在全体会议上——纳入评注的意见。他不能同意

暂停审议这一段的评注，以便就一名委员的意见寻

找一致意见。这位委员本人从没有正式要求将该意

见包括在评注之中。

111. 至于目前争议的问题，他回忆说，正是在墨

菲先生的坚持下，他本人同意重新考虑国际法委员会

已经暂时通过的第2条草案的措辞，以包含“或不允

许一个外国人进入”几字。不能在条款草案的范围内

包括在很短时间内大批越境的外国人。墨菲先生提到

的流离失所外国人现象更适合于在难民法之下处理。

下午 1 时散会。

第3153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

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

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

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

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

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报告草案 (续 )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L.802 和 Add.1)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编号为 A/CN.4/L.802/
Add.1 的文件，其中包含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四届会议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文本及与其相关的评注。

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续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 )(A/CN.4/L.802/Add.1)

第 1 条草案 (范围 )的评注 (续 )

第 (5)段 (续 )

2.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回顾说，在前一次会

议上，墨菲先生提出了流离失所者问题，对这些人

的处境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文书予以规范，他知道

的唯一有关的文件是秘书长代表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7/39 号决议提交的一系列案文 350。这些案文不具

有比该委员会的决议更高的法律效力。他认为，评

注第 (5)段中列出的其他类别的人 (难民、无国籍人、

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在国际法中享有法律地位，

而流离失所者却并非如此，因此，他认为委员会不

应该讨论。他顺便指出，他似乎听说这里所指的是

350 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 (E/CN.4/1998/53/Add.2，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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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的流离失所者，即使他认为委员会也不应该讨

论在本国内部的流离失所者。

3. 墨菲先生说，他在当天与特别报告员进行了

非正式讨论，特别报告员认为在评注中提到流离失

所者是适当的。他在回应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时

引述了秘书处的研究 351、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352

和大会要求难民署将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给这些人的

决议 353。虽然他认为应该在评注中提到这些人，但他

同意可在其他地方，例如对第二条草案的评注中提

到这些人，这对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可能更合适。

4. 哈苏纳先生也认为，应在评注中提到当今需

要得到保护和特殊地位的流离失所者，正如大会似

乎已经认识到的。

5. 特拉迪先生说，他不反对在评注中提到“流

离失所者”，但这取决于这一表述是何意思。如系

非本国国民，因而是越过边境的人，条款草案显然

也应涵盖他们。

6.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既然有大会

决议提到流离失所者，正如墨菲先生建议的那样，

应在评注中提到他们，但应指出是哪一决议所指的

流离失所者。

7. 墨菲先生解释说，他的建议是在第 (5) 段中

的“无国籍人”之后插入“流离失所者”，然后或

可添加一个脚注，其中将提及大会要求难民署将人

道主义援助扩大到流离失所者的决议。

8.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说，他不反对墨菲先

生的建议，条件是在一个单独的句子中提到流离失

所者，因为他们的处境并非由国际法规范。

第 (3)段 (完 )

9. 主席回到在上一次会议上被暂时搁置的第 (3)
段，问墨菲先生是否希望建议增加一句话。

10. 墨菲先生说，在此期间他曾征询过特别报告

员和其他成员的意见，他建议在第 (3)段结尾增加下

列句子：“然而，如果相关世界和区域条约规定的

351 A/CN.4/565 和 Corr.1号文件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获取，并

最终作为对《2006 年……年鉴》的补充 )，第 160 至 162 段。
352 《2006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573 号文件。
353 除其他外，见大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7/149 号决议。

对驱逐的限制仅针对这一类外国人，一些成员认为，

该条款草案应仅针对在驱逐国合法存在的外国人。”

新的句子将附上一个脚注，提及相关的条约。

11.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得到迈克尔爵士

的支持，他说当涉及一个成员时不能说“一些成员”。

最好是说：“有意见认为……”。

经这一文字修改后墨菲先生的建议被接受。

经修改的第 (3)段通过。

12. 特拉迪先生要求澄清少数人的意见在委员会

工作中的地位，以及在评注中如何反映这些意见。

13. 坎迪奥蒂先生解释说，在二读文本中将不

再出现在一读中提到的不同意见。

第 2 条草案 (用语 )的评注

第 (1)和 (2)段

第 (1)和 (2)段通过。

第 (3)段

14.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修改第一句末尾，在

“规定的分配标准”等文字之后，措辞如下：“在关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一部分第二章”，

并插入一个脚注，指出参阅大会决议和 2001 年《国

际法委员会年鉴》中载有这些条款的部分。354

经修改的第 (3)段通过。

第 (4)段

15.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第 (4) 段末尾的脚注

应指出参阅第 (3)至 (7)段，而不是评注第 (3)和 (4)

段。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354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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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

16. 诺尔特先生得到特拉迪先生的支持，希望增

加一个句子，反映委员会讨论了替换英文本中使用的

“alien”( 外国人 ) 一词的可能性。从法律角度来看

这固然没有必要，但至少应该说，委员会认识到在

某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该术语可能有贬义的意思。

多年来，该术语的使用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17. 福尔托先生说，“alien”一词被广泛使用，

在英语法律文献中，尤其是在《奥本海姆国际法》355

中并没有任何贬义。自 1966 年以来它还出现在《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在负责监测其实施

的人权委员会的实践中从未出现过困难。危险是提

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可能给委员会带来意外困难。

18.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得到坎迪奥蒂先

生和萨博亚先生的支持，他回顾说，“alien”一词在

超过 15 年前被列入所确定的主题的标题。改变这一

标题是不可思议的，这一标题还是由委员会中英文

为母语的成员阿多先生提出的。如果仅涉及一种语

言，建议增加的部分在评注中就没有地位。必要时

可考虑在一个脚注页中指出这里使用“alien”具有严

格的法律意义，一如迈克尔爵士所建议的那样。但是，

卡姆托先生以其特别报告员的身份认为，有法律论

据不支持这一建议。

第 (6)段未经修改通过。

第 (7)段

19.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使用短语“特殊权利”

而不是“特殊保护”，因为在关于难民、无国籍人

和迁徙工人的其他条款草案中使用的是后一种表述。

经修改的第 (7)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3 条草案 (驱逐权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355 R. Jennings 和 A. Watts，《奥本海姆国际法》，第 9
版 ( 哈洛，朗曼，1992 年 )。

第 (2)段

20. 墨菲先生说，保护人权的主要多边文书仍然

必须独立于条款草案适用。此点在第 3 条草案中是明

确的，但对评注可作另外的相反解释。墨菲先生建议

删除第(2)段的第二句并修改第一句，使其措辞如下：

“第 3 条草案第二句指出，行使驱逐权应受本条款

草案及国际法其他适用规则的制约”。然后在该段

末尾增加下面的句子：“其他适用的规则还包括人

权文书中涉及在紧急情况下允许例外的规定”。

21. 迈克尔·伍德爵士指出，关于该段最后一句，

禁止拒绝司法是关于外国人待遇的最根本的规则，

因此不能将其分开。

22. 特拉迪先生同意这一意见并建议将最后一

句的末尾修改如下：“……应特别提到关于外国人待

遇的规则所引起的一些‘传统’限制，包括禁止专断、

滥用法律和拒绝司法”。

墨菲先生和特拉迪先生的建议被接受。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3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4 条草案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的评注

第 (1)段

23. 朴先生建议澄清何谓“符合法律规定”。

24.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这是指国际

法院在艾哈迈杜·撒迪奥·迪亚洛案中界定的驱逐

国的国内法律。当“法律”同时涵盖国内法和国际

法时 (在条款草案中亦为此种情况 )，对此作了澄清。

在驱逐的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义务一定是指国

内法。这是以下各段，特别是第 (6)段说明的意思。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

25.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英文本第一句

中“under the of law一词没有任何意思。法文本中“sous 
l'empire du”一词似乎翻译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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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建议将“sous 

l'empire du droit”翻译为“in the framework of law(在

法律框架内 )”。

第 (3)段在英文本经以上修改后通过。

第 (4)段

27. 福尔托先生说，在评注第 (3) 段中提到的丰

富的实践表明，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仅适用于难民

或合法处于有关国家领土内的人。因此在第 (4) 段

中似乎有逐渐发展的部分，为了使其突出，委员会

可在第一句中用“应适用”取代动词“适用”。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8. 诺尔特先生建议，为准确起见，在第一句的

英文本中用“procedural”一字取代“formal”。

第 (5)段在英文本经以上修改后通过。

第 (6)段

第 (6)段通过。

第 (7)段

29. 福尔托先生指出，国际法院在其艾哈迈杜·撒

迪奥·迪亚洛案 (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

的判决第 70 段中指出，它仅在对国家法律的解释明

显错误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这也相当于欧洲人权法

院的立场。为了体现此点，可以在第六句“欧洲人权

法院”前插入“国际法院和”等字，并删除最后两句。

还应在该段结尾的脚注中提及上述判决第 70 段。

经修改的第 (7)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4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5 条草案 (驱逐的理由 )的评注

第 (1)至 (5)段

第 (1)至 (5)段通过。

第 5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二部分　禁止驱逐的情况

第 6 条草案 (禁止驱逐难民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0.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在该段的前两个脚注

中仅提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在脚注

46 中仅提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第一条，不复述

这些条款的内容，其文本很容易查到。

该修改通过。

31.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在英文本第一句中

用“but having regard to”取代“also in the light of”等字，

以更准确地反映法文本。

英文本的修改通过。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2. 墨菲先生说，应明确指出，第 6 条草案第 2
款中规定的保护是法律的逐渐发展。因此，他建议

在第三句“是”以后插入以下句子：“以……为形

式的法律逐渐发展”。

33.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强调说，委员会在

其评注中始终避免明确指出其哪一建议是法律编纂

或法律逐渐发展。

34. 墨菲先生说，这不完全准确。在第 27 条草

案 ( 对驱逐上诉的中止效力 ) 的评注第 (1) 段中指

出，该条草案的案文“无疑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在第 29 条草案 ( 驱逐国重新接纳 ) 的评注第 (1) 段

中也提到法律逐渐发展。

35.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委员会还在其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356和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

356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总评注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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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57 中提到法律逐渐发展。然而，可能无需指出第 6
条草案第 2 款是法律逐渐发展，因为它指出，该款

规定的保护反映了一种理论趋势和一些国家的做法。

为了回应墨菲先生的关注，可以简单地在评注的第

三句中用“将是”取代动词“是”。

36.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在对第 27 和

第 29 条草案的评注中确实提及到法律的逐渐发展，

这对他造成了问题，因为委员会已多次表示不应作

出这种区分。这是一个需要决断的法律政策问题。

37.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委员会通

常并不指出某一规定是法律逐渐发展，但它根据驱

逐外国人工作组多数成员的明确要求纳入这一信息。

38. 诺尔特先生赞成迈克尔爵士的提议，并建

议用“背离”取代第三句中仅用于非常具体情况下

的专门术语“克减”。

39. 主席说，他的理解是，委员会希望批准迈克

尔爵士和诺尔特先生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和 (6)段

第 (5)和 (6)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6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7 条 (禁止驱逐无国籍人 )的评注

第 (1)段

40. 迈克尔·伍德爵士认为英文本中的形容词

“strict”似乎是多余的，建议将其删除。

第 (1)段在英文本经以上修改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

41. 墨 菲 先 生 建 议 在 英 文 本 第 二 句 中 用

“however”取代“accordingly”。

357 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0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87–88 段，总评注第 (1)–(5)段。

42. 主席指出，法文本中的“de ce point de vue”
既不意味着“accordingly”也不意味着“however”，

可能最好在字面上将其翻译为“from this point of 
view”。

43. 迈克尔·伍德爵士认为应完全删除这一表达，

他认为这似乎无法翻译成英文。

44.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回顾说，委员

会的工作原理是使不同的语言版本与按特别报告员

的工作语言编写的原始版本一致，而不是相反。在

此种情况下，不应强求法文与英文一致，因为每一

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某种气息、逻辑和推理方式。

45. 迈克尔·伍德爵士认为这两句话之间没有

逻辑关系，因为第一句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不

表达任何观点。因此，他认为似乎最好在所有语言

版本中删除“de ce point de vue”(从这个角度来看 )。

这一建议被接受。

经修改的第 (3)段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7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8 条草案 (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具体规则 )

的评注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过。

第 8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9 条草案 (仅为驱逐的目的剥夺国籍 )的评注

第 (1)至 (4)段

第 (1)至 (4)段通过。

第 9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0 条草案 (禁止集体驱逐 )的评注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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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46. 诺尔特先生说，应在第二句中删除可能导致

混淆的短语“将在此之后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驱逐外

国人团体的决定”，因为这导致人们认为已决定集

体驱逐一群外国人，虽然是同时驱逐几个外国人。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0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1 条草案 (禁止变相驱逐 )的评注

第 (1)至 (7)段

第 (1)至 (7)段通过。

第 11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2 条草案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下午 6 时 5 分散会。

第 3154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

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尔先生、埃斯科瓦

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格沃尔吉扬先

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

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

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

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

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

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L.802 和 Add.1)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 A/CN.4/L.802/Add.1
号文件所载报告草稿第四章的部分内容。

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续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 )(A/CN.4/L.802/Add.1)

第 12 条草案 (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 )

的评注 (完 )

第 (2)段

2. 主席说，上次会议墨菲先生曾提议以“影响”

替代“似乎违反”。他想知道委员会是否经充分考

虑后就这一修改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

3. 墨菲先生说“影响”一词有助于弥合委员会

内部的不同意见。

4.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法文本中的

动词“impliquer”在这一段的语境中没有意义。

5. 福尔托先生提议在法文本中使用“mettre en 
cause”或“mettre en jeu”。

第 (2)段经修改后通过。

经修改的第 12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3 条草案 (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而诉诸驱逐 )的
评注

第 (1)段

6. 福尔托先生说，应在第 3 句“作出最后决定”

这一短语后加入“及执行”几个字。

经修改的第 (1)段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3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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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 14 条草案 (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格尊严和
人权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 诺尔特先生说，在关于这个议题的辩论中，

所有委员均一致认为，人的尊严是所有人权的基础或

灵感源泉，但是对于它是否也构成一项具体人权持

不同看法。因此他提议将第 1 句改为“委员会委员

就人的尊严是否是所有人权的普遍基础或灵感源泉，

或者也是一项具体人权表达了不同看法”。

8.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赞同诺尔特先生的

观点，但是如果在这句话的原有措辞中以“除了是”

替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更清楚地表达这个意

思。那么这句应该改为“委员会委员就除了是所有人

权的普遍基础或灵感源泉，人的尊严是否还是一项

具体人权表达了不同看法”。下句中应以“并不罕见”

替代“经常”，使之与法文本更加一致。

第 (2)段经上述两项修改后通过。

第 (3)和 (4)段

第 (3)和 (4)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4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5 条草案 (不歧视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9. 迈克尔·伍德爵士提议删除第 2 句，因为禁

止歧视在某些条约中是一项一般性义务，而在其他条

约中它仅适用于有关条约规定的权利。那么下一句的

开头应该是“因禁止歧视适用于驱逐权的使用……”。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10. 诺尔特先生在迈克尔爵士的支持下提议删除

第 1 句中“随后”一词，因为提议扩大所列歧视理

由范围的委员会委员是在正常的讨论过程中做此提

议的，而使用“随后”一词有可能错误地传达这样

一种印象：委员们是在违反讨论程序或非正常情况

下做出的提议。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11. 麦克雷先生说，最后一句中的短语“似乎没

有必要在各种……理由中单单提及性取向”暗指这

是委员会达成的一致结论，而这只是一些委员的看

法。因此应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一些委员认为没有

必要……”。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第 (6)和 (7)段

第 (6)和 (7)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5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6 条草案 (弱势人员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2. 迈克尔·伍德爵士提议在第 2 句“脆弱性”

一词之后加上短语“及特殊需求”。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第 (3)和 (4)段

第 (3)和 (4)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6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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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

第 17 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的义
务 )的评注

第 17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8 条草案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 )的评注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过。

第 18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19条草案的评注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留条件 )

第 (1)段

13.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本条草案第 1 款 (b)
项规定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必须与被判刑者分开拘留，

这仅仅指出了第 1 款 (a) 项所定原则 ( 即对拟被驱

逐的外国人的拘留不得是惩罚性的 ) 的后果之一。

因此，第 (1)段评注第 2 句的最后一个短语应为“而

(b) 项规定了该条原则的后果之一”。

经修改的第 (1)段通过。

第 (2)至 (4)段

第 (2)至 (4)段通过。

第 (5)段

1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拘留期限是一个重要

问题，而不是敏感问题。因此，应将本段第1句中的“敏

感”一词换成“重要”。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第 (6)段

第 (6)段通过。

第 (7)段

15. 主席说，因为委员会的惯例是无论特别报告

员性别如何，均称之为“特别报告员”，本段法文

本中的“Rapporteuse spéciale”应该改为“Rapporteur 
spécial”。

第 (7)段在修改法文本的文字后通过。

第 (8)段

16. 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为明确起见，最好

在本段段末加上一句：“第 3 款 (b)项不妨碍国家因

与驱逐无关的理由继续拘留外国人的权利”。本句

将涵盖拘留待驱逐的外国人之后又无法驱逐，但可

以依据国家安全等其他理由继续拘留外国人的情况。

他所提议添加的部分清楚地表明第 3 款 (b)项中“应

终止拘留”仅指等待驱逐的拘留。

17. 特拉迪先生在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的

支持下说，他对迈克尔爵士提议的修改感到不安。

他另外提议，如果委员会的意图是要确保国家能够

继续拘留拟被驱逐的外国人，但仅仅是出于与其驱

逐无关的其他原因，可以在第 1 句中“拘留”一词

之后增加“与驱逐有关”这一短语。然而，他不希

望其中含有任何似乎偏离该条款的实质内容及似乎

正面鼓励国家继续拘留的措辞。

18. 萨博亚先生请求澄清第 3 款 (b) 项结尾的短

语“除非可将原因归诸有关外国人”。

19. 麦克雷先生说，之所以纳入语义明显模糊的

这个短语，部分原因是保留在需要因驱逐之外的其

他原因拘留外国人的情况下，继续拘留外国人的可

能性。

20.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鉴于提出的所有建设

性意见，他可以同意特拉迪先生的建议。

经修改的第 (8)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9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20 条草案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至 (4)段

第 (1)至 (4)段通过。

第 (5)段

21.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相对地”一词含义

有些模糊。

22. 特拉迪先生宣读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案文，第 (5) 段称该条款

规定了一个“相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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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诺尔特先生说，“含蓄地”一词比“相对地”

更为准确，更符合本条草案的目的，即确保干预行

动不仅不能违法，而且必须依法采取。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第 (6)和 (7)段

第 (6)和 (7)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0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三章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第 21 条草案 (离境前往目的地国 )的评注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过。

第 (4)段

24. 迈克尔·伍德爵士提议删除对 Maal 案的冗

长引用，此案件已经彻底过时，其中还将绅士和其

他人加以区分。

25.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希望保留

这一段，因为它表明早在 19 世纪人们就已意识到人

的神圣性质和人之尊严的重要性。

26. 诺尔特先生说，虽然该段引文的语言也许已

经过时，但其实质内容十分重要，而且具有指导意义。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7.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摘自《国际民航公

约》附件九第 5.2.1 节的引文中，“不许入境乘客或”

含义不明，因此他提议删除。

28.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本段说明的

主要观点是一个人被递解出境的条件不得损害他/她

的尊严。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29. 福尔托先生提请大家注意，第 1 句中所指的

应该是本条草案第 3 款，而不是第 4 款。

第 (6)段经上述改正后通过。

经修改的第 21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22 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的评
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0.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第 1 句句末的短语“根

据国际法规则，无论是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则还是对该

国有约束力的条约规则”范围过于狭窄。例如，区

域国际法或习惯法规则有可能不是一般国际法规则。

他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条约规则上。因此，为了列举

得更加全面，他提议将本句改为“根据国际法规则，

包括对该国有约束力的条约规则”。

31. 主席建议，更简便的解决办法是删除短语“无

论是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则还是对该国有约束力的条

约规则”。

32. 麦克雷先生说，删除上述字句将意味着评注

没有为本条草案增加任何内容。他认为特别报告员

希望说明的是，国际法规则有可能是习惯法规则或

者是条约规则。他赞同迈克尔爵士的提议，他的提

议表述了这一观点，但重点放在了条约规则上面。

33. 主席说，问题似乎在于如何阐释“国际法规

则”一词。

3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的提议将与该短语

末的脚注一致，该条脚注指引读者去查找条约规则

的例子。

35. 特拉迪先生说，他记得委员会讨论期间，虽

然一些委员希望将重点放在条约规则上，但起草委员

会的多数委员认为，条约法和一般国际法均应提及。

因此，他更希望保留原来的案文或按照主席的建议

进行修改。

36.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赞同特拉

迪先生的观点，将重点放在条约规则上并不一定准

确反映起草委员会此前进行的讨论。他还支持麦克

雷先生的意见，即删减该短语不会为本条草案增加

任何内容。因此，他提议将本短语改为“根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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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无论是对该国有约束力的条约规则还是习

惯国际法规则”。一般国际法的内容随法学作者而变：

有些作者认为它指的仅是习惯法，而其他作者认为

它既包括习惯法也包括条约法。

37. 坎迪奥蒂先生说，那么相应脚注应该是“关

于第一个假设的事例……”。

第 (2) 段经特别报告员所做修改和修改第一句

末的脚注后通过。

第 (3)段

38. 哈穆德先生提及最后一句中的短语“也有人

认为登机国将没有法律义务接收被驱逐的外国人”，

提议以“没有”替代“将没有”。

经修改的第 (3)段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39. 福尔托先生提议，除了提及第 23 和 24 条草

案，还应该提及第 6 条草案第 3 款。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2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23 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会受
到威胁的国家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和 (2)段

第 (1)和 (2)段通过。

第 (3)段

40. 麦克雷先生说，委员会达成的妥协协议中的

一个基本内容是在第 15 条草案中纳入提到国际法不

允许的其他任何理由。按照目前的措辞，评注第 (3)
段似乎暗示，已不再讨论性取向是否是所禁止的歧

视理由这一问题，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提议

本段结尾一句应为“该事项包括‘国际法不允许的

任何其他理由 ’ 所涵盖的任何事件”。

41.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麦克雷先生

的提议不能体现起草委员会讨论的结果——那只是一

些委员的意见，但不是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意见。

他提议保留原来的案文，因为无论如何都有一条脚

注提及第 15 条草案评注第 (5) 段，这一段解释了所

表达的各种观点。还可以在本段段末添加新的一句，

大意是一些委员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不应将性

取向纳入所禁止的歧视理由。

42. 麦克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观点，提

议仿照第 15 条草案评注第 (7)段首句添加一句话。

43.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他更希望保留第 (3)
段原有案文。

44. 诺尔特先生说，目前的草稿中，第 (3) 段没

有准确体现讨论中的平衡状况，而且有可能引起误

解。

45. 坎迪奥蒂先生说，鉴于麦克雷先生此前的意

见，该段末的脚注不应仅提及第 15 条草案评注第 (5)
段，还应提及第 (7) 段，而且重新起草案文时应考

虑这一点。

46. 磋商之后，麦克雷先生提议将第 (3) 段第 2
句修改为“由于委员会委员就此表达了不同意见，

因此此处也采纳第 15 条草案所采纳并在其评注中加

以解释的方针”。这样修改后本句便不需要脚注。

第 (3)段经修改和删除相应脚注后通过。

第 (4)段

47. 迈克尔·伍德爵士提议，应该分别以“现行

国际法规则”和“现行法律”替代最后一句中“实

在国际法”和“实在法”的表述，因为这些术语似

乎更符合语境。

48. 墨菲先生说，他认为特别报告员使用“实在”

这一术语是因为他在第五次报告 358 中曾对《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

义务和其他非条约义务进行区分。他提议在这两处

以“条约”一词替代“实在”。

49.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提议将“实在”

一词全部删除。

50. 墨菲先生说，如果没有“实在”一词，本句

所指似乎是习惯国际法规则，而这不是特别报告员

358 《2009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1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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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报告或草案评注中所指内容。也许最好将这

一句删除。

51. 坎迪奥蒂先生说，由于墨菲先生提出的理由，

他更希望选择“条约”一词。如果简单地省略“实在”

一词，这种表述将包括每一条国际法规则，而这并

非本意。

52.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讨论的中心

不是应否提及条约法或其他任何法律渊源，而是法

律在禁止死刑的问题上进展如何。因此，他提议将

本句最后一部分改为“尽管……现在这一禁止性规

定相当于一个国际法规则，但是难以说目前的国际

法在这一领域内有任何进展”他回顾称，起草委员

会讨论期间，一些委员曾提及大会为实现废除死刑

以及若无法废除死刑则暂停执行死刑所做的努力。

随之产生的大会决议不是条约法，但也许可以被视

为不适用死刑这一趋势的证据。

53. 诺尔特先生在特拉迪先生的支持下说，值得

商榷的是这个问题超越了条约法，因此他不赞成墨

菲先生以“条约”替代“实在”的提议。他表示支

持特别报告员的提议。

54. 墨菲先生说，秘书处备忘录 359 和第五次报告

均是只在载有某些类型义务的具体条约制度的背景

下处理这一问题。评注第 (4) 段提及的《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表述有关规则，虽然人

权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意见称，该条约制度下存

在这样的规则。然而，特别报告员或其他人均未在

委员会此前的任何文件中确定该规则超越了条约法。

特别报告员甚至曾在其第五次报告中指出，不应将

这一规则普遍化，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习惯规范。他

不希望在此刻进入实质性辩论，但同时也不希望委

员会未经开展必要研究便得出结论，扩大本条禁止

的范围，使之包括一般习惯国际法。

55. 特拉迪先生说，评注最终是委员会辩论的结

果。他曾在辩论期间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不适用死

刑的国家有义务避免将外国人驱逐至他有可能被判

处死刑或执行死刑判决的国家，这是国际法的一般

规则。起草委员会中有几名委员同意这一观点，其他

委员则更进一步指出存在反对死刑的国际法一般规

则。目前讨论的这句话指的是更狭义的问题，并不像

359 A/CN.4/565 和 Corr.1 号文件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并最终作为《2006 年……年鉴》的补充 )。

墨菲先生所说的那样具有结论性，因为句首用了“可

以认为”，而且后面使用了限制性短语“在这些确切

的限度之内”。但重要的是，它应该体现全体会议

和起草委员会中进行的讨论。他希望保留此句原文，

但是与其将重点放在条约法上，他更希望将其删除。

56. 迈克尔·伍德爵士为引发了这样长时间的辩

论表示歉意说，最简单的办法是删除此句。但是如

果将其保留，他提议将“可以认为”改为“一些委

员会委员认为”，以便更准确地体现委员会的讨论。

57.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尽管迈克尔

爵士的建议是更加简便的解决办法，但由于这是对

本条草案的一读，他希望看一看成员国有何反应。

他赞同特拉迪先生所做的澄清。经仔细阅读，此句

并不确立一般规则。关于他在第五次报告中提出的

关于死刑的看法，墨菲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坚

信目前没有禁止死刑的一般国际法规则。然而，“在

这些确切的限度之内”指的是一国已经废除死刑的情

况；这样做便是在国际法之下采取了这一立场，即在

未得到不执行死刑的保证的情况下，不将外国人驱逐

至存在执行死刑威胁的另一国家。他建议保留此句，

但略加修改：“尽管可以认为，在这些确切的限度

之内，这一禁止目前对应于国际法中一个确定趋势，

但是难以说法律在这一领域有任何进展”。

58.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提

议。

就这样决定。

59. 墨菲先生提及第 (4) 段倒数第 2 句，说应该

在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之处重新措辞，使之

与评注其他部分使用的文体相一致。因此他提议加

上新的一句：

“人权事务委员会采取的立场是，根据《公

约》第六条，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除非已经事先

得到死刑不会执行的保证，有义务不将一人驱逐

到他或她已被判处死刑的另一国家”。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60.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第1句中“无疑”

一词传达的强调语气远远强于委员会就此前一次会

议讨论的评注中一个相似段落所达成的一致。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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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说明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构成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对于案文的理解没有增添任何内容——这毕竟是评注

的目的所在——反而向各国发出了一条政治性信息。

他感到关切的是，若保留这个说法，委员会将陷于

自相矛盾，一面给予、一面剥夺。

61.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

先生反对的逐渐发展的说法是委员会就第 23 条草案

第 2 款达成妥协的基本内容；他本人赞成保留。尽管

不经常为之，委员会的确有时称其所起草的规则构成

逐渐发展。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的评注 360及委员会拟定的其他案文中可以找到例证。

第 2 款所指问题十分敏感而重要，适于归类为逐渐

发展。话虽如此，删除“无疑”一词，他也没有问题，

这个词语增加了不必要的强调。

62. 此外，考虑到在就第 (4) 段进行的辩论中，

委员会关于所述基本原则是否构成实在法一事意见

相左，他提议在第 1 句中添加“至少”一词，该短

语则成为“至少在两个方面构成逐渐发展”。他还

提议在最后一句的“风险”之前加上“真实”这一

限定语，使之符合国际人权法院的案例法，后者在

这种语境中一般使用“真实风险”或“实质性风险”

的表达方式。

63. 朴先生说，提到“仍在立法中保留死刑但不

适用的国家”时，应该加上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或“一段时间以来”这样的表述，以便更精确地描

述国家避免适用死刑的时间长短。

64. 彼得先生说，他赞同说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

确定的规则构成逐渐发展，因为该规则考虑到这样

一个事实，即可能有的国家在法典中保留死刑但不

再执行。他重申在第 23 条草案全体辩论期间的请求，

提议在第 (5)段中添加一条脚注：

“然而，有人指出，它专门针对不适用死刑的

国家，限制了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安全，因为适

用死刑的国家可以将外国人随意送至它希望的地

方。

65. 雅各布松女士说，她完全赞同巴伦西亚 - 奥

斯皮纳先生的意见。称该条款“无疑构成逐渐发展”

360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76–77 段，总评注第 (1)段。

相当于冻结了各国废除死刑的现状，而现实中废除死

刑的过程和速度无法预见。因此，她提议将第 1 句

中“无疑在两个方面构成逐渐发展”改为“清楚表明”，

再加以适当的文字调整。关于迈克尔爵士在“风险”

之前加上“真实”一词的提议，虽然她的第一感觉是

这并没有必要，但在看到他提到的案例法例证之前，

她将保留意见。

66. 诺尔特先生说，由于第 (5) 段涉及的不仅是

国家，而且包括国家法院，所以应该十分清楚地说

明本条草案第 2 款所依据的权力。第 2 款涵盖的具

体情况使委员会有理由澄清，它构成逐渐发展。因此，

他不仅希望仍然提及逐渐发展，而且还认为若没有

这种提法定然会引起误解。他支持迈克尔爵士提议

对第 (5)段所做的修改。

67.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赞同巴伦西亚 - 奥斯皮

纳先生和雅各布松女士的意见，支持不提及“逐渐

发展”。这种提法不符合委员会的传统，即不在其

阐明的规则中明确区分编纂和逐渐发展，而是遵循

一种混合的方针。此外，对于委员会而言，推动国

际法逐渐发展并非特别之举或大胆行为，而是其章

程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委员会任务的内在组

成部分。也许可以在第 (5) 段用不同的方式表述，

指出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创

新或是引入了一种新的标准，但是委员会不应认为，

每次推动逐渐发展都要告知国际社会。事实上，在

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将日益需要着手于这种发展，而

且实际上要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几乎所有

能够编纂为国际法的内容均已编纂完毕。

68.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或许可以将

一种更为中立，但又体现出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规则

新兴的性质的表述，作为他赞同的巴伦西亚 - 奥斯

皮纳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和坎迪奥蒂先生所表达的

意见和其他委员表达的相反意见之间的妥协。因此，

他提议将“因此”改为“简言之”，将“无疑在两个

方面构成逐渐发展”改为“反映了一种趋势，揭示出”，

再根据上述修改做出必要的文字调整。

69.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完全赞同巴伦西亚 - 奥

斯皮纳先生。委员会的全部工作，包括它拟定的每一

项公约草案均是编纂和逐渐发展的结合。与诺尔特先

生不同，他希望不要将委员会起草的条款描述为构成

“逐渐发展”，因为委员会的这种说法向国家法院发

出了信号，有关规则的重要性低于编纂而成的规则。



190 第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本届会议中多次提及现行法和拟议法之间的差别；

但仍需再次指出，拟议法所指未来将成为法律但现

在尚不是法律。因此，委员会肯定不是在拟定拟议

法条款草案，委员会拟定的是法律条款草案。他支

持迈克尔爵士在最后一句中的“风险”之前加上“真

实”一词的提议。

70. 墨菲先生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可以佐证

特别报告员在其提议中提到的趋势。本条款的要点，

以及没有任何载有引文出处的脚注的原因，是没有

任何机构或个人曾说过，有关的两个发展是现行条

约制度中的一部分。它们并非法律内容，也不属于

法律中的趋势。因此，他认为该提议行不通。

71. 他不明白一些委员是否在说委员会永远不应

谈及“逐渐发展”，这不符合委员会 50 年来的做法。

委员会对一项提议不大赞同或毫不赞同时便使用这

一短语，以表明委员会关于法律正在向或应该向哪

个方向发展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可以避免声称

这一发展反映了一种趋势，而采用一个折衷的解决

办法：“因此，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至少将在两个方

面发展该法律”，然后保留此段其余部分的原文。

他支持迈克尔爵士提议做出的修改。然而，他不希

望添加朴先生建议的时间短语，而希望在“不适用”

之后紧接着加上“在实践中”一词。

根据主席的建议，委员会推迟就第 23 条草案第

(5)段评注做出决定。

第 24 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会使其面临酷刑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处罚的国家的
义务 )的评注

第 (1)和 (2)段

第 (1)和 (2)段通过。

第 (3)段

72. 墨菲先生说，应取消案文最后两句中的斜体

[中文一般用楷体 ]。

经修改的第 (3)段通过。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4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四章　过境国境内的保护

第 25 条草案 (在过境国境内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
的人权 )的评注

第 25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四部分　具体程序规则

第 26 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 ) 的评

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73. 麦克雷先生说，第 4 句句首“在法律著述中”

几个字没有必要，应予删除。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7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应将第 2 句中“可能

违反”几个字改为“可能产生……所列的问题”，

以便确保与后面的引文保持一致。

75. 主席说，法文本中应该指出，段末曼弗雷

德·诺瓦克的引文实际上是译文。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76. 福尔托先生说，应在第二个引用的脚注结尾

添加以下案文：“另见艾哈迈杜·撒迪奥·迪亚洛案(几

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0 年 11 月 30 日

的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74 段。”

77.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第二小段关于《欧洲

人权公约》第 13 条的脚注中，应删除该《公约》第

6 条的案文，因为很容易找到案文。

第 (5)段经修改所提到的脚注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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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

第 (6)段通过。

第 (7)段

78. 诺尔特先生说，应将倒数第 2 句中“不能够

解释为”的表述改成“不一定必须解释为”，以避

免意思含糊不清。同一句中，关于口译权利的限制

性短语剥夺了该权利的本质内容。他希望代之以更

抽象的语言。

79. 彼得里奇先生说，考虑到和他的国家类似的

国家面临大量笔译和口译问题，他赞成保留原来的

措辞。

80. 主席说，法文本中“ne saurait être”几个字

相当于诺尔特先生的第一项提议。

81. 彼得先生说，考虑到被告和外国人必须获得

充分有效的口译，他支持诺尔特先生的提议。

82.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考虑到某些

国家在笔译和口译领域面临的实际问题，第 (7)段的

措辞试图体现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不应期待各国以

包括非通用语在内的所有语言提供笔译和口译。这

里的意思是，外国人应该讲该区域使用的一门语言，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邻国的口译员；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应该讲一门国际通用的语言。

83.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关于诺尔特先生的第

1 项提议，建议将“不能够解释为”改成“不应该解

释为”。关于诺尔特先生的第 2 项提议，他建议在“国

际上”之后添加短语“只要这样做能够不妨碍听审

的公正”，以便解决各位发言者的关切。应该铭记，

这里的语境是驱逐听审，而非刑事审判。

经修改的第 (7)段通过。

第 (8)段

第 (8)段通过。

第 (9)段

8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应该删去第 (9) 段末

脚注中“的论点”几个字。一般说来，虽然加入秘

书处备忘录 361和特别报告员报告(在此例中是其第六

361 见上文脚注 359。

次报告 362) 的引文有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委员会赞

同其中所载的所有论点。二读期间，委员会应力求

将所有必要信息载入评注正文。

第 (9)段经修改上面提到的脚注后通过。

第 (10)和 (11)段

第 (10)和 (11)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6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27 条草案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的

评注

第 (1)段

85.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应将第 2 句的“在实

在法中”改为“在现行法中”。

86.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委员会不妨

统一第 27 条草案评注第 (1) 段中对“逐渐发展”的

提法，使之符合他对第 23 条草案评注第 (5) 段建议

的措辞。可以说本条款体现了国际法目前的趋势。

87.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不认为第 27 条草

案体现了国际法的趋势。他赞成保留本条草案评注

第 (1)段中“逐渐发展”的提法，但要去掉“无疑”

一词。

88. 墨菲先生回顾称，关于第 23 条草案评注第

(5) 段中“趋势”一词的使用尚未达成一致，第 27
条草案评注第 (1)段中之所以有“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这一提法，是因为第六委员会讨论期间，大多数国家

称它们本国法律中没有这样的条款，至少没有本条

草案涵盖的诸多方面。逐渐发展的提法涉及委员会的

可信度；没有依据可以断言本条草案已经成为法律。

他毫不反对删除“无疑”一词，甚至愿意讨论使用“逐

渐发展”之外的术语。但是，一再试图在评注中清

除“逐渐发展”一词的做法令人遗憾。

89. 特拉迪先生说，不应该将“逐渐发展”这个

术语当做不好的词语对待，因为使用它并不意味着没

有法律规则。不是法律的规则和原则及法律的逐渐发

展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一区别已被指明，例如在关

362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一部分 )，文件 A/
CN.4/625 和 Ad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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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交保护的各条款的评注中，363 具体说是第 19 条

草案评注第 (1)段中：

在外交保护领域某些国家方面的做法尚未获得习惯规则

的地位，而且不可能在法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转变为法律规

则。364

90. 诺尔特先生说，没有人暗示“逐渐发展”是

一个不好的词语。正如墨菲先生所说，这事关委员

会拥有并行使的权威。使用“逐渐发展”一词是一

种简便的说法，意指有关规则或该规则的变体在实

践中的确立程度不足以令委员会称之构成习惯国际

法的编纂。委员会章程中载有编纂与逐渐发展之间

的区别，理由充分，不应抹杀这一区别。

91.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如果他理解正

确，委员会正努力就第 23 条草案评注第 (5) 段的模

式达成共识，该模式可以作为第 27 条草案评注第 (1)
段的范例。然而，第 27条草案评注第 (1)段使用了“无

疑是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而第 27 条草案评注第

(5)段中，短语“从事国际法逐渐发展”的后面是“研

究了国际法和一些国家法律的当代趋向”。他想知

道是否可以借鉴与特别报告员的提议相一致的后一

种模式，以便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措辞。

92.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无论最后如

何就这一点做出决定，任何人都不应产生这种印象，

即规则来自于特别报告员的丰富想象。虽然一种趋

势也许尚未得到充分确立，但总是依据一定的实践。

具有暂停执行效力的规则即是如此，在若干国家的立

法中已经得到正式确立；称第六委员会的讨论表明

不存在任何立法规定，这一说法不准确。他请各位

委员核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秘书处备忘录，这些

文件显示，对于国家立法的全面研究表明，若干国

家明确确立了上诉的暂停执行效力。其他国家尚未

采取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它们选择不采

取立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没有确立暂停执行效力，

或者说它们反对这一效力。如果委员会不想说一条

规则是依据国际法的一种趋势，它可以说规则是依

据源于某些国家实际做法的一种趋势。

363 大会 2007 年 12 月 6 日第 62/67 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49–50 段。
364 《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63 页。

93. 主席建议举行磋商，以便就第 1 条草案评注

第 (5) 段、第 23 条草案的评注第 (5) 段和第 27 条

草案评注第 (1)段的措辞达成共识。

就这样决定。

第 (2)段

9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第 2 句中间关于潜在

的遣返障碍的部分，应该将“特别是那些”改为“包

括那些”，因为除了经济障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潜

在的障碍。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下午 1 时散会。

第 3155 次会议

201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

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哈

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

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

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完 )

(A/CN.4/L.802 和 Add.1)

1. 主席请委员会接着审议 A/CN.4/L.802/Add.1

号文件，这份文件载有委员会本届会议一读通过的条

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他建议从第 27 条草案评注第

(3) 段开始，并回顾指出，委员会以后再回过头来审

议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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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完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完 )(A/CN.4/L.802/Add.1)

第 27 条草案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的

评注 (续 )

第 (3)和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指出，该段最后一

句出现了援引逐渐发展国际法的问题，委员会已经

商定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

3.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这一整段都应该删除，

因为欧洲委员会议会的决议在此处没有特别的用处。

4.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强调说，用意在

于考虑到所审议的这个领域法律的演变，并表明至

少有一个组织——欧洲委员会——比其他组织走得更

远。他建议删除最后一句，即提到国际法逐渐发展

的那一句，但应保留前边一句，即引文后边的一句，

说明委员会在工作中作出了自我限制。

这一建议通过。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第 28 条草案 (个人申诉程序 )的评注

第 28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五部分　驱逐的法律后果

第 29 条草案 (重新准入驱逐国 )的评注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过。

第 (4)段

5. 诺尔特先生建议增加一句话，以考虑到在有

些案件中，通过时为非法的驱逐决定日后依照法律

被认定为合法，这是有可能的，例如，按要求举行

的听证不够充分或者太晚。这对处理具体案件的律

师可能有益。

6. 特拉迪先生说，或许没有必要加上这么一句，

因为如果驱逐决定最初是非法的，后来又不是了，

那么就不会出现重新准入的问题。

7. 福尔托先生说，这样说是不是可能还不够：

“……在驱逐国主管当局或享有权限的法院或法庭等

国际机构在有约束力和最终决定中认定……”。

8. 经过诺尔特先生、福尔托先生、卡姆托先生、

斯图尔马先生和主席参加讨论后，决定在第一句话

的末尾加上一条脚注，内容为：

“如果在作出之时曾为非法的驱逐决定现为

主管当局认定为已经合法，则这样的判定便不存

在。”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至 (7)段

第 (5)至 (7)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9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30 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 )的评
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9. 麦克雷先生提议，引文中《美洲人权公约》

第21条应删除，因为这一款涉及高利贷，跟内容无关。

经修改的第 (2)段通过。

第 (3)至 (6)段

第 (3)至 (6)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30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31 条草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的评
注

第 (1)段

10. 迈克尔·伍德爵士指出，这已经是第二次援

引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365 他建议，和第

365 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56/83 号决议，附件。委员

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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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草案评注第 (3) 段一样，对这一段进行简化。第

一句不变，第二句改为“关于这一点，第 31 条草案

应结合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二部分来

读”，并加一条相关脚注。接下来的一句改为“第

二部分载述了国家国际责任的内容，包括涉及驱逐

外国人的内容”，加一条脚注，参见 2001 年条款总

评注第 (5) 段，其中指出，条款适用于国家的国际

责任整个领域，而且条款是一般性的，绝大部分是

遗留性的。366 这就说明，2001 年条款界定的国家责

任在驱逐外国人的情况下也适用。

经修改的第 (1)段通过。

第 (2)和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第 (4)段

11. 麦克雷先生建议，第三句话开始“还应该提

到……采取的一个新办法”应改为“采取了一个新

办法”。

经修改的第 (4)段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12.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第二句中，特别报

告员对常设国际法院在霍茹夫工厂案中确立的原则

与国际法院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 ( 阿根廷诉乌拉圭 )

中回顾的原则作出了区别。而事实上，这是同一问题

的两个方面。而且这句话太长，因此他建议予以删除，

第二段一开始就说：“法院进一步指出：”。

13.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反对这项

建议，因为有必要指出国际法院对艾哈迈杜·撒迪

奥·迪亚洛案 (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 )所

作裁决是判例法的一部分。也许第二段可拆分成两

三句话。

14. 福尔托先生和迈克尔爵士一样对第二段有顾

虑，建议删除“之间的区别”几个字。

这一建议通过。

二部分 )，第 76–77 段。
366 《200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6 页。

经修改的第 (6)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31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32 条草案 (外交保护 )的评注

第 (1)和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32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15. 主席建议委员会回过头来审议在第 3153 次

会议上被搁置的第 1 条草案评注第 (5)段和在上次会

议上被搁置的第 23 条草案评注第 (5) 段和第 27 条

草案评注第 (1)段。

第 1 条草案 (范围 )的评注 (完 )

第 (5)段 ( 完 )

16. 墨菲先生说，经与特别报告员及就此问题谈

过看法的委员会委员协商后，他建议在这一段的最

后加上下面一句话：“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所指的

各种流离失所者也没有被排除在本条款草案范围之

外”。他还建议增加一条脚注，参见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70 号决议、特别报告员关于驱逐外国

人专题的第二次报告 367以及秘书处就此专题编写的备

忘录 368。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1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 23 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或自由会受
到威胁的国家的义务 )的评注 (完 )

第 (5)段 (完 )

17. 诺尔特先生说，第一句应改为“因此，第 23
条草案第 2 款至少将在两个方面发展法律”。

18.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委员会最后

不用“发展法律”的说法，因为这与其章程第一条

的措辞不符，第一条说的是“逐渐发展”。

367 《2006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573 号文件。

368 A/CN.4/565 和 Corr.1 号文件 (可在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并最终作为《2006 年……年鉴》的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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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诺尔特先生说，“无疑”一词或许可以去掉，

以消除有些委员对第一句话中提到逐渐发展一事的

关切，对此他倒是不反对。

20.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说，不应由委员会

在评注中说它的条款草案构成逐渐发展，他反对这

方面的任何建议。

21. 哈苏纳先生也同意说，委员会传统上并不在

其条款草案评注中提及逐渐发展，但他觉得这里也

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为改进第一句话的措辞，他

建议删除“无疑”一词，将“构成”改为“将构成”。

22. 麦克雷先生建议委员会采纳特别报告员最初

的提议，删除“无疑”一词。另一方面，他反对增加“至

少”一词，这会大大扩展逐渐发展这一概念的范围。

23. 朴先生说，他赞成去掉“无疑”一词，增加

“至少”两个字。他还问委员会是否就他在前次会

议上所提建议作了决定，即在“不适用”之前加上“在

实践中”几个字。

2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确有可能”反映的

是欧洲人权法院在泽林诉联合王国一案中的案例法，

既涉及死刑也涉及死囚区现象。他认为第一句话中有

必要增加“至少”一语，以免第 (5)段和第 (4)段相

互矛盾。不过，如果麦克雷先生不同意的话，或许

可将“因此”改为“此外”，因为第 (5)段不是第 (4)

段的推断，而是新的内容。

25. 彼得里奇先生赞同麦克雷先生的建议以及迈

克尔爵士在最后一行“可能”前增加“确有”一词

的建议。

26. 墨菲先生总结了各种建议：第一行删除“无

疑”，在“不适用”之前增加“在实践中”，在最

后一行“可能”前增加“确有”两个字。

这一建议通过。

经修改的第 (5)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3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27条草案(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完)

第 (1)段

27. 墨菲先生指出，建议是删除第一句中的“无

疑”一词，将“实在法”改为“现行法”。

这些建议通过。

经修改的第 (1)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 27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经修改的第四章第 C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完 )

28. 主席说，委员会已经艰难地一读通过了驱逐

外国人专题条款草案及其评注，现在应决定将条款

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征求意见。根据委员会的惯例，

决定应这样写：

“委员会在其2012年7月31日第3155次会

议上按照其《章程》第16至21条决定，将草案案

文(见下文C节)通过秘书长转交各国政府，以

便其提出评论和意见，并请它们在2014年1月1
日前将这些评论和意见送交秘书长。”

就这样决定。

29. 主席说，委员会习惯上要在报告中对特别报

告员致谢，他建议措辞如下：

“委员会在其2012年7月31日第3155次会

议上，深切感谢特别报告员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他利用学术性研究和广泛的经验，对这一专题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使得委员会成功完成关于

驱逐外国人专题条款草案的一读。”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四章第 C 节全文通过。

经修改的第四章通过。

30. 卡姆托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热切感谢主席耐

心地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使委员会得以通过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对于主席的评价，即案文艰难地获得

通过，他不持异议，不过他记得，委员会曾有过更

* 续自第315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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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经历，而前任委员和现任委员都是通过合作、

热情、信守规则和担当精神而为完成专题工作作出宝

贵和积极的贡献。他还要感谢起草委员会历任主席，

他们都展现了应有的权威和非凡的驾驭能力。他还

对秘书处表示感谢，秘书处在审议专题开始时完成

了大量的研究，在整个工作阶段和编写评注阶段提

供了宝贵的协助，从而使委员会一读通过了一个虽

然并非完美但却是值得称许的高质量的案文。他希

望委员会能够在下两届会议上重新审查条款草案，

从而对这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专题作出各方翘首以

待的贡献。

下午 4 时 40 分散会。

第 3156 次会议

2012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0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先生、

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

松女士、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

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

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

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五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A/CN.4/L.803)

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 A/CN.4/L.803 号文件所载

的报告草稿第五章。

A. 导言

第 1 至 4 段

第 1 至 4 段通过。

第 5 段

2. 墨菲先生说，[英文本 ]第二句中的短语“in 
its aspect related to persons in need of protection”似不

需要，应该删除。

经修改的第 5 段通过。

第 6 段

第 6 段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7 段

3. 福尔托先生提到，对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

工作报告第三章 C 节曾提到的那个问题 369 应该加以

扩展，表明那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

4. 坎迪奥蒂先生指出，那个问题的内容已经在

第 11 段里解释过。

5. 福尔托先生提议，那么应该在第 7 段第一句

末尾加上一个脚注，提到第 11 段。

在加上脚注之后，第 7 段通过。

第 8 和第 9 段

第 8 和第 9 段通过。

第 10 段

6. 主席说，在该段末尾应加上“注意到起草委

员会的报告”。适当日期和会议序号将由秘书处随

后填写。

7.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所提议的案文过于简洁，没有说明全体会议及起草委

员会就此专题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果是通过

了五项条文草案。两年之前，他曾指出过委员会提

交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存在着的一个不正常情况，于

是委员会决定在报告中提到该届会议所通过的所有

条款草案，并在脚注里载述条款草案的全文。他知道，

委员会趋向于重新审视一些做法，但他希望委员会

将维持这一具体做法。

8. 彼得里奇先生赞同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

的意见，他说报告必须提到经审议并暂时通过的条

369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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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草案。第 9 段提到所提议但未被通过的三项新条

文草案，这样做可能给第六委员会造成一些混乱。

9. 萨博亚先生赞同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和

彼得里奇先生的意见。委员会在进行了实质性的辩

论，考虑到委员会一些委员的意见之后，暂时通过

了若干条文草案。因此必须让第六委员会了解已经

做的工作。

10. 诺尔特先生说，关于就此专题所作的任何决

定不应影响委员会的其他惯例或未来做法。

11.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必须表明的一点是，

这些条文草案并没有通过，只是暂时通过，而且不

是由委员会而是由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此外，这

些条文草案尚没有加上评注，而评注对于理解这些

条文草案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六委

员会里的会员国然后可决定它们是否希望在开会时

就条文草案发表意见。

12.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提

议，为了加快进度，委员会应该按照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297 段的做法修订这一段。370 这一

段的案文将变成：“在 2012 年 7 月……日第……会

议上，委员会收到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注意到第

5 之二条和第 12 至 15 条草案，这是起草委员会暂时

通过的条文草案 (A/CN.4/L.812)”。在该句末尾应

加上一个脚注标记，脚注的案文应读作：“起草委

员会暂时通过的条文草案读作：……”。然后在脚

注里应全文加上所通过的条文草案。

经修改的第 10 条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五次报告

第 11 段

第 11 段通过。

第 12 段

13. 诺尔特先生提到第七句，他提议作为形容词

使用的“科学”和“技术”的顺序应该颠倒过来。

经修改的第 12 段通过。

370 《2010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81页。

第 13 段

第 13 段通过。

第 14 段

14. 墨菲先生提到倒数第 2 句，他提议 [ 英文

本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balance”这些词语

应该改为“in the light of”。这样能表明，一国需衡

量是否有必要放弃国内法中的某些规定，来履行其

保护本国人民的义务。

就这样决定。

15. 诺尔特先生在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 ( 特

别报告员 )的支持下，提议删除倒数第 2 句中“灾害”

一词之前的形容词“自然”，因为灾害不单单是自

然灾害。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 14 段通过。

第 15 段

第 15 段通过。

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 16 段

16. 特拉迪先生说，为了反映他自己以及委员会

其他委员所表达的意见，第二句末尾，即“并且最

好在极端的情况下才适用任意拒绝同意的概念”应

改为“在受灾国任意拒绝同意的极端情况下，关于

权利与义务的处理办法对受灾的人来说会起到帮助

作用”。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提议第三句中的短语“在

国家实践方面基础薄弱”应改为“没有得到国家实

践的支持”。

17. 诺尔特先生说，他虽然不反对特拉迪先生建

议的实质内容，但他认为，[ 英文本 ] 第三句中“it 
was noted”应改为“some members noted”。

经特拉迪先生和诺尔特先生修改的第 16 段通过。

第 17 段和第 18 段

第 17 段和第 18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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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段

18. 主席提议，在法文本最后一句中，“mais 
d’autres ont exprime des doutes quant a la faisabilite 
de cette proposition[“其他委员对这一建议的可

行性表示了疑问”] 应改为“alors que d’autres ont 
exprime des doutes quant a la possibilite de realiser cette 
proposition”[“其他委员就实施这项建议的可能性表

示了疑问”]。

19.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只要英文本中保留了

“feasibility”一词，他赞同这样的修订，英文中这

个词反映了准确的含义。

就这样决定。

20.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 [ 英文本 ] 第一句中，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之前的定冠词“the”
应改为不定冠词“a”。

经修改的第 19 段通过。

(b) 关于 A 条草案的意见

第 20 段

21. 墨菲先生提议在 [英文本]第二句中，“and 
other actors”之前的“third”应改为“States”。

22. 福尔托先生说，A 条草案中提到“States and 
other actors”，这表明了对墨菲先生建议的支持。

经修改的第 20 段通过。

第 21 至 23 段

第 21 至 23 段通过。

(c) 关于第 13 条草案的意见

第 24 段

23. 诺尔特先生说，第二句中“原则”之前的“核

心”一词并没有在意义上增加任何内容；因此他提

议删除这个词。

就这样决定。

24. 彼得里奇先生对 [英文本 ]第二句开头用短

语“Agreement was also expressed”是否恰当提出疑问，

因为这一短语意味着委员会就此意见达成了一致，

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委员会的辩论情况。他提议将

这一短语改为“The view was expressed”或“It was 
generally felt that”。

25. 主 席 提 出， 应 在“Agreement was 
also expressed” 这 一 短 语 之 后 加 上“by some 
members”，以便解决彼得里奇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 24 段通过。

第 25 段

第 25 段通过。

第 26 段

26. 诺尔特先生说，在 [ 英文本 ] 第三句

中， 短 语“internal rules” 应 该 改 为“domestic 
legislation”，因为第 26段说，放弃这种要求并不容易，

这样做有可能导致宪法方面的困难。

经修改的第 26 段通过。

(d) 关于第 14 条草案的意见

第 27 和第 28 段

第 27 和第 28 段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 29 至 31 段

第 29 至 31 段通过。

第 32 段

27. 村濑先生说，第 32 段似乎是在说，可以使

用灾害情况下的武装部队地位协定范本来规定非军

事行为者的活动，但该种协定根据其定义，并不包含

这样的活动。为了说明，他提议，首先应在第一句末

尾加上“为了维和行动”这些词。其次，鉴于在武装

冲突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军事行为者和非军事行为者

的活动分别以协议的方式加以规定，他想知道的是，

两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评注里以分别的段落加以处理。

28.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他可以接受村濑先生的第一项提议，因为这进一步

澄清了现有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武装部队协定



 第3156次会议—2012年8月2日 199

范本的目的。371 然而，关于第二项提议，他说委员会

将拟订的在灾害情况下适用的协定范本将吸收联合

国范本的内容，但有所区别，它包含军事行为者和非

军事行为者两种活动。为了消除任何含混，他提议应

在 [ 英文本中 ]“However， such model agreement”
之后加上“to be prepared by the Commission”。

29. 在最后一句，他提议将案文中的这一部分，

即“委员会编纂并逐渐发展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任

务”改为“委员会所核准的这一专题的范围”，因

为前者比较含糊。

就这样决定。

30. 诺尔特先生提议，第三句中，在“武装部队

地位协定范本”之前应加上“联合国”。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 32 段通过。

第 33 和 34 段

第 33 和 34 段通过。

经修改的 B 节通过。

C. 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

第 35 段

第 35 段通过。

C 节通过。

经修改的第五章通过。

第六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A/CN.4/L.804 和 Add1)

A. 导言

(A/CN.4/L.804)

第 1 和 2 段

第 1 和 2 段通过。

A 节通过。

371 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秘书长的报告

(A/45/594)。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3 和 4 段

第 3 和 4 段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初步报告

第 5 段

31.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 特别报

告员 ) 提议在 [ 英文本 ] 第二句中，应在“to be 
considered” 之 前 应 加 上“on which there was no 
consensus”。她还提议在第二句中，在第二次提到

“ratione materiae”之后应加上“including possible 
exceptions，”。

经修改的第 5 段通过。

第 6 段

32.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希望对第 6 段做出各种修订，以便更准确地

反映她对初步报告的介绍以及随后进行的辩论。她

的第一项提议是将第一句第一部分的措辞加以修订，

改为“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报告时强调，报告具有‘过

渡 ’ 性质，她考虑到前任特别报告员在其三份报告 372

中和秘书处在其备忘录 373中所展现的工作(这对委员

会今后的工作将继续有用 )，也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

和第六委员会的讨论进展。”

33. 其次，她提议在[英文本]第九句，将短语

“ that protect”改为介词“of”；并且在“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之后加上“and of international law”；在

西班牙文本中，将短语“en particular”改为“incluidos”，
因为这一短语过于限制，这样的改动并不影响英文本。

34. 最 后 她 提 议 在 第10句，将“while also 
investigating the various techniques and relationships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改为“at 
stake”，因为那个较长的表达并不能与她在介绍其初

步报告时所作的任何讲话相对应。

372 《2008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01 号文件 ( 初步报告 )，《2010 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46 号文件 (第

三次报告 )。
373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可从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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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诺尔特先生请求特别报告员澄清是否希望她

的系统性处理办法只是包括涉及人权的原则和价值

观，还是包括所有价值观和原则。

36.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在英文本中用“including”一词之处，而在西班

牙文本中用了“en particular”这一短语。她曾提议

将之改为“incluidos”，因为后者更清楚地表达了这

样的含义：随后所说的话是指具体的一种原则，但

并不排除将其他原则考虑在内的可能。

经修改的第 6 段通过。

第 7 段

37.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提议，倒数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应该重新拟定，改为“特

别报告员指出，前任特别报告员在一定程度上探讨

过以上每一个方面。虽然没有就这些方面达成一致

意见，但委员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考虑这些有争议的

问题还是有用的。为此，特别报告员宣布，她打算

在其下一份报告中开始拟定条款草案。”

38. 主席提议，在[英文本]第三句，应该删除“if 
any”。

39.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第四句中，短语“找

出豁免的职能性质的实际范围”在英文本中不清楚；

他问特别报告员是否可以提出改进的办法。

40.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西班牙文本是清楚的，但为了解决迈克尔爵士

对英文本的关切，她提议将“the actual scope of the 
functional nature”改为“the functional dimension”，

这样的措辞更为笼统，更好地反映了辩论期间所发

表的各种意见，包括她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所有

的豁免都有其职能性质。

第 7 段按特别报告员和主席的意见修改后通过。

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 8 至 10 段

第 8 至 10 段通过。

(b) 方法问题

(1)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及其编纂

第 11 至 16 段

第 11 至 16 段通过。

(2) 系统性方法

第 17 段

第 17 段通过。

第 18 段

41. 诺尔特先生提到第一句，他说虽然他和迈克

尔爵士已经就“趋势”的论点发表了意见，但那些意

见并不是在系统性处理方法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因此

他倾向于将第18段从“系统性处理方法”这一节移走，

将它列为新的一节，标题为“查明趋势”。该段的

第一句可以改为“一些委员指出，对于存在着在国

家管辖权面前限制豁免及其范围的‘趋势 ’ 的论点，

委员会应当持谨慎态度。”第二句中，“in relation 
to the practice”应该删除。第三句应该删除，因为它

并没有提到“趋势”的论点，最后一句应保持不变。

他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提出并讨论这一

论点的背景，而不会将它与另一种论点相混。

42. 哈穆德先生说，对于诺尔特先生提出的建议，

他认为没有问题。他赞同摘引国际法院在审判国家

的管辖豁免案 ( 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 ) 时

所作的判词：

法院必须强调，它现在所处理的仅仅是国家本身对其他

国家法院管辖的豁免；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豁免可适用于

对国家官员的刑事诉讼，不是本案所处理的问题。

他也赞同在提到“趋势”论点的时候，提到 2000 年

4 月 11 日的逮捕令案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

他期望看到准确的引用。

43.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不反对这些改动。因此她提议，在题为“系统

方法”的一节，应删除第18段，而第19段变成第18段。

将诺尔特和哈穆德先生的建议合并之后将产生一个

新的第 19 段案文，并列为单独一节，这一节将读作：

“(3) 国际法趋势

“19. 一些委员指出，对于关于存在着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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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面前限制豁免及其范围的‘趋势 ’的论点，

委员会应当持谨慎态度。实际上，人们记得在国

家的管辖豁免案中，国际法院驳回了意大利法院

的论点，意大利法院称，国际法中存在着这样的

趋势，即在国际法中，在对统治权行为适用‘领土

内侵权原则 ’时，存在着限制国家豁免及其范围

的趋势。事实正相反，存在着重新肯定国家刑事

管辖豁免的趋势。此外，有的委员还指出，1999
年皮诺切特案的判决未得到广泛遵循。另一些

委员提到在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案中法官

希金斯、科艾曼斯、比尔根塔尔所提出的联合

个别意见，在意见中他们似乎指出，最多可以说，

涉及最严重的国际罪行时的属事豁免方面尚不

存在任何规则，指向豁免不存在的趋势可能存在

着。”

4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 [ 英文本 ] 新的

一段最后一句，在“Buergenthal”之后的“in that”
应改为“in the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case, in 
which …”。

45. 特拉迪先生说，他想知道最后一句是否充分

反映了不给予豁免的趋势，他认为最后一句是相当

含混的。

46. 哈穆德先生赞同特拉迪先生的意见，提议

将 [ 英 文 本 ]“trend pointing otherwise may exist”
改为“trend pointing towards no immunity may in fact 
exist”。

47. 哈苏纳先生提议，替换用的短语应该改为“a 
trend pointing to the absence of immunity”。

就这样决定。

48. 坎迪奥蒂先生提议，在[英文本]“Moreover， 
it was noted that the Pinochet decision, since it was 
rendered in 1999, had not been widely followed.”中的

“since it was”应该删除。

就这样决定。

按照迈克尔爵士、坎迪奥蒂先生和哈苏纳先生

的意见修改后的新的一段通过。

第 18 段 [ 原第 19 段 ]

第 18 段通过。

(3) 国际社会的价值观

第 20 段

49. 诺尔特先生说，在 [ 英文本 ] 第一句中，

“translating the ‘values’ argument into” 应 该 改 为

“translating ‘values’ into”。在最后一句，“a”之前

应加入“to have”。

经修改的第 20 段通过。

第 21 和 22 段

第 21 和 22 段通过。

(4) 明确基本问题

第 23 段

第 23 段通过。

(c) 实质性考虑

第 24 段

50. 诺尔特先生说，在 [ 英文本 ]“of another 

State or its officials”这一短语中，“of”一词应改为“on”。

经修改的第 24 段通过。

第 25 段

第 25 段通过。

第 26 段

51.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为了反映一般性辩论中的讨论情况，在该段末

尾应加上这么一句：“然而，委员会一些委员指出

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均有清晰的职能特性。”

52. 诺尔特先生说他认为所提议增加的句子没有

问题，但希望在紧接这一句之后另加一个新句子，

读作：“一些委员质疑‘职能 ’ 一词是否足够清楚，

是否能解决所包含的实质性问题。”

53.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赞同这一提议。

经修改的第 26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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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题范围

第 27 段

第 27 段通过。

第 28 段

5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第二句中，短语“其

国籍国的管辖”应改为“其本国的管辖”。这里的

问题不是官员的国籍问题，而是该官员是某一特定

国家的官员。

经修改的第 28 段通过。

第 29 段

55. 主席指出有必要将脚注 10 从第 34 段移到第

29 段，并在第 34 段加上一个略有不同的脚注。

第 29 段通过，脚注须修改。

第 30 段

56.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短语“因为不可侵犯

性问题与豁免密切相关”应改为“因为人身不可侵

犯与豁免密切相关”。

经修改的第 30 段通过。

(2) 用语

第 31 段

第 31 段通过。

第 32 段

57. 诺 尔 特 先 生 说，[ 英 文 本 ] 第 一 句 中

“conveyance”一词应改“convergence”。

58. 特拉迪先生说，这一句的目前写法是对

的。这里提到的是意思是“conveyance”， 而不是

“convergence”。

第 32 段通过。

(3) 属人豁免

第 33 段

59. 福尔托先生说，第一句中，法文本“qui 
était fondée sur une loi”与英文本中“which was status 

based”不对应。法语中的短语应改为“qui était 
attaché à un statut”。

第 33 段在法文本作过这样的修改后通过。

第 34 段

60. 哈穆德先生说，在 [ 英文本 ] 第二句中，短

语“both aspects”被错误地写了两次：这一错误应该

纠正。

61. 特拉迪先生说，在 [ 英文本 ] 第一句末尾，

“canvassed”一词应改为“assessed”，这在上下文

中更为准确。

62.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更倾向于使用

“explored”一词，而不是“assessed”。

63. 主席说，迈克尔爵士的建议与法文本更为对

应。

经哈穆德先生和迈克尔爵士修改的第 34 段通过。

第 35 段

64.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 [ 英文本 ] 第二

句中，短语“in a limited fashion”应该删掉，而短语

“to other high ranking holders of office”应改为“to a 
narrow circle of high ranking holders of office”，这与

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中所用的词语更为接近。此外，

他赞成删除下列短语“including, it was suggested，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65.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同意迈克尔爵士所提出的所有建议。

66. 村濑先生说，案文里提到国会议员，是他的

建议，这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章》第 27 条

所提出的。然而将这些词语删除，他不反对。

经修改的第 35 段通过。

第 36 和 37 段

第 36 和 37 段通过。

(4) 属事豁免

第 38 至 40 段

第 38 至 40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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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段

67. 墨菲先生说，在 [英文本 ]最后一句，“that 
would not be”这些词语应该插在“subject to criminal 
prosecution”之前。这将更好地反映一些委员所表达

的意见，即官员豁免扩展到做出的非法行为的观点

是站不住脚的。

68. 哈穆德先生提议，在该段末尾应加上下面一

句：“一种意见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将能够在为了

这种形式的豁免而确定官方行为的定义方面做出积

极贡献，指出现有的立场是，如果就某些罪行的豁

免达不成一致，便不存在豁免规则。”

69. 诺尔特先生赞成墨菲先生的建议。至于哈穆

德先生的建议，他认为应该采用另一种短语，而不

使用“一种意见认为”，因为在哈穆德先生的建议

中只是反映了他自己一个人的意见。

70. 哈穆德先生说，如果诺尔特先生愿意的话，

或许可以用“一位委员认为”。

71. 斯图尔马先生说，墨菲先生所提议的最后一

句是不必要的。因为按照现在的措辞，这一句是说，

完全排除职责外的行为的处理办法是站不住的，因为

按照定义，豁免就假定享受这种豁免的人是能够作

出可进行刑事起诉的违法行为的。这一句只是表示，

可援引豁免问题。

72. 萨博亚先生说，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他曾

经表示，官员所犯下的战争罪可被起诉。他支持斯

图尔马先生所表达的意见。

73. 在迈克尔·伍德爵士、坎迪奥蒂先生和主席

进行了讨论之后，哈穆德先生提议，修改后的新第

41 段的最后一句应该读作：“一位委员认为，国际

法委员会对于‘官方行为’的定义可以作出积极的

贡献，前提是委员会采取这样的观点：如果就具体

罪行是否存在着豁免达不成一致，那么立场应该是

不存在豁免。”

74. 墨菲先生提到，他曾经提议 [ 英文本 ] 加

上这样的短语“that would not be”，放在“unlawful 
acts”和“subject to criminal prosecution”之间，因为

他认为，犯下不法行为的官员不享受豁免这一想法

是站不住的。按照定义，豁免假定认为，享有这种

豁免的人是能够作出不进行刑事起诉的非法行为的。

75. 坎迪奥蒂先生提请注意下列事实：墨菲先生

所谈论的是刑事管辖，而这里的案文所提到的是刑

事起诉。两者不是同义语。斯图尔马先生关于这一

句的措辞的意见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处理办法。

76. 主席宣布，第 41 段的讨论将推迟到下一次

会议上，并表示希望，委员会委员们能够在下次会

议之前达成一致意见。

第 42 和 43 段

第 42 和 43 段通过。

第 44 段

77.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在[英文本 ]第三句，

“was entitled”应改为“enjoyed”。委员会不应该提

示官员有权享受豁免；实际上，这是官员所属的国

家享受豁免。

经修改的第 44 段通过。

(5) 豁免的可能例外

第 45 段

第 45 段通过。

第 46 段

78. 哈穆德先生说，应该加上一个适当的脚注，

提到国家的管辖豁免案。

第 46 段通过，须加上所说的脚注。

第 47 和 48 段

第 47 和 48 段通过。

第 49 段

79.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 [ 英文本 ] 第一句中，

短语“the alleged violation of”应该插在“the case 
involving”和“jus cogens norms”之间：对豁免提出

例外不是在涉及强行法规范的每一种情况中都出现，

而只是在那些规范有可能受到违反的情况下出现。

在同一句中，“individualized”一词应该删除。在最

后一句，“sufficient”一词应该插在“no”和“support”
之间，因为没有这个词，这一句便不是完全准确：

法院认定，对于国家豁免应有限制的提议，并不是完

全缺乏支持，而是对这一立场没有足够的支持。最后，

“consistent”一词应该改为“wide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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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表示同意所有上述修改。

经修改的第 49 段通过。

第 50 段

81. 特拉迪先生提议在该段末尾加上一句，读作：

“然而委员会另一些委员指出，法院的一些不同意

见和个别意见确实认为强行法影响了与豁免有关的

规则。”

经修改的第 50 段通过。

第 51 至 52 段

第 51 至 52 段通过。

(d) 程序问题

第 53 和 54 段

第 53 和 54 段通过。

(e) 最终形式

第 55 段

82. 针对迈克尔·伍德爵士的一项询问，埃斯科

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 特别报告员 ) 说，第二句

应纠正为“不过，委员们普遍支持特别报告员编写

并提交关于本专题的条款草案的打算，这些条款草

案将在本五年期内完成一读。”

83. 诺尔特先生提议，最后一句的开头应修改为

“委员们承认现在就说明……还太早”。

经修改的第 55 段通过。

下午 1 时 05 分散会。

第 3157 次会议

2012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德

尔先生、埃尔南德斯·埃斯科瓦尔女士、福尔托先生、

格沃尔吉扬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吉滴

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

墨菲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

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

图尔马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 )

第六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完 )

(A/CN.4/L.804 和 Add.1)

1.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逐段审议 A/CN.4/L.804/
Add.1 号文件所载的部分第六章。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完 )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发言 (A/CN.4/L.804/Add.1)

第 1 段

2.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建议最后一句改为“她再次表示，她愿意考虑到前

任特别报告员所做的工作 374、秘书处的备忘录 375 以及

委员会此前就相关专题开展的工作，同时提出新的

办法，促进委员会就此专题的多个有争议的方面达

成一致意见。”

经修改的第 1 段通过。

第 2 段

3.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建议这一段改为：

“特别报告员还欢迎委员们在发表的意见中

表示普遍接受并广泛支持她打算采纳的方法与方

针，尤其包括在这一专题发展过程中就力求对属

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豁免作出的区分和以系统

方法对各个问题组分阶段处理的建议。在这方面，

她说，任何工作方法在委员会的工作中都不可能

是绝对中性的。她确认，她打算在对国家实践、

理论及国家和国际判例进行透彻审查的基础上开

374 《2008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01 号文件 ( 初步报告 )，《2010 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631 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46 号文件 (第

三次报告 )。
375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 (可从委员会网站上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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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她还表示，考虑到价值观和原则是有必

要的，但需侧重于得到广泛认同并反映出国际共

识的价值观。总体目标是以均衡的方针处理豁免

问题，不会妨碍国际社会针对最严重犯罪而打击

有罪不罚的努力。她还指出，豁免的可能例外问

题对委员会的讨论极为重要。她指出，虽然‘绝对’

或‘限制性’豁免等概念存在分析方面的局限性，

但委员会在讨论可能的例外这一制度时，这些概

念可用于解释和提供明确的区分。在她看来，只

有那些被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十恶不赦的且

普遍认为如此的罪行，才值得在任何有关可能的

例外的讨论中予以审议，这类罪行包括种族灭绝、

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在这一背景下，对国家实

践及委员会先前的工作进行审查也至关重要。”

 经修改的第 2 段通过。

第 3 段

4.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建议这一段改为：

“特别报告员最后说，鉴于讨论的情况，她认

为，她在初步报告第72段里提出的工作计划继完

全有效。她因此表示，打算以具体和务实的方式，

系统和有序地审议和分析拟议工作计划确定的

四大领域问题，即具有方法论性质和概念性质的

一般性问题；属人管辖豁免；属事管辖豁免；以

及豁免的程序方面，并在其提交的每一实质性报

告中提出相应的条款草案。她表示初步打算于

明年处理工作计划第1节提到的一般性问题以及

涉及属人管辖豁免的各个方面。她还表示，希望

有可能在这个五年期内完成条款草案的一读。”

经修改的第 3 段通过。

5. 主席建议重新讨论 A/CN.4/L.804 号文件所载

的第六章第 41 段。

2. 辩论摘要 (完 )

(c)实质性考虑 (完 )

(4)属事豁免 (完 )

第 41 段 (完 )

6. 墨菲先生建议第 3 句改为“不过，一些委员

认为这种方法站不住脚，因为按定义，豁免假设该

人在这种行为上享有豁免。”

经修改的第 41 段通过。

经修改的 B 节通过。

经修改的委员会报告草案第六章通过。

第九章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CN.4/L.807)

7.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逐段审议 A/CN.4/L.807 号

文件。

A. 导言

第 1 至 3 段

第 1 至 3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4 和 5 段

第 4 和 5 段通过。

工作组的讨论

第 6 和 7 段

第 6 和 7 段通过。

(a) 专题面对的主要问题

第 8 段

8. 墨菲先生建议删除第一句结尾“以便帮助委

员会作出适当的回应”几字。

(a) 协调统一

9. 吉滴猜萨里先生建议将“秘书处有关相关多

边公约的备忘录”几字改为“秘书处在有关多边公

约的调查中可能与此专题相关的条约分类法被视为

有用资料”，376 从而与第 13 段的措辞一致。

(b) 解释、 适用和实施

10.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最后一句中的“长期”

一词应改为“严重”，因为后一词更为适当。

376 《2010 年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A/
CN.4/630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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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改的第 8 段通过。

第 9 段

第 9 段通过。

(b) 与普遍管辖权的关系

第 10 段

第 10 段通过。

(c) 专题的可行性

第 11 段

11. 福尔托先生建议将法文本标题“Faisabilité 
du sujet”改为“Caractère réalisable du sujet”。

第 11 段经过对法文本的修改后通过。

第 12 至 16 段

第 12 至 16 段通过。

经修改后的 B 节通过。

经修改后的委员会报告草稿第九章通过。

第十一章　最惠国条款

(A/CN.4/L.809)

12.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逐段审议 A/CN.4/L.809
号文件。

A. 导言

第 1 和 2 段

第 1 和 2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3 和 4 段

第 3 和 4 段通过，前提是秘书处完成之。

1. 研究组的工作

第 5 至 7 段

第 5 至 7 段通过。

第 8 段

13. 福尔托先生说，应当说明为何在涉及最惠国

条款的投资案中列明仲裁员和律师。

14. 麦克雷先生 ( 研究组主席 ) 说，他将就此向

秘书处提交一份案文。

第 8 段通过，但需经研究组主席修改。

第 9 至 18 段

第 9 至 18 段通过。

第 19 段

15. 福尔托先生说，在法文本第 19 段结尾，

“exceptions de politique publique” 几 字 应 改 为

“exceptions d’ordre public”，并且应当删除引号。

第 19 段经对法文本的修改后通过。

第 20 和 21 段

第 20 和 21 段通过。

第 22 段

16. 诺尔特先生表示，第一句结尾的“案件”两

字应改为“条约”。

经修改后的第 22 段通过。

第 23 段

17. 诺尔特先生说，在第四行中应提及 1969 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条，因为第

三十三条也包含一个关于条约解释的重要原则。

18. 福尔托先生说，如同第 19 段一样，法文本

倒数第二行中的“exceptions de politique publique”
应改为“exceptions d’ordre public”，并且应删除引号。

经修改后的第 23 段通过。

第 24 和 25 段

第 24 和 25 段通过。

经修改后的 B 节通过。

经修改后的委员会报告草稿第十一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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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条约的临时适用

(A/CN.4/L.805)

19.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逐段审议 A/CN.4/L.805
文件。

A. 导言

第 1 段

第 1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2 和 3 段

第 2 和 3 段通过。

第 4 段

第 4 段通过，但须修改措辞。

特别报告员关于本专题非正式磋商情况的报告

第 5 段

20. 主席说，法文本标题和正文中的“informelles”
一词应改为“officieuses”。

第 5 段经过对法文本的修改后通过。

第 6 至 9 段

第 6 至 9 段通过。

第 10 段

21.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实际上第 10 段处理

两件事，因为第一句说的是国家的内部做法，即关于

临时适用条约的宪法和法律规定，而第二句是说应当

从各条约中临时适用条款事例的角度汇编国家实践。

因此，他建议在第一句“各国的立场”几字之间插入

“内部”一词，并以第二句作为新的一段，内容如下：

“也有人建议，收集各条约中的临时适用条款事例，

将有益于委员会的工作。”

22.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简单”一词。

经修改后的第 10 段通过。但根据商定，须随后

继以第 10 之二段。

第 11 至 15 段

第 11 至 15 段通过。

经修改后的 B 节通过。

经修改后的委员会报告草稿第七章通过。

第十二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CN.4/L.811)

23. 主席请委员会开始逐段审议 A/CN.4/L.811 号

文件。

J. 国际法讲习班

(A/CN.4/L.811)

第 1 至 10 段

第 1 至 10 段通过。

第 11 段

第 11 段在对措辞稍作修改后通过。

第 12 至 14 段

第 12 至 14 段通过。

经修改后的 J 节通过。

下午 4 点 15 分散会。

第 3158 次会议

2012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05 分

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

委员：坎迪奥蒂先生、穆尔塔迪·苏莱曼·古伊

德尔先生、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福尔托

先生、格沃尔吉扬先生、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

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

巴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尼豪

斯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彼得先生、彼得里

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

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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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完 )

第八章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A/CN.4/L.806)

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CN.4/L.806 内

的报告草稿第八章。

A. 导言

第 1 段

第 1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2 至 4 段

第 2 至 4 段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说明

第 5 至 13 段

第 5 至 13 段通过。

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意见

第 14 至 17 段

第 14 至 17 段通过。

(b) 专题的范围及术语的使用

第 18 段

第 18 段通过。

第 19 段

2. 诺尔特先生提议从最后一句内删除“重要”

一词，因为没有该词句子更为连贯。

第 19 段经修改通过。

第 20 至 22 段

第 20 至 22 段通过。

(c) 方法学

第 23 至 26 段

第 23 至 26 段通过。

第 27 段

3. 主席说 [ 英文本 ] 第一句内应在“need”之

前加上冠词“the”。

第 27 段经修改通过。

第 28 段

第 28 段通过。

(d) 将讨论的要点

第 29 至 33 段

第 29 至 33 段通过。

第 34 段

4. 福尔托先生提议在最后一句的尾端删除“据

称可形成习惯的”，因为这没有增加任何意义，反

而会造成混乱。

第 34 段经修改通过。

第 35 段

第 35 段通过。

(e) 委员会关于此专题工作的最后成果

第 36 段

第 36 段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 37 至 40 段

第 37 至 40 段通过。

第 41 段

5. 诺尔特先生说第二句似乎意指特别报告员在

划分形成和证据，而应表明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他认

为“为此目的作为原材料使用的信息”意思含糊不清，

提议以“可以解释习惯国际法形成的信息”取代。

6. 迈克尔·伍德爵士 ( 特别报告员 ) 提议不如

删除“作为原材料”，因为这样能够清楚地表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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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既包含确认一条习惯法规则的方式，又包含这

样做所采用的资料类型。

第 41 段按特别报告员所作的修改通过。

第 42 和 43 段

第 42 和 43 段通过。

第 44 段

7. 主席提议第六句内“委员会最终的实际成果”

应该以“委员会工作最终的实际成果”代替。

第 44 段经修改通过。

第 45 至 47 段

第 45 至 47 段通过。

经修改的 B 节通过。

经修改的第八章通过。

第十章　条约随时间演变

(A/CN.4/L.808)

8.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CN.4/L.808 内

的报告草稿第十章。

A. 导言

第 1 至 3 段

第 1 至 3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4 至 7 段

第 4 至 7 段通过。

1. 研究组的讨论情况

第 8 段

第 8 段通过。

(a) 结束对研究组主席第二份报告的审议

第 9 和 10 段

第 9 和 10 段通过。

(b) 审议研究组主席的第三份报告

第 11 段

9. 福尔托先生提到第一句说，在法文本中，“en 
marge”应该由“en dehors”取代。在第二句句子内，

在“au sens du paragraphe 3 a”之前的“traité”应该

由“accord”取代。

10. 诺尔特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赞同对法文

本的更正，这一更正并不影响英文本。

第 11 段经对法文本修改后通过。

第 12 段

11. 福尔托先生说在法文本中，第三句内的

“irrecevabilité”和第四句内的“irrévocables”对英文(分

别为“determinacy”和“determinate”)的翻译不正确：

应该找到更好的译文。

12. 诺尔特先生 ( 特别报告员 ) 说他赞同福尔托

先生对这两点的评论。

第 12 段通过，但法文本需作文字改进。

第 13 段

第 13 段通过。

(c) 委员会关于本专题工作的模式

第 14 至 18 段

第 14 至 18 段通过。

2. 研究组主席根据研究组的讨论情况重新撰写的初步
结论

第 19 段

第 19 段通过。

经修改的 B 节通过。

经修改的第十章通过。

第十二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完 )

(A/CN.4/L.810)

13.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CN.4/L.810
内的报告草稿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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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第 1 段

第 1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条约的临时适用

第 2 段

第 2 段通过。

B 节通过。

C.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第 3 段

第 3 段通过。

C 节通过。

D. 条约随时间演变

第 4 段

第 4 段通过。

D 节通过。

E.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第 5 和 6 段

第 5 和 6 段通过。

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第 7 段

第 7 段通过。

2. 委员会在本五年期剩余时间里的工作方案

第 8 段

14.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已经就委员会工作方案中涉及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 (c) 项的西班牙文本向秘书处提出了

若干修改。然而这些修改并没有被采用。在“2013”
标题之下，在“Examen y aprobación”之后的“del 
proyecto de artículos” 应 该 用“de los proyectos de 
artículos”取代。之后，在同样格式的采用中应进行

同样的更正。唯一的例外是出现在“2016”标题的

案文内，在这里应保留目前的案文，因为提到的是

完整的条款草稿。她进一步提议，应该删除“possible”。

第 8 段通过，但须作编辑修改。

3. 审议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

第 66/102 号决议

第 9 至 11 段

第 9 至 11 段通过。

第 12 段

15. 诺尔特先生提议第 12 段内提到的“高级别

会议”应具体指明意指哪次高级别会议。

第 12 段通过，将由秘书处进行完善。

第 13 段

16. 在主席迈克尔·伍德爵士和麦克雷先生对英

语用法交换意见之后，诺尔特先生建议“be informed 
... by”由“take into account”取代。

经修改的第 13 段通过。

第 14 段

第 14 段通过。

4. 酬金

第 15 段

第 15 段通过。

5. 文件和出版物

第 16 至 21 段

第 16 至 21 段通过。

6. 处理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积压工作问题的信托

基金

第 22 段

第 22 段通过。

7. 编纂司的协助

第 23 段

第 23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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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站

第 24 段

第 24 段通过。

经修改的 E 节通过。

F.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 25 段

第 25 段通过。

17. 坎迪奥蒂先生提议在 F 和 G 两节之间插入

一个题为“向委员会秘书表示感谢”。该段读为如下：

“委员会在2012年8月3日第3158次会议上

向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先生致意。米库尔卡先

生自1999年以来杰出地担任了委员会的秘书，他

将于本届会议之后退休。委员会对米库尔卡先

生对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对国际法的编纂与逐渐

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委员会极其赞赏

米库尔卡先生的敬业精神，对公共事业的奉献和

对国际法的献身精神；谨此委员会忠心祝愿米库

尔卡先生今后事事如意。”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 F 节通过。

G.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 26 至 31 段

18. 彼得先生询问采用何种标准排列 G 节内所提

到的各个组织，针对这个问题，主席说联合国各组

织排在前面，然后是区域机构，最后才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因为其既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也不是一个

区域机构。

第 26 至 31 段通过。

经修改的 G 节通过。

19. 主席建议在 G 节之后增加一个新节。读为：

“H. 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代表

“委员会决定将由其主席卢修斯·卡弗利施

先生代表出席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

“在2012年8月3日第3158次会议上，委员

会请‘驱逐外国人 ’特别报告员莫里斯·卡姆托

先生根据大会1989年12月4日第44/35号决议第

5段的条件出席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

“委员会希望‘对条约的保留 ’前特别报告员

阿兰·佩莱先生能够得到大会第六委员会的邀请

以便参加第六委员会关于委员会2011年报告 377

有关这一专题章节的辩论。”

就这样决定。

H 节通过。

经修改的第十二章通过。

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概况

(A/CN.4/L.800)

20.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CN.4/L.800
内的报告草稿第二章。

第 1 至 8 段

第 1 至 8 段通过。

第 9 段

21. 福尔托先生说在法文本中，最后第二句末尾

的“en marge”应由“en dehors”取代。英文本保持不变。

第 9 段在对法文本进行了上述修改后通过。

第 10 至 15 段

第 10 至 15 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二章通过。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CN.4/L.801)

22. 主席邀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CN.4/L.801
内的报告草稿第三章。

B.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第 1 段

23. 麦克雷先生提请大家注意“此种实践可能包

括”，并说为了吸引来自缔约国的更为聚焦的回复，

377 《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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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最好更为具体些。因而这句话应由“有关”

取代。

24. 迈克尔·伍德爵士 ( 特别报告员 ) 支持这一

提议。

经修改的第 1 段通过。

A.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第 2 段

25. 福尔托先生说法文本 (b) 小段最后一句中

“tout acte de pratique étatique”应由“tout élément de 
pratique étatique”取代。英文本保持不变。

就这样决定。

26. 墨菲先生对以下的事实表示关注，第2段目

前的措施给人的印象是委员会为了创建一个法律体

系正在征求各国提供资料。然而，特别报告员已同意，

首先，目的仅是为了寻找目前存在的法律。因此委

员会应该询问各国的国家实践，征求其国家法院在

处理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方面的资料。为此

目的，他提议第2段采用以下新的措辞：“委员会请

各国提供有关外国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的国家法

律或做法的资料，特别是：(a) 是否存在属人管辖豁

免和属事管辖豁免的区别；和(b) 如果存在属人管辖

豁免，何种人属于此类豁免范围？”

27.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理解墨菲先生所表达的关注，然而她关注的是，

他的提案质疑了是否确实存在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

管辖豁免之间的区别，而这个区别在委员会和第六

委员会中都已被广泛接受。以墨菲先生提议的方式

提出这样的问题相当于要委员会将其工作从头重做。

她认为，现在并不是提出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

豁免之间是否有区别的时候。

28. 一个相关的问题——在其初步报告中已经纳

入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是鉴于在属人管辖豁免

和属事管辖豁免之间存在着区别，对适用于豁免类别

的制度应该有影响。第 2 段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从第六

委员会讨论中获得资料，以便下次在起草有关这一专

题的报告时应用。为了解决墨菲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她愿接受在 (a)项内两次出现的“制度”之前舍去“法

律”。(b) 项的最后一句应该由下列新的句子取代：

“此外，委员会请各国提供有关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的国家立法和做法的资料”。

29. 墨菲先生说，他仍然担忧：特别报告员所建

议的措辞似乎仍然要求缔约国表明其是否认为应设

立一个豁免制度。他理解特别报告员关注其本人的

提议，但其提议的目的并非质疑属人管辖豁免与属

事管辖豁免之间的区别，相反，只是要询问各国在

他们的国家实践中是否存在此类区别，如果存在，

后果如何。

30.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他既有墨菲先生的担

忧，又有特别报告员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提议该段的标题应读为“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专题，委员会请各国提供有关下

列问题的国家立法或做法。”委员会想获得资料的

这两个具体问题应列在 (a) 和 (b) 项内。重要的是

向各国征求资料，而不是询问他们关于法律应该是

怎样的意见，这一点是委员会的工作。

31. 诺尔特先生说，他同意迈克尔爵士的意见，

但也有和墨菲先生一样的担忧。不应由委员会来询问

各国其今后有关这一专题工作的法律政策问题。相

反，委员会应该审议条款草案或提案，征求各国的反

应。他支持所提出的提案，以便将问题转向国家的

实际做法和国家立法。他建议在 [ 英文本 ](a) 项内

将第一个词“should”改为“does”。(a) 项的第二

句应读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些方面应区别对待？”

32. 主席说他倾向于赞同迈克尔爵士提出的提

案。

33.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如果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赞成她的提议，她

不会强迫他们通过。然而，她希望指出，特别报告员

的作用是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关于诺尔特先生所提

出的意见，她不打算对第六委员会说他们应告诉委

员会做什么；委员会曾经是，而且应该是一个独立

专家机构，应决定其法律政策目标。然而，委员会

是大会的一个辅助机构，应该如各国所表达的那样，

回应各国的需求。

34. 主席说，如果他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他将认

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纳入墨菲先生、迈克尔爵士和诺

尔特先生的修改的下列第 2 段案文：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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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委员会请各国提供有关下列问题的国家法律

与做法的资料：

“(a) 是否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豁免之

间的区别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如果是，它们应

如何区别对待？

“(b) 在确认属人管辖豁免涵盖的个人方面

应采取何种标准？”

就这样决定。

经修改的第三章通过。

第一章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A/CN.4/L.799 和 Corr.1)

35. 主席邀请委员会审议载于文件 A/CN.4/L.799
和 Corr.1 内的报告草稿第一章。

第 1 段

第 1 段通过。

A. 委员

第 2 段

36. 巴伦西亚 - 奥斯皮纳先生提请注意以下事

实：瓦钱尼先生已在本届会议期间辞去委员会委员

的职务。他不知道是否要记录这一事实。

37. 主席解释说，他的辞职将记录在脚注内。

第 2 段通过，但需做一些编辑调整。

B. 主席团成员和扩大的主席团

第 3 至 5 段

第 3 至 5 段通过。

C. 起草委员会

第 6 和 7 段

第 6 和 7 段通过。

D. 工作组和研究组

第 8 至 10 段

第 8 至 10 段通过。

E. 秘书处

第 11 段

第 11 段通过。

F. 议程

第 12 段

38. 主席提请注意载于 A/CN.4/L.799/Corr.1 内的

第 12 段的更正案文。

第 12 段通过。

经修改的第一章通过。

经修改的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整份报告通过。

主席的总结发言

39. 主席感谢委员会所有成员对第六十四届会议

工作作出的贡献，并感谢他们对议程上的各个专题

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辩论。他感谢秘书处提供的有效

援助，主席代表委员会还向会议处成员、口译和简

记员提供的合作与援助表示感谢。

40. 由于本届会议是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瓦奇

拉夫·米库尔卡先生最后一次作为委员会秘书出席会

议，他谨愿感谢米库尔卡先生对委员会所做的一切。

委员会能够依仗这样一位著名的国际法研究者和实

践者的服务，是非常幸运的。米库尔卡先生在 1992
年和 1998 年之间曾是委员会成员，并且是国家继承

方面国籍问题的特别报告员。378 从 1999 年至 2006 年

和 2009年至 2012年，米库尔卡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

他对委员会的传统了如指掌，对其专题具有渊博的知

识，他为委员会成员和主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指导。

会议闭幕

41. 在互致问候后，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

六十四届散会。

下午 12 点 05 分散会。

378 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见《1999 年……

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47–48 段。大会注意到委员

会以宣言的形式提出的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

的条款，该条款的案文作为附件载于其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3 号决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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