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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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格沃尔吉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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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塞洛 ·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

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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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第一副主席：村濑信也先生

第二副主席：康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起草委员会主席：吉尔贝托 · 贝尔涅 · 萨博亚先生

报告员：迪雷 · 特拉迪先生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米格尔 · 塞尔帕 · 苏亚雷斯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本届会议。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乔治 · 科伦济斯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联合国法律顾问缺席时代表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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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程

委员会在2014年5月5日第3198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项目：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2. 驱逐外国人。

3.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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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7. 最惠国条款。

8. 条约的暂时适用。

9.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10.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11. 保护大气层。

12.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13. 第六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4.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5. 其他事项。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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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盟国际法委员会 (AUCIL)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公法顾委 (CAHDI) 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

机构间常委 (IASC)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海洋法法庭 (ITLOS) 国际海洋法法庭

联刚稳定团 (MONUSCO)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美洲组织 (OAS) 美洲国家组织

非统组织 (OAU) 非洲统一组织

教科文组织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卫组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世贸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ECHR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欧洲人权法院，《判 
决和裁决汇编》)。法院所有的判决和裁决，包括不曾作为正式系列出版的，都可以在

法院数据库 (HUDOC)中查询到，法院的网址为www.echr.coe.int。

I.C.J. Report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国际法

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法院的所有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均可查阅法

院网站 (www.icj-ci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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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LOS Reports ITLOS, Reports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国际海洋法庭，《判决、咨

询意见和命令汇编》)。案例法可查阅海洋法法庭网站 (www.itlos.org)。

P.C.I.J., Series A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ollection of Judgments (Nos. 1–24: up to and  
including 1930) (常设国际法院，《判决汇编》(第1–24号：截至1930年 (含 ))。

UNRIAA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联合国，《国际仲裁汇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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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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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版物凡提到科索沃之处都应当参照安全理事会1999年6月10日第1244 (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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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引文的说明

               在引文中，后面加有星号的楷体文字在原文中并非楷体或斜体。

                除非另有说明，出自非中文著作的引文由秘书处翻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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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名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

法案

咨询意见，《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03页。

空中撒播除草剂案 (厄瓜多尔诉哥伦比亚 )，2013年9月13日的命令，《2013年国

际法院汇编》，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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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实质，判决，《201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39页。

阿尔 -杜立米和蒙大拿管理公司诉瑞士案 诉请书编号：5809/08，2013年11月23日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

第二部门。

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受侵犯的

指控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
起诉书于2013年11月26日提交至法院书记官处，2013年案件

总表第155号。

阿尔法马公司诉欧洲联盟理事会案 案件编号：T-70/99，2002年9月11日的判决，欧洲共同体法院，

初审法院，第三庭，《2002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I-3495
页 (ECLI:EU:T:2002:210)。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

和黑山 )

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3页。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

(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 )
初步反对意见，判决，《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12页。关

于2014年举行的公开开庭逐字纪录，可查阅法院网站：

www.icj-cij.org/。

1995年9月13日的临时协定的适用案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 )
2011年12月5日的判决，《201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44页。

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3页。

阿亚什等人案 案件编号：STL-11-01，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关于法庭的裁决，

可查阅：www.stl-tsl.org/en/the-cases/stl-11-01。

巴尔默 -沙夫罗斯等人诉瑞士案 诉请书编号：22110/93，1997年8月26日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

大法庭，《1997年判决和裁决汇编》，第四卷，第1346页。

孟加拉湾海洋边界问题仲裁案 (孟加拉国

诉印度 )
2014年7月7日的裁决，可查阅www.pca-cpa.org/cn/cases/18。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 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第二阶段，判决，《197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柏威夏寺案 (柬埔寨诉泰国 )，案情实质，1962年6月15日的判决，《196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

奇泰 · 内克等人诉危地马拉案 初步反对意见，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10年5月25日的

判决，美洲人权法院，《C辑》，第212号。

波兰上西里西亚的某些德国权益案 案情实质，1926年5月25日的判决，常设国际法院，《A辑》，

1926年，第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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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

法国 )
判决，《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查尔斯 · 泰勒案 检察官诉查尔斯 · 甘凯 · 泰勒案，案件编号：SCSL-03-01-A，

2013年9月26日的判决，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上诉分庭

(可查阅www.rscsl.org/Taylor.html)。

霍茹夫工厂案 霍茹夫工厂案，1928年9月13日的第13号判决 (案情实质 )，
常设国际法院，《A辑》，第17号，第47页。

琼卡诉比利时案 诉请书编号：51564/99，2002年2月5日关于案情实质与公平

抵偿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第三部门，《2002年判决和

裁决汇编》，第一卷。

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案

(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和尼加拉瓜

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 (哥斯

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

2013年12月13日的命令，《2013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98页。

大陆架案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耳他 ) 判决，《1985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3页。

大陆架案 (突尼斯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判决，《198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8页。

德苏萨 · 里贝罗诉法国案 诉请书编号：22689/07，2012年12月13日的判决，欧洲人权

法院，大法庭，《2012年判决和裁决汇编》，第六卷，第

203页。

蒂亚戈人类公司诉捷克共和国案 案件编号：2011 Folio 864，2014年5月22日的裁决([2014] EWHC 
1639 (Comm))，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业庭。

一名来访王子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案 第11 Tcu 167/2004号，2002年12月16日的判决，捷克共和国

最高法院，《国际法律汇编》，第142 (2011)卷，第186页。

关于航行和有关权利的争端案 (哥斯达黎

加诉尼加拉瓜 )[SR 3208，第6段 ]
判决，《200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3页。

环境保护局诉爱迪生使命能源荷马城 
发电公司案

2014年4月29日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572 U.S. 489 (2014)。

埃莉卡案 案件编号：04-84.265，2004年11月23日的裁决，法国最高法

院刑事庭，《2004年刑案公报》，第292号，第1096页。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判决，《199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页。

印度河水域吉申甘加河案 (巴基斯坦诉

印度 )
关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印度河水域吉申甘加河仲裁案的裁

决，2013年12月20日的最终裁决，常设仲裁法院 (可查阅：

https://pca-cpa.org/cn/home/，案件 )。

关于无名氏案 1988年10月19日的判决，第二巡回法院 (美利坚合众国 )，上

诉法庭，860 F. 2d 40 (1988)。见《国际法律汇编》，第121卷，

第567页。

扬尼斯 · 卡尔达斯索普洛斯诉格鲁吉亚案 2007年7月6日关于管辖权的裁决，案件编号：ARB/05/18，国际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可查阅：https://icsid.worldbank.org, Cases)。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案件编号：B1，1988年8月31日第382-B1-FT号裁决，伊朗–
美国索赔法庭，《伊朗–美国索赔法庭汇编》，第19 (1989)
卷，第273页。



xiv

案件名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日本—酒精饮料税案二 AB-1996-2，1996年11月1日通过的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报告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可查阅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ab_reports_e.htm。

琼斯等人诉联合王国案 诉请书编号：34356/06和40528/06，2014年1月14日的判决，

欧洲人权法院，第四部门，《2014年判决和裁决汇编》。

无证移徙者的法律处境和权利案 2003年9月17日第OC-18/03号咨询意见，美洲人权法院，

《A辑》，第18号。

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案 (博茨瓦纳 /纳米

比亚 )
判决，《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45页。

库尔茨 · 巴特案 库尔茨 · 巴特诉德国联邦法院调查法官案，案件编号：

CO/3672/2011和CO/1655/2011，2011年7月29日的裁决([2011] 
EWHC 2029 (Admin))，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行政法

庭 (见《国际法律汇编》，第147 (2012)卷，第633页 )。

萨拉雅库克奇瓦土著民诉厄瓜多尔案 案情实质和赔偿，2012年6月27日的判决，美洲人权法院，

《C辑》，第245号。

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

案 (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 
参加诉讼 )

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03页。

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及周边填海造地案 (马来西亚诉新加坡 )，临时措施，2003年10月8日的命令，

《2003年国际海洋法庭汇编》，第10页。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号决

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 )对 
各国的法律后果案

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6页。

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 
法律后果案

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36页。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 
合法性案

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

洛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 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04年11月25日的判决，美洲人权

法院，《C辑》，第1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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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案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起诉书于2014年2月25日提交至

法院书记官处，2014年案件总表第157号 (可查阅法院网

站：www.icj-cij.org, Cases)。

海洋争端案 (秘鲁诉智利 ) 判决，《201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的

孟加拉湾海洋边界问题仲裁案

2014年7月7日的裁决，常设仲裁法院 (可查阅：https://pca-
cpa.org/cn/home/，案件 )。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和众国 )，案情实质，判决，《1986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14页。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92页。

穆斯塔奎姆诉比利时案 诉请书编号：12313/86，1991年2月18日的判决 (案情实质与公

平抵偿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和裁决汇编》，A辑，第193号。



xv

案件名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混氧核燃料工厂案 (爱尔兰诉联合王国 )，临时措施，2001年12月3日的命令，

《2001年国际海洋法庭汇编》，第95页。

“弗吉尼亚G号”机动船案 (巴拿马 /几内

亚比绍 )
第19号案，2014年4月14日的判决，《2014年国际海洋法庭汇

编》，第4页。

尼古拉斯 · 图恩诉澳大利亚案 第488/1992号来文，1994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

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0号》(A/49/40)，第二卷，

第234页。

北海大陆架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荷兰 )，判决，

《196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核试验案 (澳大利亚诉法国 ) 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53页。

核试验案 (新西兰诉法国 ) 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57页。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义务案 (马绍尔群岛诉印度 )，起诉书于2014年4月24日提交至法院

书记官处，2014年案件总表第158号 (可查阅法院网站：

www.icj-cij.org, Cases)。

(马绍尔群岛诉巴基斯坦 )，起诉书于2014年4月24日提交至

法院书记官处，2014年案件总表第159号 (可查阅法院网

站：www.icj-cij.org, Cases)。

(马绍尔群岛诉联合王国 )，起诉书于2014年4月24日提交至

法院书记官处，2014年案件总表第160号 (可查阅法院网

站：www.icj-cij.org, Cases)。

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 案件编号：IT-95-14-AR108 bis，应克罗地亚共和国要求就二号

审判分庭1997年7月18日裁决进行复审的判决，1997年
10月29日的判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

《国际法律汇编》，第110 (1988)卷，第688页。亦可查阅

网站：www.icty.org/x/cases/blaskic/acdec/fr/71029JT3.html。

检察官诉杜什科 · 塔迪奇又名“杜莱”案 案件编号：IT-94–1-AR72，“1995年10月2日对辩方就管辖权

问题提出中间上诉的请求所做的裁决”，前南斯拉夫国际

法庭，《1994–1995年法律汇编》，第一卷，第35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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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瓜海岸200海里以外尼加拉瓜与哥伦

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案 (尼加拉瓜诉

哥伦比亚 )

起诉书于2013年9月16日提交至法院书记官处，2013年案件

总表第154号 (可查阅法院网站：www.icj-cij.org, Cases)。

收缴和扣押某些文件和数据的问题案 (东帝汶诉澳大利亚 )，起诉书于2013年12月17日提交至法院

书记官处，2013年案件总表第156号 (可查阅法院网站：

www.icj-cij.org, Cases)。

临时措施，2014年3月3日的命令，《2014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147页。

请求解释1962年6月15日对柏威夏寺案 
(柬埔寨诉泰国 ) 所作判决案

(柬埔寨诉泰国 )，判决，《2013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81页。

担保个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 
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案

2011年2月1日的咨询意见，海底争端分庭，《2011年国际海

洋法庭汇编》，第10页。



xvi

案件名称 决定的性质和来源

萨曼特尔诉优素福等人案 案件编号：08-1555，2010年6月1日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

560 U.S. 305 (2010)。

萨拉马卡人民诉苏里南案 初步反对意见，案情实质，赔偿和费用，2007年11月28日的

判决，美洲人权法院，《C辑》，第172号。

塞尔牟尼诉法国案 诉请书编号：25803/94，1999年7月28日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

大法庭，《1999年判决和裁决汇编》，第五卷。

特雷耳冶炼厂案 1938年4月16日和1941年3月11日的裁决，《联合国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三卷 (出售品编号：1949.V.2)，第1905页。

美国 —影响丁香烟生产和销售的 
措施案

AB-2012-1，2012年4月24日通过的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报告

(WT/DS406/AB/R)，可查阅：www.wto.org/english/tratop_e/
dispu_e/ab_reports_e.htm。

美利坚合众国诉诺列加案 1997年7月7日的判决，第十一巡回法院 (美利坚合众国 )，上

诉法庭 (见《国际法律汇编》，第121卷，第591页 )。

瓦登海案 国家瓦登海养护协会与荷兰鸟类保护协会诉农业、自然管理和

渔业国务秘书案，第C-127/02号案，2004年9月7日的判

决，大法庭，《2004年欧洲法院汇编》，第 I-7405页 (ECLI: 
EU:C:2004:482)。

南极捕鲸案 (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 
参与诉讼 )

判决，《201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

海军部长温特等人诉保护自然资源 
理事会案

案件编号：07-1239，2008年11月12日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

555 U.S. 7 (2008)。

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 (曼岛 )诉俄罗斯 
联邦案

第AA 227号案，2009年11月30日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

临时裁决，常设仲裁法院 (可查阅：https://pca-cpa.org/cn/
home/，案件 )。



xvii

本卷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源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欧洲公约》[英 ] (1957年4月29日，斯特拉斯堡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20卷，

第4646号，第243页。

特权和豁免、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等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英 ] (1946年2月13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卷，第4号，

第15页，以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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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2004年12月2日，纽约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49号》(A/59/49)，第一卷，

第59/38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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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 (1950年11月4日，罗马 ) 同上，第213卷，第2889号，第221页。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7号议定书》[英 ] (1984年11月22日，斯特拉斯

堡 )
同上，第1525卷，第195页。

《关于修正〈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第15号议定书》[英 ] (2013年6月24日，

斯特拉斯堡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213号。

《关于〈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6号议定书》[英 ] (2013年10月2日，斯特拉斯堡 ) 同上，第214号。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99卷，

第14668号，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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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1144卷，第17955号，

第123页。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圣萨尔瓦

多议定书》) [英 ] (1988年11月17日，圣萨尔瓦多 )
美洲国家组织，《条约汇编》，第69号。

《关于在自动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英 ] (1981年1月28日，斯特拉

斯堡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96卷，

第25702号，第65页。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英 ] (1981年6月27日，内罗毕 ) 非统组织，第CAB/LEG/24.9/49 (1990)
号文件；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1520卷，26363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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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 )
同上，第1465卷，第24841号，

第85页。

《关于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民族的 (第169号 )公约》[英 ] (1989年6月27日，日内瓦 ) 同上，第1650卷，第28383号，

第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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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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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上，第2220卷，第39481号，第3页。



xviii

来源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英 ] (1995年2月1日，斯特拉斯堡 ) 同上，第2151卷，第37548号，

第243页。

《〈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英 ] (2014年6月27日，马拉博 ) 可查阅非洲联盟网站：https://au.int, 
Treaties。

《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英 ] (2011年5月11日，

伊斯坦布尔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210号。

难民和无国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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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45号，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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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统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英 ] (1969年9
月10日，亚的斯亚贝巴 )

同上，第1001卷，第14691号，

第45页。

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5月21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302卷，

第41032号，第166页。

国际贸易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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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14号，第187页。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英 ] (1994年4月15日，马拉喀什 ) 同上，第1867–1869卷，第31874号。

运输和通信

《政府间陆港协定》(2013年5月1日，曼谷 ) 可查阅：https://treaties.un.org, 
Depositary/Status of treaties 
(Multilateral Treaties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chap. 
XI.E.3)。

刑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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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46号，第273页。

《〈欧洲引渡公约〉第4号附加议定书》[英 ] (2012年9月20日，维也纳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212号。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3年12月
14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35卷，

第15410号，第167页。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1994年12月9日，纽约 ) 同上，第2051卷，第35457号，

第363页。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附加议定书》(2005年12月8日，纽约 ) 同上，第2689卷，第35457号，

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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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x

来源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11月15日，纽约 ) 同上，第2225卷，第39574号，

第209页。

《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2003年7月11日，马普托 ) 《国际法律资料》，第43 (2004)卷，

第5页。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10月31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349卷，

第42146号，第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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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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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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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载于《联合

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法会议正式纪录，

1986年2月18日至3月21日，维

也纳》，第二卷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94.V.5)。

外层空间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979年12月5日，纽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363卷，

第23002号，第3页。

援助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年9月26日，维也纳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57卷，

第24643号，第133页。

《东盟灾害管理和应急反应协定》(2005年7月26日，万象 ) 东盟，《2005年文件汇编》，第157页。

《南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应对自然灾害快速反应协定》(2011年11月11日，阿杜

(马尔代夫 ))
可查阅南盟网站：http://saarc-sec.org/,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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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

970–973号，第31页。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一议定书》)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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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 (1977年6月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7513号，第609页。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英 ] (1954年5月14日，海牙 ) 同上，第249卷，第3511号，第215页。



xx

来源

裁军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7月1日，伦敦， 
莫斯科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29卷，

第10485号，第161页。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存储细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72
年4月10日，伦敦，莫斯科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同上，第1015卷，第14860号，

第163页。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适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3年1月
13日，于巴黎开放供签署 )

同上，第1974卷，第33757号，

第45页，以及第1975卷，第3页。

《武器贸易条约》(2013年4月2日，纽约 ) A/CONF.217/2013/L.3号文件，附件，

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

届会议，补编第40号》(A/67/49)，
第三卷，第67/234 B号决议。

赔偿责任

《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英 ] (1993年6月21日，卢加诺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150号。

环境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英 ] (1946年12月2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61卷，

第2124号，第72页。

《关于特别海洋边界区域的协定》[英 ] (1954年12月4日，利马 ) 同上，第2274卷，第40521号，

第527页。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1976年12月10日，

纽约 )
同上，第1108卷，第17119号，

第151页。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英 ] (1979年11月13日，日内瓦 ) 同上，第1302卷，第21623号，

第21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欧洲监测和评价空气污染物远距离传

送情况合作方案长期筹资的议定书》[英 ] (1984年9月28日，日内瓦 )
同上，第1491卷，第25638号，

第16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至少降低百分之三十硫排放量或其越

境流量的议定书》[英 ] (1985年7月8日，赫尔辛基 )
同上，第1480卷，第25247号，

第215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控制氧化氮排放量或其越境流量的议

定书 (带技术附件 )》[英 ] (1988年10月31日，索菲亚 )
同上，第1593卷，第27874号，

第28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控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散逸及其越界

流动的议定书 (带技术附件 )》[英 ] (1991年11月18日，日内瓦 )
同上，第2001卷，第34322号，

第187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进一步减少硫排放量的议定书 (带附

件 )》[英 ] (1994年6月14日，奥斯陆 )
同上，第2030卷，第21623号，

第122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重金属的议定书》[英 ] (1998年6月24
日，奥胡斯 )

同上，第2237卷，第4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议定书》[英 ] 
(1998年6月24日，奥胡斯 )

同上，第2230卷，第79页。

《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关于减轻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的议

定书 (带附件 )》[英 ] (1999年11月30日，哥德堡 )
同上，第2319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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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年3月22日，维也纳 ) 同上，第1513卷，第26164号，

第293页。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年9月16日，蒙特利尔 ) 同上，第1522卷，第26369号，第3页。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年3月22日，巴塞尔 ) 同上，第1673卷，第28911号，

第57页。

《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

公约》[英 ] (1991年1月30日，巴马科 )
同上，第2101卷，第36508号，

第177页。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5月9日，纽约 ) 同上，第1771卷，第30822号，

第107页。

《北美环境合作协定》[英 ] (1993年9月8，9，12和14日，墨西哥城，哥伦比亚华

盛顿特区和渥太华 )
《国际环境法年鉴》，第4卷，第1 (1993) 

号，第831页。可查阅环境合作

委员会网站：www.cec.org。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1998年6月25日，奥

胡斯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61卷，

第37770号，第447页。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3年10月10日，熊本市 ) 同上，第54669号。

一般国际法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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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联盟运作条约》[法 ] (1957年3月25日，罗马 ) 同上，第294卷，第4300号，第3页。

另见条约的合订本，《欧洲共同

体公报》，第C 326号，2012年
10月26日，第47页。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英 ] 
(1970年11月14日，巴黎 )

同上，第823卷，第11806号，

第231页。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英 ] (1972年11月16日，巴黎 ) 同上，第1037卷，第15511号，

第151页。

《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英 ] (1992年2月7日，马斯特里赫特 ) 同上，第1757卷，第30615号，第3页。

《能源宪章条约》[英 ] (1994年12月17日，里斯本 ) 同上，第2080卷，第36116号，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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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保护视听遗产公约》[英 ] (2001年11月8日，斯特拉斯堡 ) 同上，第2569卷，第45793号，第3页。

《〈欧洲保护视听遗产公约〉关于保护电视制作的议定书》[英 ] (2001年11月8日，

斯特拉斯堡 )
欧洲委员会，《条约汇编》，第1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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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文件一览表

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665 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油印件。关于通过的议程，见

《2014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

A/CN.4/666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

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油印件。

A/CN.4/667 特别报告员村濑信也先生关于保护大气层专题的第一次

报告

转载于《2014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68 [和Corr.1]
以及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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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报告

同上。

A/CN.4/669和Add.1 驱逐外国人：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同上。

从欧洲联盟获得的其他信息 (英 )，未包含在A/CN.4/669和
Add.1号文件中。

油印件。

A/CN.4/670 特别报告员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第

九次报告

转载于《2014年……年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71 特别报告员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生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二次报告

同上。

A/CN.4/672 特别报告员迈克尔 · 伍德爵士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

据的第二次报告

同上。

A/CN.4/673 [和Corr.1] 特别报告员康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关

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

同上。

A/CN.4/674 [和Corr.1] 特别报告员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

境保护的初步报告

同上。

A/CN.4/675 特别报告员胡安 · 曼努埃尔 ·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关于条

约的暂时适用的第二次报告

同上。

A/CN.4/L.831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起草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的案文和标题

油印件。

A/CN.4/L.832 驱逐外国人：起草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和标题 同上。

A/CN.4/L.833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起草委员会在委

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第6至第

10条的案文和标题

同上。

A/CN.4/L.834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一章 (本届

会议的工作安排 )
同上。关于通过的案文，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 
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 
(A/69/10)。最终案文载于

《2014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

A/CN.4/L.835 同上，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概况 ) 同上。

A/CN.4/L.836 同上，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 同上。

A/CN.4/L.837和Add.1/Rev.1 同上，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 同上。



xxiii

文件 标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L.838和Add.1 同上，第五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 同上。

A/CN.4/L.839 同上，第六章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 同上。

A/CN.4/L.840和Add.1–3 同上，第七章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 同上。

A/CN.4/L.841 同上，第八章 (保护大气层 ) 同上。

A/CN.4/L.842和Add.1 同上，第九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 同上。

A/CN.4/L.843 同上，第十章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 同上。

A/CN.4/L.844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工作组—最后报告 油印件。

A/CN.4/L.845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十一章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
同上。关于通过的案文，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 
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 
(A/69/10)。最终案文载于

《2014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

A/CN.4/L.846 同上，第十二章 (条约的暂时适用 ) 同上。

A/CN.4/L.847 同上，第十三章 (最惠国条款 ) 同上。

A/CN.4/L.848 同上，第十四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 同上。

A/CN.4/L.849 规划组的报告 油印件。

A/CN.4/L.850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起草委员会2014年7月15
日暂时通过的第2条 (e)项和第5条草案的案文

同上。

A/CN.4/SR.3198– 
A/CN.4/SR.3243

第3198至第3243次会议的临时简要记录 同上。最终文本载于本卷。





1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2014年5月5日至6月6日在日内瓦举行

第3198次会议

2014年5月5日，星期一，下午3时05分

离任主席：贝恩德 · 尼豪斯先生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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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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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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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

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会议开幕

1. 离任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开幕。

离任主席致辞

2. 离任主席说，对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

议工作报告 1的审议是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一个重点。

第六委员会仍然延续了与身在纽约的委员会委员和

特别报告员进行互动性对话的做法。在与法律顾问

进行的会议上，各代表团在讨论过程中受邀集中讨

论了两个议题，即“对条约的保留” 和“危害人类罪”。

1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在关于委员会报告的辩论结束时，大会于2013年12
月16日通过了第68/112号决议，其中第6段表示注

意到委员会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和

“保护大气层” 两个议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在决议第7
段中，大会请委员会继续把“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 和“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ut dedere aut judi-
care)” 两议题放在优先位置；在第8段中表示注意到委

员会决定将“危害人类罪” 这一议题列入其长期工作

方案。2 大会还于2013年12月16日通过了第68/111
号决议，其中对委员会完成其关于对条约的保留工

作表示满意，并注意到附在决议之后的《对条约的保

留实践指南》。3

选举主席团成员

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格沃尔吉安先生为主席。

格沃尔吉安先生主持会议。

3. 主席感谢委员会各位委员选举他为本届会议

主席，这使他感到荣幸。他向第六十五届会议主席

尼豪斯先生及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敬意，称赞他们

做了出色的工作。

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村濑先生为第一副主席。

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

女士为第二副主席。

2 同上，第82页，第169段。
3 构成委员会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准则案文

及其相关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
第四章，F.1和F.2节，第27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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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萨博亚先生为起草委员

会主席。

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举特拉迪先生为报告员。

通过议程 (A/CN.4/665)

委员会通过了议程。

4. 简短交换意见之后，主席建议扩大的主席团

开会讨论实质性问题。

就这样决定。

下午3时50分休会，4时55分复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议程项目1]

5. 主席提请注意本届会议前两周的工作方案。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就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拟议

的工作方案。

就这样决定。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4 (A/CN.4/666, 第 
二部分， C节 ;5 A/CN.4/668和Add.1;6 以及

A/CN.4/L.8317)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6.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介
绍了他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第七次报告

(A/CN.4/668和Add.1)，他说，关于这个议题的辩论

安排是为了便于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一读时通过

所有条款草案。然后，案文即可送交各国政府征求

评论和意见。

4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0年 )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条款

草案第1–5条及其评注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185页起，第330–331段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年 )上，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条款草案第6–11条及其评注 (《2011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5页起，第288–289段 )。在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条款草案第

5条之二，第5条之三以及第12–16条及其评注 (《2013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6页起，第61–62段 )。
5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6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7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7. 他的报告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要总结了委员

会上届会议期间以及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八届

会议期间对这一议题的讨论情况。

8. 第二章涉及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其中

包括一项关于增加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的提案，题

为“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案文是：“受灾国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对进入本国境内提供外

部援助的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提供保护。”

9.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团的工作人员时常面临严

重危险，最常见的情况是，国际援助人员不得不在

武装冲突的环境下或安全形势普遍恶化的国家工作。

与这方面有关的是安全理事会2014年2月22日关于

叙利亚形势的第2139 (201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

谴责“所有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的暴

力行为和暴力威胁，因为许多人道主义人员已经因

此丧生、受伤和被关押” (第5序言段 )。安全理事会

还敦促“所有各方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在不妨碍联合

国人员、联合国专门机构人员和其他所有从事人道

主义救济活动的人的行动自由和通行情况下，确保

他们的安全和安保” (第12段 )。

10. 显然，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的是

一场可适用国际人道法律的武装冲突。然而，在其

他灾害情况下，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面临危险

的可能性同样真实。因此，委员会正在拟定的法律

保护体制也必须囊括这类情况。

11. 对附属于救济行动的人员、设备和物资加

以保护的特定责任与第14条草案中所规定的类似而

不尽相同的责任，即为外部援助提供便利的责任，并

不重叠。尽管保障对民间和军队救灾人员及其设备

和物资的保护，笼统来说可能被视作为外部援助提

供便利，其具体性质和范围与第14条草案所设想的

措施并不相同。该条的主要目的是让受灾国保证其

国内法律秩序有助于外部援助的进行，而第14条之

二的目的则是让该国努力创造开展救援行动所需要

的安全条件，从而使之有可能保障对人员、设备和

物资的保护。考虑到其与第14条的关系，将拟议的

新条款草案的编号定为第14条之二。

12. 如国际、区域和双边条约以及一些“软法律

文书所表明的，国际惯例明确反映了有必要在为外

部援助提供便利的义务与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

资的义务两者之间保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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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第二章C节参照国

际条约和法律文书的有关条款以及委员会暂时通过

的条款草案，处理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的种类问

题。一些基本界限被明确纳入有关条约，例如，要求

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必须是条约缔约国所指定的

才能被看作是这类人员、设备和物资。然而，在若干

现有条约中发现的一些条款并未明确包括或排除可

能成为救援努力一部分的其他类别的人道主义人员。

14. 没有具体排除并不能解释为意味着受灾国

境内以帮助救灾为目的的任何人或实体均可自动获

得受保护条款保护的资格。条约中经常重申发生灾害

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提供外部援

助必须得到受灾国的同意，并主要由该国负责指导、

协调和监督由各方面进行的援助和救灾活动。有关国

际条约中规定保护责任的目的是引导各国恪尽职守，

尽一切努力保证其援助已被接受的人道主义援助各

方以及将用于参与救灾的设备和物资的安全。

15. 该报告第二章D节提到了受灾国为履行保

护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采取的措施。这类措施

在内容上可能有所不同并可能意味着不同形式的国

家行为。

16. 一个初步要求是受灾国要注意这种义务的

消极方面，以防止其国家机关直接参与有害于救灾人

员及其设备和物资的活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

种义务是一种结果义务。通过由保护义务而来的积

极行动履行责任会引起相当多的复杂问题。为避免

个人以私人身份进行的活动产生这类有害后果，受

灾国被要求恪尽职守，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因此，

保护救灾人员、物资和设备的义务可以算作一种行

为义务，而不是结果义务。

17. 行为义务要求国家努力达到而不是成功实

现一项义务的目标。因此，国家为尽最大努力实现

预期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与背景环境相关的。对灾

害情况而言，一系列的背景情况都有可能与评估所

采取措施的适当性有关。

18. 同时，应当在考虑到整个救灾任务的性质

和必须向受害者保证对灾害做出适当和有效反应的

情况下对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者

亦可通过采取一些缓解措施，降低其面临安全威胁

时的脆弱性，从而促进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无论可能

采取了何种预防措施，仍然会有针对救灾人员、其

设备和物资的有害行为。受灾国应起诉这类非法活

动，行使其固有职权，镇压其管辖范围内的犯罪活动。

在这方面，1994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及其2005年《任择议定书》对其缔约国或可发挥有益

作用。该《公约》要求缔约国确保一些类别人员的安

全 (第7条 )，并采用起诉或引渡的方式镇压《公约》

中所列举的特定罪行 (第14–15条 )。但是，只有在联

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参加执行该《公约》所明确的任

务的条件下 (第1条 )，这些条款才能适用。

19. 《公约》对人道主义救灾人员的可适用性受

到一项要求的限制，即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声明存在

有特别的危险。8 然而，迄今为止，这两个机构中没

有任何一个发表过这种声明。

20. 《任择议定书》将《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

到，除其他外，特别是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采

取的行动，但未提到关于特别危险声明的补充要求

(第二条，第1款 )。后者涉及在对灾害的反应范围内

的一系列任务，而根据《任择议定书》，东道国有权

向联合国秘书长声明，它不会对“仅为应付自然灾害

而进行的 [……]行动” (第二条，第3款 )适用该条款。

迄今，还没有任何缔约国利用过这一选出的可能性。

2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第三章拟议了三

条条款草案，其中包含涉及与适用于灾害情况的其

他国际法规则互动的一般或保留条款。题为“与国际

法特别规则的关系” 的第17条草案案文是：“本条款

草案若与适用于发生灾害时的国际法特别规则不符，

则不适用。”

22. 题为“本条款草案未规范的与灾害情况有关

的事项” 的第18条草案的案文是：“对本条款未加规

范的与灾害情况有关的事项，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仍

然有效。”

23. 第19条草案题为“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
其案文读作：“本条款草案不妨碍《联合国宪章》。”

24. 第三章A节涉及条款草案与国际法特别规

则的关系。为在起草旨在协调这种关系的条款方面

寻求指导，A节探索了现有国际或区域多边条约以及

权威机构起草的从一般角度规范灾害预防和反应的

“软法律” 文书和文件。对这类文书的研究表明，每

8 见 大 会2003年12月9日 第58/82号 决 议 第7和 第8段， 
以及2003年8月26日安全理事会第1502 (2003)号决议第5段
(b)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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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和专家机构开始规范具有广阔适用范围的、与

灾害有关的文书与重点更具体的国际条约或其他规

则之间的关系时，普遍的解决办法都是将后一种规范

放在首要地位。如果将确立救灾方面一般国际合作

规则的条款放在双边或多边条约所含具体规范之上，

毕竟是不适宜的。

25. 委员会在讨论条款草案与国际人道法之间

可能的互动关系时已经讨论了其条款草案所包含的

规则与国际法某一特别部分的关系。在评论第4条草

案时，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一致意见，即国际人道法

是适用于武装冲突时期的特别法律，因此应优先于

条款草案。9 然而，委员会在该评注第 (2)段中也强调，

不应将第4条草案解释为在某一遭受灾害的领土上发

生武装冲突时可完全排除条款草案的适用，因为这会

不利于对受灾者的保护。因此，虽然作为适用于武装

冲突时期的特殊法律的国际人道法被给予优先地位，

但也保留了本条款草案在遭受灾害领土的武装冲突

时期同时适用的地位。关于条款草案与国际法特别

规则的关系的第17条草案仿照了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第17条草案的措辞。10

26. 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第三章B节涉及规

范与灾害有关事项的国际法规则。第18条草案所针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其中经适当修改之后再现了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56条。11 纳入这样

一个条款的目的是补充第17条草案，这将有助于表

明本条款草案与适用于灾害情况的国际习惯法的互

动关系。它也会表明，本条款草案的内容不会干扰

具有不同范围的条约法。

27. 报告第三章C节涉及条款草案与《联合国

宪章》的关系，这是第19条草案的主题，其措辞参照

了《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与有关灾害的各种

条约和其他文书一样，条款草案强调了《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某些原则在界定国家在灾害情况下的权利

9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9页，条款

草案第4条评注第 (1)段。
10 大会2007年12月6日第62/67号决议，附件。见委员会

在其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及其

评注，载于《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

第49–50段。
11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会

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和义务方面的基本作用，这些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

不干涉、合作和不歧视。增加一个强调这些义务首

要地位的条款可能也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灾害管理

方面的主导作用。

28. 第七次报告的最后是第3条草案之二，题

为“用语”，其案文读作：

“为本条款之目的：

“(a) ‘受灾国’ 意即其境内的人员和财产受到灾

害影响的国家；

“(b) ‘援助国’ 意即应受灾国请求或经其同意提

供援助的国家；

“(c) ‘其他援助方’ 系指受灾国之外从事减少灾

害风险或提供救灾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

织或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

“(d) ‘外部援助’ 系指援助国或其他援助方为预

防或减轻灾害后果或满足受灾者需要而向受灾国提

供的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

“(e) ‘设备和物资’ 包括日用品、工具、机器、

经特别训练的牲畜、食品、饮用水、医药、栖身手段、

卧具、车辆和提供救灾援助所必要和满足受灾者的

生存和基本需要所必需其他物品；

“(f) ‘有关非政府组织’ 可指国家或政府或政府

间组织之外的任何公正工作、严格坚持人道主义宗

旨、由于其本身性质、所在地和专门知识而从事减

少灾害风险或灾害救援工作、包括私人或社团实体

在内的任何组织；

“(g) ‘救灾人员’ 系指掌握必要设备和物资、代

表援助国或其他援助方提供救灾援助、包括军人在

内的专门人员；

“(h) ‘灾害风险’ 意即灾害可能给人的生命或健

康、生计、财产和经济活动造成的有害后果或损失，

或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29. 加上一个关于用语的条款与委员会过去的

惯例是一致的。在关于某一专题的条款草案通过之

后，可非常高效地拟定这样一个条款。由于目前的

草案包括了关于案文范围 (第1条草案 )、宗旨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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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草案 )和灾害的定义 (第3条草案 )的条款，所以将

关于用语的条款暂时定为第3条之二，但不影响其最

终位置。

30. 在阐述提案时，特别报告员首先把重点放

在了根据评注已被选出给予定义的术语、在条款草

案本身中时常碰到的术语和专门术语上。在这一基

础上，他又选定了以下关键术语：“受灾国”、“援助国”、
“其他援助方”、“外部援助”、“设备和物资”、“有关

非政府组织”、“救灾人员” 和“灾害风险”。他随后对

评注进行了审查，目的是确定一项定义的某些要素

是否已经在委员会转向在其他法律文书中发现的适

用定义之前通过。在参阅了所有这些渊源之后，他

拟定了一系列复合定义，其要素或来自不同渊源，或

以一项渊源为基础，进行修改以反映业已通过的条

款草案所体现的措辞和决定。

31. 哈穆德先生问，特别报告员赋予第14条草

案之二何种法律价值，它是否属于习惯法类别？

32.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他将在总结辩论情况时回答这一问题，但考虑到哈

穆德先生作为《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任择

议定书》起草者之一所拥有的经验，现时他希望听听

哈穆德先生对这一主题的想法。

33. 村濑先生说，他认为第14条草案之二有两

个问题。第一，应当明确区分平民和军队救灾人员，

因为管理两种人员的法律制度有所不同。第二，不

仅应当注意对救灾人员的保护，而且应当注意保护

受灾国居民免受这类人员有害行为的影响。

34. 受受灾国国内法管辖的平民救灾人员所享

有的特殊待遇或福利不同于军队人员根据援助国和

受灾国协议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第14条第1款
(a)项草案不恰当地提到平民和军队人员的“特权和豁

免权”，应当修正这一措辞。

35. 在严重灾害之后，军队实际上是开展救灾

活动的唯一力量。作为自给的救援单位，他们具有

很好的条件可以系统和迅速地采取广泛行动，这与

平民人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志愿人员不同。

36. 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第43段中提到在

救灾行动中使用“武装护送”，但在实际救灾情况下

要求军队进行的活动远超过简单的武装护送。另外，

在该段中还提到，在发生灾害情况下围绕着救灾行

动的安全问题远没有武装冲突情况下存在的安全问

题那么严重；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它忽略了一个事

实，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绝望的灾民会变成暴徒，

抢劫商店和袭击警察派出所。最后，特别报告员在

报告第44段中指出，维持法律秩序是受灾国军队和

警察专有职责。但是，并不总是能保持拥有作好充

分准备这类力量。因此，受灾国必须时刻准备接受

外国的军事援助。

37. 的确，在没有部队地位协定的情况下，要

受灾国邀请外国军队进入其领土是个敏感问题。缺

少部队地位协定也是派遣国担心不安全的一个原因。

然而，在灾害刚刚发生之后，受灾国往往没有能力就

部队地位协定进行谈判。正因为如此，他才于2012
年建议委员会拟订一个示范性部队地位协定并将其

附在条款草案之后。12 这样，有关国家即可同意暂时

适用示范协定，直到通过谈判签订一项更详细的协

定，而这种协定由于范本的存在可以更快地完成拟

订。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但条款草案起码应

当提到，有关国家需要在灾前阶段起草一个部队地

位协定以便于迅速接受和部署外国军队，从而保护

受灾国居民不因派遣国军事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害。

38. 因此，他建议添加第14条草案之三，可

读作：

 “鼓励各国在发生灾害前时期通过谈判为发

生灾害时军事人员开展救灾活动缔结一项部队

地位协定，其中，除其他外，特别要详细规定入

境和离境程序豁免、行动自由、穿戴制服、免

缴关税、免于物资和设备进出口限制、其他特

权和豁免、通信问题、车辆、船舶和飞机的使用，

临时国内法律地位，包括东道国管辖豁免的范

围和索赔问题的解决。”

39. 关于第17、18和19条草案的保留条款，应

考虑将其合并为一条。他赞成将所有拟议的条款，包

括关于用语的第3条之二，提交起草委员会。

下午6时散会

12 见《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38次会议，第55页，

第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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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99次会议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10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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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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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驱逐外国人 13 (A/CN.4/669和Add.1;14  
A/CN.4/670;15 以及A/CN.4/L.83216)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介绍

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第九次报告 (A/CN.4/670)。

2.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事实上，没有

一个国家遵守最后期限，在该日期之前提交对国际

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

人问题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的意见。他在第九

次报告中对所有这些意见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答复。他

未能考虑美利坚合众国的意见，他收到该意见时已

经太迟了，但他会作口头答复。同样，他未能考虑

俄罗斯联邦的意见，他收到这些意见的时间更迟—

会议开始前两天才收到—但与第12条草案相关的

意见是明显例外，这些意见与其他国家的意见基本

类似。鉴于如果他概述第九次报告的内容，便不能

很好地反映各国的意见和他自己的答复，因此他提

13 在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2年 )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关于

驱逐外国人问题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2012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页起，第45–46段 )。
14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5 同上。
16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请委员会的委员们参考报告的内容，而他将在介绍

中集中讨论美国的意见。17

3. 就第2条草案 (用语 )而言，美国建议在 (a)
项中纳入意图标准，关于这一点，有关禁止变相驱逐

问题的第11条草案提到了意图问题；美国要求在条款

草案中统一术语，因为第2条草案在“被迫离开” 一

语中使用的是“被迫 (contraint)” 一词，而第11条草案

在提到“强迫离开” 时使用的是“强迫 (forcé)” 18 一词。

由于法文中的“contraint”和“forcé” 是同义词，因此，

他倾向于保留目前的措辞，但如果委员会作出不同

决定，他不反对将“被迫” 改为“强迫”。为纳入意图

标准，他建议在第2条草案 (a)项所载“驱逐” 定义中

的“行为” 前加上“故意 (intentional)” 一词。

4. 美国建议将第3条草案 (驱逐权 )改写如下：

“一国有权将外国人驱逐出境。这些条款草

案规定的适用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不妨碍其他

关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国际法规则之适用，特

别是与人权相关的规则之适用。” 19

5. 该建议初看起来似乎不过是编写上的偏好，

但事实上它要表达的是各国并不受条款草案所规定

规则的严格约束，各国可辩称，他们是根据其他国

际法规则而驱逐某人的。他认为同意该请求是不可

取的，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使整套条款草案失去任

何价值。

6. 美国在理解第6条草案 (禁止驱逐难民 )第2
款的确切意图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它涉及的是难民

地位申请仍然悬而未决的难民。20 他提请注意以下事

实：在国际难民法和关于此事项的国际惯例中，使受

益者获得国际法意义上的难民地位的，并非接收国

授予的难民地位，而是导致此人在一外国领土上寻

求避难的事件和情况。因此，该条并无不一致或含

糊不清之处。

7. 关于第9条草案 (仅为驱逐的目的剥夺

国籍 )，美国的理解是，该条草案指的并非是某人自

愿放弃国籍的情况。美国认为指出来这一点是有益

的，或许可在评注第 (3)段 21予以指出。虽然这一点不

17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
18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条的意见，第2段。
19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3条的意见，第2段。
20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6条的意见，第1段。
21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9条的意见。



 第3199次会议——2014年5月6日 7

言自明，且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不属于第9条草案的

范畴，但他并不反对在评注中加上这样一句：“同样，

第9条草案并不指涉个人自愿放弃其国籍的情况。”

8. 在第10条草案 (禁止集体驱逐 )中，美国建

议将第3款最后一句修改为：“在对该群体每位成员

的具体情况进行与第5条第3款草案所反映标准一致

的审查基础上”。22 这一建议完善了该条草案的措辞，

值得保留，但应将该句中间部分修改为“根据本条款

草案第5条第3款的规定”。

9. 关于第13条草案 (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而诉

诸驱逐 )，美国认为，各国拥有特权，可使用 “广泛

的” 法律机制以方便将个人转移到他或她面临刑事诉

讼的另一国家，但按目前行文来看，第13条草案可

能妨碍行使这种特权。23 他认为，这种特权无论如何

不会被该条款削弱，因为这种特权会依法或根据国

际法项下的义务来行使，该条款草案的评注明确指

出了这一点。24

10. 关于第16条草案 (弱势人员 )第2款，美国

建议用“重要 (significant)” 替换“首要 (primary)” 这一

形容词，用“充分考虑 (due consideration)” 替换“首要

考虑 (primary consideration)”。25 他指出，“首要考虑”

一词取自案例法，因此应予保留。

11. 关于第19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拘

留条件 )，美国极力主张在第1款 (b)项和第2款 (a)
项“应 (shall)” 一字前插入“一般 (generally)” 字样。26 
他认为，插入该词会带来该副词所固有的不确切性，

而且会削弱有关条款。该建议在第1款 (b)项中似乎

更无理由，因为它已包含了克减条款。同样，在第

3款 (b)项末尾纳入“或由于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而有

必要” 等字句的建议也无意义，因为关于驱逐外国人

问题的全部法律的制定，都不妨碍每个国家在法律

界定的情形中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需要。

12. 美国建议将第20条草案 (尊重家庭生活权

的义务 )纳入第一章第三部分，27 但他认为没有理由这

22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10条的意见，第4段。
23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13条的意见，第3段。
24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1页，第13

条草案的评注。
25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16

条的意见。
26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19条的意见，第5段。
27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0条的意见，第1段。

样做。美国还想知道，该条草案所提供的保护是否是

绝对的。委员会在评注中已对该项问询作了否定答

复，明确指出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家庭生活权可能

会“受到限制”。28 美国还建议将动词“尊重 (respect)”

替换为“适当考虑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29 但该

建议并未反映评注所引用的国际案文和有关案例法

的术语。这些法律文书经常使用名词“干涉 (interfer-
ence)” 或动词“干涉 (interfere)”，动词“尊重 (respect)”

比“考虑 (give consideration to)” 更好地表达了禁止干

涉的意思。只有仓促的阅读才会导致提出删除第20
条草案第2款的请求，因为该款对第1款规定的原则

作了克减并说明了在何种情况下，可行使这种克减。

13. 美国认为，第22条草案的评注(拟被驱逐的

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应指出，在驱逐国认为将该外国

人驱逐至指定国家有损本国利益时，驱逐国保留拒绝

外国人提出的被驱逐至某一特定国家之请求的权利”，
理由是在其国家法律中规定了这一“重要原则”。30 他
个人认为不应采纳这一建议，原因是在引渡或移交

并非由司法当局下令的情况下，这一建议会不可接

受地妨碍被驱逐出境者的行动自由和在驱逐国领土

外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14. 美国建议删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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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款，

理由是该评注未提供任何国家法律、国家案例法、国

际案例法或条约法中的依据以佐证其合理性。31 如果

评注中提供的解释尚不充分，他仅想提请大家注意

在其第五次报告中所提供的法律论点。32

15. 关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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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批评了为防止驱逐面临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外国人而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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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不驱回” 义务加以扩大，其理由有

二：首先，这种扩大的依据是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法

28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7页，第20
条草案的评注第 (4)段。

29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0
条的意见，第3段。

30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2条的意见，第3段。
31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3条的意见，第4和第7段。
32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11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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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一项建议，33 它认为，这并

未提供充分依据，可将该条草案当作是对现有法律

的编纂，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明显反映的是“一种逐渐

发展的努力”；第二，因为新的不驱回义务不允许任

何例外或限制。34 对该条草案所载规则之依据所提出

的批评让人很难理解，因为该国本身承认条约和案

例法依据；美国这样做实际强调了该依据的坚实性而

非脆弱性。他自己对驱逐外国人问题所采取的方针

与委员会在以前的编篡工作中所采取的方针并无任

何不同。一国可不赞同某项拟议规则，而不试图质

疑一个最经典的方针。此外，即使该条款草案不过

是逐渐发展的努力，这仍然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令人震惊的是，为证明有必要对该条款草案提供的全

面保护规定例外情况，美国宣称“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并未达到酷刑的程度，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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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两者的处理并不相同”。35 这一立场不仅无视了

《公约》标题即意味着酷刑首先就是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且忽略了《公约》第一条

所规定的酷刑定义；在该文书中，未对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另下定义，也没有两套分

开的规则，一套用于酷刑，另一套用于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在这方面可参考欧洲

人权法院就塞尔牟尼诉联合王国案作出的结论。

16. 由于第26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

序权利 )规定的六个月时限在某些国家看来是武断

的，他建议依美国的建议，将其替换为“短期”，并在

评注中说明该词语通常意味着六个月或更短的时间。

17. 为回应萨尔瓦多的一项建议，他打算在第

27条草案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末尾作

出如下解释：在这一背景下提到的上诉对驱逐决定具

有暂停效力，“其效力具有潜在的不可逆转性” (借用

欧洲人权法院在琼卡诉比利时案中的判决用语 )。

18. 美国认为，第29条草案 (重新准入驱逐国 )
可能会建立一个先例，而且在确定哪些外国人可被允

33 关于歧视非公民问题的第30号 (2004年 )一般性建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8号》(A/59/18)，
第八章。

34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4
条的意见，第2和第3段。

35 同上，第3段。

许进入其领土方面，一国必须维持其主权特权，36 但
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该条草案载有一个例

外条款。

19. 最后，他说，一读通过的这些条款草案依

赖于一国对于准入和驱逐外国人的主权和拟被驱逐

者的权利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非常值得保持。他希

望在作出他拟作出的修正尤其是对评注的修正之后，

委员会将在二读时通过这些条款草案。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续 ) (A/CN.4/666，
第二部分，C节；A/CN.4/668和Add.1; 以及

A/CN.4/L.831)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续续 )

20. 朴先生赞同关于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

资问题的第14条草案之二，因为这种义务是一受灾

国同意接受外部援助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在

某些极端情况下，受灾国可能无法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被豁免第14条草案之二下

的责任。最好留有更大灵活性，不说“必要措施”，而

说“一切适当措施”，这是《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

全公约》中的表达方式，或使用“合理可以使用的一

切手段”，这是国际法院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

公约》的适用案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

和黑山 )中使用过的辞句 (判决第430段 )，或指出国

家必须“尽其所能” 地采取步骤，这是借用《核事故或

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的措辞 (第8条第4款 )。委

员会工作的目的是，起草一份通用法律文书，载有

关于国家在灾难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最低标

准；两国可通过一项双边条约，例如，通过保证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承诺更严格的义务。

21. 关于与国际法特别规则的关系问题的第17
条草案提出了前后相继条约的等级问题。在这方面，

委员会可选择建立本套条款草案与其他条约之间的

关系，或选择以条约或国际法其他规则为优先，并

规定较具体的范围。例如，它可援用报告第62段所

引用的《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灾害管理和应急反应

协定》中的术语，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第

2款的术语。

36 同上，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29条的意见，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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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关于用语问题的第3条草案之二中，(a)
项应提到环境，因为在发生灾难时环境、人员和物

资同样会受到影响，在“在其境内” 之后应加上“或在

其管辖或控制下” 等辞句，因为一国例如可能在其专

属经济区内需要外部援助。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

对“有关非政府组织” 作出定义；他建议为更清晰起

见，在“救灾人员” 的定义中加上“在受灾国的指导和

控制下”。最后，他不确定“灾害风险” 是否也包括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因为如果包括在内，该定义

可能会引起复杂的法律、政治和经济问题。

23. 诺尔特先生也认为，保护救灾人员、设备

和物资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不是结果义务；

因此，他想知道，第14条草案之二案文对受灾国规

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的严格义务是否明智。因

此，他的建议是，使用大多数普遍性条约和区域性

条约的术语，说国家“应确保” 这种保护，或说采取

“适当措施”。

24. 在第17条草案中，可更进一步指出，这些

条款草案“在适当情况下，可在解释国际法特别规则

时纳入考量”。他认为，第18条草案应为拟定灾害管

理习惯规则留有余地，他想知道该条与第17条草案

的关系如何。

25. 在第3条草案之二中，委员会应考虑在受

灾国的定义中添加“在其管辖下” 这一措辞，以表达

以下意思：国家不仅在行使领土主权时可受到灾害影

响，而且在对某个领地行使管辖权时也是如此。他

认为，设备和物资的定义不应限于对提供救灾“有必

要” 的设备和物资，而且，正相反的是，应在目录末

尾添加上“援助国或其他援助行为方为提供救灾援助

可使用的其他物资”。在“有关非政府组织” 的定义中，

短句“公正工作、严格坚持人道主义宗旨” 和“由于其

本身性质、所在地和专门知识” 应予删除，以防止对

该定义的任何滥用，而且评注应清楚表明，如果该组

织未能不偏不倚地工作，受灾国可取消某个非政府组

织进入其领土的权利。关于救灾人员的定义，这些

人不需要是“专业化” 人员。他不知道“手头有必要设

备和物资” 这句话有何意义。最后，他想知道，“可能”

一词是否是灾害风险的适当定义。

26. 福尔托先生支持第14条草案之二，该条款

充分反映了坚实的实践，即使在某些方面，该条只

是重申了第9条草案用笼统的语言陈述的内容。虽然

这两条条款当然不具有相同的适用领域，或未必有

相同的范围，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所重叠。因此，

有必要作出解释，至少在评注中解释这两项条款的相

互关系。保护义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当然是一种

行为义务而不是结果义务。此外，特别报告员第七

次报告第41段所引用的法院裁决似乎反映出这样一

种看法：该义务留有酌处余地，随领域不同而有所不

同。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作出一些澄清，在第14
条草案之二的正文中或在其评注中。在此议题方面，

国家必须有广泛的酌处余地。

27. 关于保护义务的实际内容，特别报告员选

择确切地界定期望受灾国做什么，这样处理是正确

的，但他未解释他为何将形容词的选择局限于“必要

的”，而在实践中和他所引述的案例法中，拟采取的

措施也被称为“适当的”。这一措辞不仅含糊不清，而

且，这种选择也与关于减少灾害风险义务的第16条
草案不一致。特别报告员似乎是说，救援人员的行

为在某些情形下可使受灾国免除保护义务。由此产

生的一个问题是：提供援助的国家是否也有对其人员

进行照料的义务――报告第45段似乎表明存在这一义

务；而如果有义务，这一义务与受灾国的照料义务的

联系如何？

28. 第17条草案的措辞可能会导致混乱。该措

辞应与委员会在其不妨碍条款中通常使用的措辞相

一致，如2001年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第55条。37 第18条草案似乎是多余的：要

么它指涉条约法，因此重复了第17条草案，要么它

指涉习惯法，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委员会在编纂和

逐渐发展一般国际法时，却说其条款草案是不完整

的，其他习惯规则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做法

会让人感到惊讶。第19条草案似乎也没有必要：首先，

因为特别报告员提及的原则已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

而且，并非仅仅因为这些原则已体现在《联合国宪章》

中，所以应予以一贯适用；第二，因为这些原则中的

一部分已被纳入其他条款草案中。

37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会

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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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3条草案之二是有用且必要的，可包含

亦值得定义的其他术语，例如“人”，或者甚至可

包括“灾难” 一词的定义，它构成第3条草案的主

题。第3条草案之二 (a)项所列定义应包括对环境

的提及，“领土” 这一限制度过大的标准应被替换为

“领土控制”。(d)项应提及根本需要，如同第2条草案

一样。很难理解为何在 (e)项中应提及生存必需品概

念，而在第2条草案中却未出现。在 (g)项中，“代表”

一援助国参与提供救灾援助的标准需要澄清，因为

它不在任何方面符合国际责任法下可适用的行为归

属标准。也有必要解释它与源自第9条草案的控制标

准的联系，或者无论如何，有必要在派遣国或组织

对人员的控制与受灾国对救援活动的控制之间作出

更清楚的区分。

30. 特拉迪先生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引述若干条

约和文书为第14条草案之二所规定的义务提供了理

由，这些条约和文书规定了相似义务，但他强调也需

考虑规定该义务时的不同条约背景。载有此种保护

义务的条约基于的是以下理解：受灾国和援助国之间

必须有合作，前者的无条件同意是这种义务的前提。

尽管特别报告员认为这就是条款草案所采用的方针，

但情况是否真是如此值得怀疑。诚然，他提到了同意、

主权和不干涉概念，但不应忘记的是，委员会已决定，

无论对错，不排除在未明确定义的情境中超越这些

原则的可能性。且不说由谁裁定受灾国是否任意拒

绝了援助或它是否有应对灾害的能力这一关键问题，

考虑到同意与第14条之二提及的义务之间不可分割

的联系，值得一问的是，在外部援助是在被视为以

任意方式拒绝同意后而给出的情况下，规定保护救

援人员、设备和物资的义务是否合乎逻辑。与其他

条款一样，这一实例表明，与基于合作的方针相比，

基于权利的方针是无用的，尤其是前者符合国际法

和国家实践。

31. 虽然他不反对将第14条草案之二提交起

草委员会，但他更希望该条草案说的是“合理的”、
“实际的” 或“适当的” 而不是“必要的” 措施。他还支

持提交第17条草案，但他认为第18和第19条草案是

多余的。

32. 彼得里奇先生感到高兴的是，在受灾国的

主权 (由此产生对援助的同意 )与合作义务之间保持

了平衡，这意味着，受灾国在无能力应对灾难时，不

能任意拒绝此种援助。虽然他支持将所有拟议的条

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但他认为，应改写第14条
草案之二，使其包含的义务不那么生硬，第19条草

案不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可在第3条草案之二中纳

入“灾害预防” 的定义。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33. 或引渡或起诉义务工作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吉滴猜萨里先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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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腊巴先生、墨菲先生、朴先生、斯图尔马先生、巴

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特拉迪先生 (当然成员 )。

34. 规划组由以下人员组成：村濑先生 (主席 )、
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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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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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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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特拉迪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1时05分散会

第3200次会议

2014年5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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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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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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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续 ) (A/CN.4/666，
第二部分，C节；A/CN.4/668和Add.1; 以及

A/CN.4/L.831)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七次报告 (A/CN.4/668和
Add.1)。

2. 墨菲先生说，保护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

的问题没有被很好地纳入国家法律。关于灾害情况的

法律侧重于人员和物资接收，一般不提及其保护问

题。各国为救灾部署的人员和物资的保护问题完全由

相关双边和多边国际协定规定。因此有必要在国际

协定和文书中寻找指南，特别报告员就是这样做的。

3. 这些文书反映了一个一贯的理念，即在与灾

难有关、部署了外国人员的行动中接受援助的国家的

义务有三个要素：确保保护或至少采取合理的保护步

骤的法定义务；规定接受援助的国家负有这项义务；

将人员及其物资设备都纳入该义务范围。与之相反

的做法――即接受援助的国家拒绝承担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人员或物资的责任――似乎不多见。因此他认为，

该义务已成为习惯国际法。按逻辑应将其写入第14
条草案。

4. 但产生的问题是，拟议的第14条草案之二

的确切文字是否准确地表达了该义务。该条款的措

辞— “受灾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对……救

灾人员、设备和物资提供保护” —甚为强烈，可能

被视为强加一种结果义务。由此，一国未能采取必

要措施确保保护可能会构成违反一项义务。

5. 但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明确显示，此处

涉及的是两种义务：结果义务与行为义务。受灾国对

其直接控制下的事务负有结果义务，例如，有义务

防止本国机关直接参与危害救灾人员的行为。相反，

对于非国家行为方的行为，受灾国负有行为义务，只

需做到尽责以保障保护工作。

6. 这种区分一定程度上在条约实践中得到了佐

证。处理受援国家的自身行为对外国人员构成重大

风险情况的条约将这一义务规定为结果义务：国家必

须确保保护。反之，处理风险源自非国家行为方的

灾害情况的条约采取了更谨慎的方式，只要求国家

尽力提供保护。

7. 但拟议的第14条草案之二未体现结果义务

和行为义务的不同。拟议的措辞— “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确保对救灾人员—提供保护” 的义务—或

可被理解为结果义务，而他认为特别报告员的本意

是想要混合结果义务与行为义务。为避免含糊不清，

可将条款草案重新措辞，使其包含两个不同标准：一

个针对受灾国本身给予救灾人员的待遇和设备规定

结果义务，另一个针对非国家行为方带来的风险规

定行为义务。第14条草案之二目前的措辞或许可以

满足前者，而朴先生拟议的措辞之一或许适合后者。

8. 关于第17、第18和第19条草案，他同意村

濑先生的观点，认为应考虑将其合并为一条，因为

它们的内容有所重叠。

9. 若预计条款草案最终不会成为条约，则第17
条草案可能并无必要，因为即便认为一些或全部条款

草案都是习惯国际法，国家也可缔结具有优先地位的

条约。但如果预计条款草案将成为条约并希望之前

的协定优先于条约将包含的新规则，则第17条草案

应予以保留。这样的话，起草委员会可考虑以“条约”

替换“国际法特别规则”，以免同第18条草案重复。

10. 关于第18条草案，他希望在“国际法” 前加

入“习惯” 一词，以明确表示条款草案作为特别法并

不能完全取代其他习惯国际法规则。第19条草案似

乎不必要，因为《联合国宪章》优先于习惯法和其他

与之冲突的条约。

11. 第3条草案之二、第14条草案之二、第17、
第18和第19条草案均应提交起草委员会。

12. 马里先生说，受灾国的国内法令必须准许

发生灾害时提供国际援助，但更重要的是，应采取

措施确保整个救灾行动期间该国境内部署的人道主

义人员的安保和安全。

13. 提供外部援助需征得东道国同意。确定在

受灾国开展的国际援助和救灾行动的法令框架的多

项文书都有此规定，具体包括非国家行为方就接受援

助征求受灾国同意的义务；该国同救灾行为方协调援

助工作的角色；该国保护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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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此处特别报告员区分了结果义务和行为义务。

保护的责任可等同于行动的承诺。因此，除保护救

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的工作外，一国还应起诉非

法行为的从事者。

14. 一般来说，条款草案应反映国际文书中的

相关规范，避免任何出入。它们同样应反映习惯国

际法规范。

15. 第七次报告清楚、均衡且全面。拟议的新

条款草案可以接受，也与所有已获委员会通过的条

款草案相符。

16. 哈穆德先生说，他总体上支持特别报告员

拟议的新条款草案，并建议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

17. 关于第14条草案之二，他表示，如果救灾

人员、设备和物资的安全有风险，开展救灾行动的

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条款草案需为后者规定

足够的法律保护，同时不应在受灾国脆弱的情况下

向其施加额外的负担—此时它们承担法律责任的

能力有所削弱。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受

灾国在这方面的义务是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该

义务的核心是受灾国为防止并减少安保和安全救灾

人员受到攻击的风险—包括国家机关或人员自身

行为可能造成的任何风险—而需采取的积极措施。

18. 然而，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第36段中

的提议超出了这种安保和安全措施，该提议建议受灾

国将豁免扩大至其辖区以外，以纳入救灾人员。这

在一般国际法中并无依据，报告引用的几个文书也

明确表示，保护的义务不同于豁免问题。因此必须

在第14条草案之二的评注中澄清，该条款范围仅限

于为确保救灾人员及其设备和物资的安保和安全而

采取的措施，不涉及豁免。受灾国和参与救灾的行

为方必须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解决豁免问题。这样

做符合整套条款草案的前提，在各行为方的权利和

义务间达成了均衡。

19.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第14条草

案之二的目的在于规定一项行为义务，给在困难且不

可预测的情况下已尽责的受灾国留下评估余地，以

决定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救灾人员的安全。条

款的措辞应反映这些考虑。

20. 关于其他新的条款草案，他也认为双边和

多边文书中的特别规则应优先于条款草案中任何与

之不符的一般规则。但第17条草案仅表达了这一关

于特别法的一般规则，因此他对是否纳入该条持灵

活态度。第18条草案似乎有用处，因为该条称，条

款草案中的规则应具有约束力并且为一般规则。第

19条草案并非完全必要，但可能对《联合国宪章》中

的法律原则之优先性有积极的政策影响。

21. 关于第3条草案之二，“受灾国” 的定义不

仅应包括国家的领土，还应包括其管控的领土。这

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灾害情况下其他法律体系下的

保护可能有所不足。

22.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表示支持将第14条草案

之二纳入这套条款草案，但认为应降低其措辞的指

令性，以便更充分地反映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

资的义务是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这一原则。同时

可将“必要措施” 替换为“适当措施”。之后可在该条

款草案的评注中更详细地说明该义务的性质。

23.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认为为将救灾

人员的危险降至最低，应要求受灾国采取必要的预防

措施以表现尽责。同样，将救灾人员派往受灾国之前，

援助国应采取措施减少此类人员可能借灾害之机趁

乱参与有损受灾国安全利益的非法活动的可能性。

24.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相较于一

个“不妨碍” 条款，第17条草案目前的措辞更为妥当。

第18条草案对进一步澄清和补充条款草案的范围十

分重要，第19条草案是一项重要的保护伞条款，目

的是确保条款草案不影响《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原

则。提出这些意见和建议之后他表示支持将五条草

案全部提交起草委员会。

25. 埃斯科巴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表示，鉴于

关于协助外部援助的第14条草案与拟议的第14条草

案之二之间联系密切，可将二者修订为同一条草案

之下的两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全面审视在本国

境内提供外部援助方面受灾国担负的义务。她完全

支持第14条草案之二规定的义务是行为义务这一观

点；但这不排除应考虑其显然基于结果的方面，也就

是确保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最后，关于条

款草案的措辞，她同意委员会其他委员们所表达的

偏好，认为“适当措施” 优于“必要措施”。

26. 第17、第18和第19条草案的目的都是定义

条款草案与其他可能适用于灾害和发生灾害时的人

员保护的国际规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报告员值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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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地努力试图载录这种关系的所有可能性，总结出

每种可能性的形式，但她不确定这种做法是否受欢

迎或有必要。她认为第19条草案是多余的；该义务

的优先性来自《联合国宪章》，通过直接适用《联合国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实现，无需制定国际法的附加规

则。此外，鉴于委员会属于联合国机构，任何提到

《联合国宪章》与委员会提出的条款草案相符的做法

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7. 尚不清楚为何拟议的第17和第18条草案分

别有各自依据的范本，且特别报告员用于支持这种

选择的论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两条草案所述的两

种紧急情况如果各自指向一类不同的规则，例如习

惯法规则和基于条约的法律规则，则两者的区分就

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但此处似乎并非如此。因此她

认为无需纳入第18条草案。起草委员会或许可以找

到措辞在一条草案之内涵盖这两种紧急情况 (其侧重

应是第17条草案 )，或在第17条草案的评注中提及该

问题，从而解决特别报告员的关切。根据这条建议，

如果多数委员会委员达成一致，她不反对将三条条

款草案全部提交起草委员会。

28. 她总体上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第3条草案

之二的观点，但有几点意见。首先，关于“受灾国”

的定义，她建议应加入一国所管辖领土或其所管辖

或控制的领土的含义 [“territorio sometido a su juris-
dicción”或“territorio sometido a su jurisdicción o con-
trol”]。条款草案宣称的目的完全证实，条款指的是可

能由受灾国管辖或控制的所有领土，不一定仅限于

一国的领土本身。

29. 其次，第3条草案之二 (c)项中的“其他任何

实体或个人” 和 (f)项中的“私人或社团实体” 含义有

冲突。(c)项暗示当前探讨的主体不同于非政府组织，

而 (f)项却将这些主体作为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实例。

特别报告员解释了为何两处对这些实体的所指有所

不同，但她认为其论据不够有说服力。如果此处的

目的是纳入提供救灾援助的任何私营实体—无论

该实体以何种方式设立—则使用“非政府组织” 一

词足矣，无需再加补充或限定。此外，(f)项并未给 (c)
项中定义的非政府组织通用概念增添新的内容。恰恰

相反，加入“有关” 一词似乎有风险且用处不大，因

为参与救灾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多种多样，更不用说

试图决定某一非政府组织是否“有关” 时可能产生的

实际问题。或许促使特别报告员将该定义加入条款

草案并区分 (c)项和 (f)项的关切可在第3条草案之二

的评注中加以解决。

30. 第三，她也认为第3条草案和第3条草案之

二应重新撰写为一条。第3条草案作为单独条款继续

保留的唯一合理解释是该条的用意是确定条款草案

的适用范围，但特别报告员似乎并无此意。因此，如

第3条草案之二所建议，如果委员会将要通过一个关

于术语使用的总条款，则应在定义中纳入“灾害” 的

定义，并且由于其重要性，应将其放在定义清单之首。

31. 斯图尔马先生表示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认为保护的义务是行为义务。因此，他认为受灾国承

担的义务规定为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较好，而不是

“一切必要措施”。但墨菲先生所指行为义务和结果义

务之间的区别仍值得起草委员会探讨。他建议将第

14条草案之二提交起草委员会。

32. 关于第17、第18和第19条草案中的一般规

定，他认为不必分成两条单独规定—一条关于特

别法 (第17条 )，另一条关于其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第18条 )。第一条规定完全合理并且有条约实践实

例的充分支持。第二条似乎冗余且含糊不清。尽管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38 第56条中已

有类似规定，但两种情况实际上不尽相同：国家责任

代表着大量国际法的习惯规范，而本议题主要取决

于条约法和软法文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委员会在本议题方面的工作成果最

好是一部包括一般规则的框架公约。

33. 关于第19条草案，尽管似乎不必刻意提醒

条款草案不影响《联合国宪章》，但他仍支持保留这

一条。尽管多数情况下人员保护和灾害应对行动的

基础是自愿提供外部援助及受灾国接受援助，该法

令框架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动。例如，灾害的严重程

度之大可能使得安全理事会就向受灾者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的国际行动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这

种情况下，安理会的决议将优先于条款草案中的一

般规则，甚至优先于双边或多边特别协定。因此他

支持将第17和第19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38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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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他还建议将第3条草案之二提交起草委员

会，并确信这有助于改进其在起草方面的几处问题，

例如在 (a)项中加入“或其管辖范围内” 和“环境”。

35. 特拉迪先生认为，斯图尔马先生概述的法

律情况将是普遍情况，即便条款草案中不加入第19
条草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上述这

类安理会决议将永远优先于条款草案，不是吗？

36. 斯图尔马先生说，他认为第19条草案有用

但并不关键。他也认为源自《联合国宪章》的义务所

具有的法律价值不变，无论条款草案中是否加入类

似第19条草案中的专门规定。

37. 哈苏纳先生说，类似第14条草案之二提议

的关于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的单独规定适合

加入条款草案且符合主要的处理灾害问题的普遍和

区域条约。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中解释说，受

灾国为提供此种保护所采取的措施内容可能有所不

同，但拟议文本本身措辞比较简短，仅规定受灾国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他同意以“适当措施” 替换

“必要措施” 的提议，并提议在评注中说明所指的是

何种措施。他还提议在条款草案中明确指出受灾国

必须同意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入境本国。

38. 在评注中或甚至是条款草案本身可进一步

阐释是否以及何种情况下保护救灾人员应由受灾国

的军队和警察部队负责。此外，应在第14条草案之

二中指明必要措施与安全关切有关，背景则留在评

注中解释。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人道主义行为方可

采取措施降低自身易受影响的程度从而帮助减少安

全风险，这一点也不妨在评注中加以强调。

39. 应将第14条之二规定的受灾国“确保保护”

救灾组织的国际义务限制在灾害期间该国的能力范

围内。一些重大灾害情况下，一国履行对本国公民

的基本义务的能力至少是不确定的。尽管报告的用

语灵活，表示“最大努力” 和“合作” 是第14条之二中

的义务核心，措辞整体上似乎是创建了一个更为强

制性的框架。

40. 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中未解决援助国

不愿或不能确保保护其提供的援助的问题。这种情况

下，该国可能需要与受灾国谈判一项双边协定，或

通过联合国等中立组织派遣援助。

41. 第17和第18条草案处理的是密切相关的

问题，可以合并。此外，第18条草案应说明哪些是

“适用的规则”：一般国际法规则还是习惯法等其他渊

源的国际法。

42. 他怀疑是否需要类似第19条草案的单独规

定，虽然他认识到这种规定能够强化联合国在灾害

管理中的领导作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优先

于其他义务，这一点得到了普遍承认。但如果随后

条款草案以公约的形式通过，或许可在序言中提及 

《宪章》。

43. 在第3条草案之二中建立定义的方法值

得称赞，但他也认为，在 (a)项中应提及环境问题，

“领土” 一词应定义为属一国有效管辖的领土。有效

管辖的标准――不仅是领土的标准――确定了一国对

个人的义务，如判例法以及报告第89段中所承认的

那样。他理解特别报告员希望避免讨论域外管辖问

题，该问题属于例外，但他建议国家义务的范围应尽

量清晰全面。(f)项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带来了一

些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难题，还有其他一些条款草案中

常用的术语，例如“灾害受害者”，可以加入定义清单。

最后他表示支持将全部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4. 萨博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

中针对为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免遭严重灾难后

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作出单独规定的需要提出了令

人信服的实例和法律先例。他支持之前的评论，认

为只有经受灾国同意可入境该国的国家和非国家行

为方可享受这种保护。他还支持采用更灵活的表述，

将“一切必要措施” 改为“一切适当措施” 的建议。但

区分哪些义务构成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可能并不容

易，而且可能没有必要。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

第36段中提及受灾国在本国机构的行为方面担负的、

与管控其他机构的积极义务相对的消极义务。他认

为消极义务更为严格，在尽职方面标准更高。但最

终最重要的是实地情况和受灾国行使职权的能力及 

意愿。

45. 第17至第19条可提交起草委员会。第3条

草案之二也可同样处理。他同意其他委员的意见，支

持提及一国行使管辖权的领土问题，使文本更全面

且更加符合其他关于人员保护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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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认为，讨

论大多集中在第14条草案之二以及如何定义行为义

务以便与结果义务区分方面。他对第17条草案的措

辞没有特别意见，该条体现了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

的措辞。39 他认为不必进一步讨论第19条草案，因

为《联合国宪章》中的义务显然优先于其他国际协定

中的义务。围绕第3条草案之二提出的术语问题应由

起草委员会处理。最后他表示，支持将条款草案全

部提交起草委员会。

47. 坎迪奥蒂先生说，委员会即将完成关于一

项颇具话题性的议题工作，近期美国政府关于气候变

化导致自然灾害扩散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也认

为第14条草案之二是有必要的，并欢迎村濑先生关

于区分军事和民事人员重要性的评论及墨菲先生关

于国家与非国家机构相比具有的特点之观点。关于第

14条草案之二的表述，将“一切必要措施” 改为“一切

适当措施” 的建议将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值得起草委

员会采纳，委员会还应考虑限定“领土” 一词。

48. 他也认为第17至第19条是一般规定，并非

必要但有用。如果纳入文本，他更倾向于将之作为

几个单独条款。

49. 第3条草案之二至关重要，但需要起草委

员会的进一步工作。本议题下“人员” 一词仅指人类，

而在外交保护领域，自然人和法人有所区别；这一点

或许可在评注中加以澄清。此外，最终将有超过20
条条款草案，因此起草委员会不妨重新组织这些条

文，并考虑是否可能起草一份序言以使之更为清晰。

50. 辛格先生表示原则上支持纳入第14条草案

之二。在第七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详述了受灾国保

护援助国或实体的人员、设备和物资的义务的法律

依据。目前通过的条款草案承认人道主义援助的基

本原则，即在灾害情况下提供外部援助应获受灾国

的同意，受灾国在管控、监督和协调救灾活动方面

应发挥主要作用。报告第32段指出，受灾国一旦接

受了有关外部行为方提供的援助，应努力保障保护

相关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他支持报告第38段中

的声明：保护救灾人员、其物资及设备的义务是行为

39 大会2007年12月6日第62/67号决议，附件。见委员会

在其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及其

评注，载于《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

第49–50段。

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它要求各国尽量避免有害事件，

从而以合理的谨慎和尽职的态度保障保护。

51. 他支持在审议“一切必要措施” 条款后将第

14条草案之二提交起草委员会。他表示支持第17条
草案并支持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也支持村濑先生

关于将其与第18和第19条草案合并的建议。最后他

同意将第3条草案之二也提交起草委员会。

52.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必须根据迄今已暂时

通过的条款草案理解第七次报告中的条款草案，关

于主权和受灾国同意的条款尤其如此。他支持朴先

生就第17和第18条草案提出的观点，也同意哈苏纳

先生和其他委员对是否需要第19条草案的疑问。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53.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表示，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这一专题的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

福尔托先生、哈穆德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雅各布

松女士、村濑先生、墨菲先生、朴先生、彼得里奇先生、

辛格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

爵士，以及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和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当然成员。

下午12时55分散会

第3201次会议

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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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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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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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续 ) (A/CN.4/666，
第二部分，C节；A/CN.4/668和Add.1; 以及

A/CN.4/L.831)

[议程项目4]

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七次报告 (A/CN.4/668和
Add.1)。

2.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条款草案第14
条和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所涉义务并未相互重叠。

但后者规定的义务属行为义务，而且为了不给业已

陷入困境的受灾国造成过重的负担，更为可取的做

法是要求该国采取措施，不是“一切必要措施”，而

是当下可为其所用的“适当措施”。

3. 为了明确本条款草案与处理类似事项的国际

法特别规则之间的关系 (条款草案第17条 )，最好是

如福尔托先生所言，选择一种更为简单的表述方式，

以确立特别法的优先地位。条款草案第18条并非不

可或缺，因为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业已在条款草案

第1条中明确加以界定。条款草案第19条 (与《联合

国宪章》的关系 )亦无必要，因为《宪章》第一百零三

条无需专门提及就已经是适用的。关于草拟一份序

言的提议值得考虑。

4. 在条款草案第3条之二中，应该提及国家控

制下的领土，因为，举例来说，如果灾害发生在海

上或者南极洲等地，那么，便不存在“受灾国” 一说。

此外，该定义还应提及同样可能受灾害影响的环境。

5. 卡姆托先生说，他还认为条款草案第14条
之二中的“一切必要措施” 一语属于最高纲领性表述，

且可能会使受灾国受限于其无法时时刻刻切实加以

履行的严苛义务。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措施虽可能

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却并非是受灾国当下可以用得

上或者自行采取的。

6. 条款草案第17条的言外之意是条款草案所

规定的处置性规范在国际法或特别法未规定法定规

范时适用，从而明确限定了其适用范围，这是有益的。

条款草案第18条解释称，本条款草案并未确立一项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综合机制，故该条草

案也应予以保留。另一方面，条款草案第19条解释

称，本条款草案“不妨碍《联合国宪章》”，实无必要，

反倒会引发歧义，因为《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对等级

问题早有定论；陈述这一事实反而会有暗示可能另有

规定之嫌。最后，条款草案第3条之二中所载的定义

虽尚待完善，但大有裨益。

7. 坎迪奥蒂先生说，提及“适当措施” 并不能

解决受灾国可能无法采取这些措施的问题。此外，它

还引出了在不履行保护义务的情况下国家责任的程

度问题。或许可将提到“受灾国经考虑具体情况可自

行采取的措施”。

8. 福尔托先生评论称，在许多方面，辩论都受

制于委员会已就条款草案第16条作出的选择，该条

草案的评注指出，“必要和适当的措施” 这一用语旨

在反映尽职义务和各国落实该义务的不同途径。40

9. 墨菲先生说，这两条草案在用语方面还存在

其他差异，例如，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中“确保” 这

一动词的使用强调的是义务的严格性。对于国家可向

其警察部队下达的关于保护救灾人员的指示，应该

采取一种更具最高纲领性的办法；而对预期的各国确

保救灾人员免遭非国家行为体行为侵扰的能力，则

最好采用一种更加灵活的措辞方法。

10. 诺尔特先生说，动词“确保” 在特别报告员

援引的所有条约中均有使用，将其与“适当措施” 放

在一起，并不强调出义务的严格性。

11. 彼得先生说，问题在于要了解需保护救灾

人员至何种程度，换言之，受灾国的责任范围。正

如其他委员所言，“必要措施” 这一表述过于强烈且

带有命令性。虽无需将其替换，但有必要澄清它在

条款草案第14条中的含义。根据该条草案，受灾国

应“在其国内法范围内” 采取必要措施。在条款草案

第14条之二中，人们可以提到在“所涉灾害及其影响

情况” 或“在其能力所及范围之内” 要采取的“一切必

要措施”。而这要考虑到不同类型的灾害需要采取不

同的措施和各国能力有别这一事实。

12. 关于条款草案第3条之二中“有关非政府

组织” 的定义，他指出，在发生灾难的混乱情势下，

很难评估非政府组织的公正性和动机，更不用说在

此种情况下这几乎算不上一个优先事项。此外，重

40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5页，条款

草案第16条评注的第 (9)和第 (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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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不要对那些被认为有能力提供援助的非政府

组织的性质、地点或知识专长作出过于硬性的规定。

最后，他质疑条款草案第17条提到“国际法特别规则”

的用处。

13. 墨菲先生注意到，有几位委员表示赞成

在第3条草案之二 (a)项中的“境内” 一词之后加入

“或其管辖或控制下”，尽管乍看上去，目的似乎并不

是要包括武装冲突后的被占领土， 但他想知道这些概

念包括什么内容， 因为这已在条款草案第4条中有所

提及。

14. 哈穆德先生指出，条款草案第4条的目的

不是为被占领土创设例外，而是要填补可能存在的

国际人道法规则不适用的空白。

15. 诺尔特先生回顾称，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一

问题的人。一直以来，他的想法都是提请注意一种情

况，即主权国家受灾领土不在本国控制之下，而是

为第三国所控制，无论是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占领

还是因某一条约使然。务必要涵盖这些可能的情形，

并知晓哪个国家受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规定的义务

约束。

16. 福尔托先生强调，条款草案第4条的评注

对此十分明确，它指出，虽然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并

不是要规范武装冲突的后果，但它们在现行国际法

规则，特别是国际人道法规则不适用的情况下可能

仍然适用。41

17.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她赞同

这一看法，因为无法排除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发生重

大灾难。但应明确注明国际人道法或本条款草案适

用的情形。引入“管辖权” 概念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

法，因为借此可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而无需

质疑行使此权的合法性，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扩

大该条草案的适用范围，不过，正如诺尔特先生所

强调的那样，最好还是不要通过实例来说明此概念，

以免引发政治辩论。

18. 福尔托先生说，墨菲先生所提的问题可能

会引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因为根据条款草案第9条
第1款规定，受灾国因主权之故，有责任确保其领土

上的人员受到保护。如果“领土” 概念涵盖领土控制，

41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9页，条

款草案第4条评注第 (3)段。

而不仅仅是领土主权，那么，该款与条款草案第3条
之二之间就存在矛盾，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

19.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在这方面，还务必要

考虑到一种情况，即灾难发生地为某国饱受武装冲

突之扰的领土，但出于某种原因，该国并不承认武

装冲突的存在。因此，委员会应该思索如何处理国

际人道法规则是否适用尚不明朗的情况，并考虑起

草一份提案，规定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人权法

是适用的。

20.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
议称，考虑到各位委员所表达的意见和关切—这

些意见和关切都会在评注中予以适当反映—全体

会议应按照绝大多数委员的要求，向起草委员会提

交拟议的五条草案。作为辩论的结束语，他希望简

要复述一下所给出的支持各条草案的论据。

21. 关于委员们一致支持的条款草案第14条之

二，所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受灾国拒绝外部援助被视为

任意之举，那么在外部援助抵境时，向受灾国强加保

护责任是否合乎逻辑。这个问题意味着需要重启辩

论，探讨一读业已通过的一条案文。他认为宜提请注

意安全理事会2014年2月22日第2139 (2014)号决议，

在该决议中，安理会回顾“任意阻碍人道主义人员和

物资进出和剥夺平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品，包括蓄

意阻碍救济物资的供应和获取，可构成违反国际人

道法行为”(第二序言段 )。为了回应某些委员的关切，

他认为宜将形容词“必要” 替换为“适当”。关于应在

何种程度上考虑到义务和情况以确定就此采取何种

措施，可提及救灾人员的行为—正如第七次报告业

已强调的那样—或其他情形，以确定留予国家的

判断余地；列出具体的措施似乎并不合适。关于人道

主义行为体可以采取的减灾措施，在评注中加以提

及足矣，因为它们与本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相去甚

远。关于条款草案第9条和第14条之二之间的关系，

可在评注中通过反映报告第30段中所表明之立场的

方式进一步加以阐明。

22. 关于将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按照所述义

务的目的分为两条独立规定的提议，只要在评注中

明确区分国家机构对侵害人道主义行为体的暴力

行为直接负责的情况与如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会导

致受灾国违反其行为义务的情况即可。此外，如

果提及“适当” 措施，则可涵盖这两类可能出现的 
情况。



18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23. 在目前阶段，最好是不要合并条款草案第

14条和第14条之二，两者的方法和目的各有不同。

关于人权与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的相关性，只要对

救灾人员的保护能够增进灾民的人权，使之能够获

得人道主义援助，那么就存在一项显然有效的政策和

法律理据，这一点已在报告中提及。评注可提及于此，

以便为纳入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提供合理理由。

24. 关于有无必要区分保护受灾国人民免受救

灾人员可能实施的有害行为影响的措施，委员会业

已从条款草案第7条 (人的尊严 )和第8条 (人权 )的角

度审议过该事项，这两条草案显然已就委员们所表

达的关切作出了回应，其中暗含着旨在防止人道主

义行为体的活动损害当地民众的行为标准。此外，它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常规” 镇压在其领土上实

施的有害活动的问题。即便救灾人员被赋予特权和

豁免权，他们也必须遵守受灾国的国内法。评注可

提到这一点，并提及条款草案第7和第8条。

25. 关于有无必要在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中就

平民和军事人员作出区分，他指出这一区分缺乏法

律依据。关于使用武装护卫队提供安全服务，他提

请委员会注意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起草的主要文件中

关于使用武装护卫队保护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基本最

佳做法。42 这些文件应该在评注中予以提及，以避免

任何人道主义援助的“军事化”，否则，条款草案第

14条之二可能会促使各国过分重视安全问题，从而

为人道主义人员设置更多障碍。

26. 关于有关国家有无必要在灾前阶段拟定一

份部队地位协定来规范“军事人员在灾后开展的救灾

活动” 和增设一条新条款即第14条之三的提议，他指

出，一味侧重于军事人员几乎毫无价值，军事人员

往往只是救灾行动中的边缘角色，而且委员会早已

于2012年驳回了草拟一份示范协定的意见。但评注

仍可鼓励各国缔结此类协定。

27. 针对合并条款草案第17、第18和第19条的

提议，他说，除却前两条草案分别述及不同的法律

问题这一事实外，三条条款草案的规定各自服务于

不同的利益，最好是将它们分开。另外，最好也不

要脱离委员会的惯常做法，截至目前，委员会一直

都是分条列述这类最终条款。

42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关于武装护送人道主义车队不具约束

力的导则，2013年2月27日，可查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网站：www.unocha.org。

28. 某位委员表示倾向于在条款草案第17条中

纳入一条“不妨碍” 条款，但其提议几乎未得到任何

支持，故最好保留案文的当前形式。关于条款草案第

18条的效用，他指出，第七次报告第77段中列举的

某些例子，特别是关于国际组织和国家责任的规则以

及关于条约法的某些条款，是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的极佳例证。此外，他提请注意《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中关于领事援助的第23条和欧洲理事会第95/553/EC
号决定，43 就领事援助 (包括将“陷入困境的” 欧洲联

盟公民撤离回国 )做出了规定 (第5条第1款 (e)项 )。

29. 条款草案第19条是一项总括性条款，在委

员会先前通过的其他文本中均有出现。然而，考虑到

某些委员曾质疑其相关性，起草委员会最好对此展开

研究。最后，关于条款草案第3条之二，委员们所表

达的不同意见和所作提议将由起草委员会继续探讨。

30.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将条款草案第3
条之二、第14条之二、第17、18和第19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同时考虑到委员们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

就这样决定。

驱逐外国人 (续续 *) (A/CN.4/669和Add.1; 
A/CN.4/670; 以及A/CN.4/L.832)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续续 *)

3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就特别报告员关于驱

逐外国人问题的第九次报告 (A/CN.4/670)发表评论

意见。

32. 诺尔特先生祝贺特别报告员编写完成的关

于驱逐外国人问题的第九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报告。

在该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以其一贯的洞察力，审

视了各国政府就已经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发表的意见和评论 (A/CN.4/669和Add.1)。为数众多

的国家在意见和评论中对本套条款草案提出了强烈

质疑。在他看来，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大量具体提议

和意见应该在起草委员会内部进行辩论，而非由委

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辩论。

43 《欧洲共同体公报》，1995年12月28日第L 314号，1995
年12月19日理事会成员国政府代表会议关于通过外交和领事

代表保护欧洲联盟公民的决定，第73页。
* 续自第3199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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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委员会应该继续将本专题工作成果称为

“条款草案”。这绝不会妨碍其中所载各项规定的地位

和法律价值。其地位和价值主要取决于各国在委员

会最终通过条款草案后对它们做了什么。各国可以召

开会议，以便起草一项条约，但它们也可以将条款草

案转化为指导方针，甚至是结论。何去何从由他们

决定，委员会不应试图预测其决定。真正的问题是

委员会是否认为本套条款草案表述了现行习惯国际

法，如果是，此种表述又达到何种程度。各国在这

方面的关切是正当合理的，必须得到解决。出于这

个原因，他虽然不同意美国的观点，即该项目不应

该“最终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但他确信，他们要

求委员会明确条款草案的哪些方面反映了逐渐发展，

以免给人以所有其他条款草案 (未如此命名 )都属于

编纂的“错误印象”，44 属于正确之举。不过，如果听

从美国的建议，在评注的“开头部分作出明确表述”，
称条款草案实质上反映了“法律逐渐发展的提议，不

应将其整体视为对现行法律的编纂并引之为据”，45 就
未免太过了。不过，本着诚实和谨慎的态度，宜在

评注导言部分纳入一份声明，大意是：“1. 在下文评

注中，委员会已竭力指明条款草案中的哪些规定在

其看来是对现行法律的编纂，哪些规定在其看来是

法律逐渐发展的提议”，以及“2. 如果委员会未如此

具体指明，则不可假定任何有关规定反映了编纂或

逐渐发展，其法律地位必须依照评注中援引用以支

持此地位的渊源而定。”

34. 在他看来，委员会最有成效的处理办法是

首先让起草委员会结合各国的意见逐条审议条款草

案及其各自的评注，然后在可能且可行的情况下指

明它们究竟反映的是编纂还是逐渐发展。考虑到所

建议的通常做法，他将仅就某些具体条款草案作出

简短评论，并将进一步的评论保留至起草委员会进

行审议之时。

35. 关于条款草案第1条，需要阐明合法居留一

国境内的外国人与非法居留一国境内的外国人之间

的区别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并非修改条款草

案范围的理由。美国的建议是，应对条款草案第2条
和第11条进行统一，主要是为了确立意图要求，对

此建议应多加留意。特别报告员业已表示愿意朝这

个方向努力。此外，还必须就某些国家对“关于不允

44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一般性评论和条款草案

的最终形式。
45 同上，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

许不是难民的外国人进入一国” 46 这一表述抱有的关

切作出回应。正如美国的评论所说，条款草案第3条
的现有案文可能会让人错误地觉得委员会认为所有

条款草案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但如删除

“其他” 二字，只会适得其反。起草委员会应仔细考

虑这一点。关于条款草案第5条第3款，正如联合王

国所建议的，应该就合法居留一国境内的外国人与

非法居留一国境内的外国人作出区分。最后，各国

就条款草案第11条表达的若干实质性关切应予解决。

36. 他再次感谢特别报告员的出色工作，并

援引托穆沙特的话称，希望委员会能够让条款草案

“处处体现出一种开明的现代主义精神，既认真严肃

地对待法治和人权，但又不将其置于任何其他公共

利益考量之前”。47

37. 福尔托先生说，在现实中，尽管驱逐对各

国而言是一种合法的保护手段，但它也是一种对经

历驱逐者的生活有着深远影响的严重行为。从法律

上说，驱逐是一般国际法的一个领域，相关规则已

存在一个世纪有余，无论它是多么敏感的议题，都没

有对通过一套条款草案的选择提出异议的客观理由。

即便不同意编纂人员的某些看法，也没有理由像某

些国家所做的那样，否认编纂的可能性。总的来说，

最为棘手的问题是条款草案未能依照《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四条，就可能出现的克减情况作出任

何规定，而且它不容许对如第26条草案所规定的权

利有任何例外。

38. 他在转而谈及具体条款草案时称，他对各

国未对条款草案第4条提出异议表示欢迎，该条草案

是向前迈出的实质性一步，因为它根据国际法院在

艾哈迈杜 · 撒迪奥 · 迪亚洛案中对适用条约法的阐述，

规定任何违反国内法律的行为皆属违反国际法。另

一方面，他认同几个国家和数位委员会委员的看法，

即最好能通过一条一般性的“不妨碍” 条款将难民排

除在本套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外，因为条款草案很可

能与难民法不一致。

39. 条款草案第9条不宜提及不驱逐本国国民

原则。他甚至怀疑该条规定—其所涉及的实为国

46 同上，对条款草案的特定评论。
47 C. Tomuschat, “Expulsion of ali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draft articles”, 载于G. Jochum, W. Fritzemeyer和
M. Kau (编 )，Grenzüberschreitendes Recht—Crossing Frontiers: 
Festschrift für Kay Hailbronner, Heidelberg, C. F. Müller, 2013，
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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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否真正属于条款草案的范畴。他也拿不准条

款草案第15条第1款的价值何在，它似乎没有反映出

国家实践。条款草案第19条应该对拘留和拘留条件

加以区分，而且应该先详细解释对一国为驱逐目的而

诉诸拘留之权利的限制，再另行解决拘留条件问题。

40. 就条款草案第26条而言，在第1款 (a)项中

规定外国人享有收到驱逐决定通知的权利实非易事，

因为相关判例法，特别是2010年就艾哈迈杜 · 撒迪

奥 · 迪亚洛案作出的判决，并未提到该项程序要求，

而且它亦不曾出现在国际法律案文中。但他支持特

别报告员提出的第4款修正案。48

41. 特别报告员就条款草案第27条拟议的修正

将会界定上诉之暂停效力的范围——此效力的绝对性

现已引发一些合理关切——因此有可能继续保留这一

条款。49 委员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应该铭记欧洲人权

法院2013年就德苏萨 · 里贝罗诉法国案作出的判决。

41. 最后，他仍然认为条款草案第29条所依据

的并非国际责任法的主要规则，而是次要规则，特

别是关于补偿的规则。与2012年时的态度一样，他

依然倾向于提议将该条草案删除，并将其主要内容

纳入条款草案第31条的评注中。

下午1时散会

第3202次会议

2014年5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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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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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48 见上文第3199次会议，第8页，第16段。
49 同上，第8页，第17段。

驱逐外国人 (续续 ) (A/CN.4/669和Add.1; 
A/CN.4/670; 以及A/CN.4/L.832)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驱逐

外国人问题的第九次报告 (A/CN.4/670)。

2. 尼豪斯先生说，各国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

提出的评论与看法表达了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相

互矛盾的观点，其中包括这一专题不适于编纂，以

及应当保留国家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完全自行斟

酌决定将外国人从其领土上驱逐出去的传统做法等。

对某些条款草案的内容，一些国家似乎感到非常困

惑，他认为这主要是条款草案的措辞使然，起草委

员会应处理这一问题。

3. 就第1条草案而言，一些国家反对给予在一

国领土内合法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同等待遇，这一

点有悖于特别报告员明确阐述的正确立场，即在涉

及基本人权问题时，不应对个人做出任何区分。

4. 第3条草案的案文明确无误，应予以保留，

不做任何改动。一个国家建议对该条进行修正，要

求根据国家的“国际法律义务” 实施驱逐，他认为这

一建议过于含糊。50

5. 就驱逐难民进行规范的第6和第8条草案存

在问题。他同意最好不将这类规则纳入条款草案。关

于纯粹出于驱逐目的剥夺国籍的第9条草案是一条重

要规定。他曾在全会讨论时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剥夺了原籍为德国的公

民的合法国籍，并通过行政令将德国国籍强加于他

们，这种做法纯粹是为了没收他们的财产。这一法律

越轨行为表明剥夺国籍可能以何种方式被不当使用。

令人遗憾的是，条款草案中不再包括国家不得驱逐

本国国民的原则。关于禁止出于没收财产目的实施

驱逐的第12条草案与第9条草案密切相关，因此将

两条合并是合理的。

6. 虽然第15条草案处理的是一项合理的关切，

但第1款的措辞模糊，具有误导性，应重新组织措辞。

50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对条款草案第3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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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措辞来看，案文似乎显示出某些歧视形式是

国际法所允许的。

7. 关于第26条，他不同意福尔托先生被驱逐

的外国人收到关于驱逐决定的通知权仅仅是一种形

式的看法。相反，这是一项重要程序，像条款草案

中规定的其他程序权一样，该程序有益于捍卫个人

的权利。

8. 最后，虽然以公约形式体现委员会的工作成

果将很理想，但这一决定必须由各国在大会上做出。

就目前而言，委员会应结束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并

在二读时批准条款草案，考虑各国有助于改进条款

草案措辞的评论和意见，以确保草案得到更好的理

解和接纳。

9. 墨菲先生说，在 2012年第六委员会就国际

法委员会的项目该采取何种形式这一问题发表评论

的22个国家当中，16个国家强调不应采取条款草案

的形式。在委员会自其处收到书面评论的14个国家

中，7个国家表示反对项目最终以条款草案作结。一

些反对提出条款草案的国家提供的理由包括：案文倡

导的新原则不能体现当前国际法或国家实践的状况；

案文超越了现有多边条约的权限；关于这一主题存在

详细的区域法律，因此制定新的全球统一规则既不恰

当也无益处；这一主题本身的性质不适于成为条约；

以及案文过于关注外国人的权利等。有两个国家不仅

反对将委员会的工作转化为条款草案的观点，而且还

呼吁完全终止该项目。他本人反对这样做，但他对

一些国家表达的关切表示认同，其中包括一种论点，

即许多国家的法律，一些区域文书和广泛批准的人

权条约规定了对被驱逐的个人的保护，而委员会的

案文常常偏离这些规则。

10. 所有的关切似乎都来自于一种特别的困境，

即委员会试图就某一领域编纂一系列规则，但各国已

经存在有关该领域的成熟和长期的规定。世界上每

一个国家都有关于移民和驱逐问题的详细规则，这

些规则涉及到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

11. 对这些关切似乎有两种可能的答复。第一

种答复是重新拟订项目，如提出原则草案或指导方

针草案，而非条款草案。委员会曾三次将工作成果

转化为原则草案，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为了影响后来

制定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工作，同时并不要求制定一套

统一规则。51 委员会在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专题方面处

境类似，因为其目标是鼓励各国将现有国家制度向

项目规定的原则方向发展。因为委员会并无意改变

关于驱逐的现有条约，如有关难民或移徙工人待遇

的各项公约，所以委员会也许应将规则拟定为一般

性原则，为各国制定和修订各自的规则提供指导。

12. 第二种答复是继续将项目转化为条款草案，

但他同意诺尔特先生的意见，即仅仅忽视各国反应

强烈的原因是错误的。委员会应尽可能地对条款草

案进行调整，以处理关切的问题。对于未做调整之处，

委员会也许可以同意在评注中将之作为逐渐发展条

款，从而摆脱一些批评。他同意诺尔特先生关于在

评注开头纳入一项声明的意见，表明对一特定条款

草案是否构成逐渐发展表示沉默并不代表编纂的假

设；实际上，作为一种编纂形式的规则成立与否取决

于评注中权威性引文的力量。

13. 关于第1条草案，一些国家仍然反对在条款

草案中纳入在一国领土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认为

应将他们纳入与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不同的特定类别。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享有人权

这一事实，但关切的问题在于，委员会对两个星期

签证到期后仍然滞留的个人与作为外国居民在一国

居住十年的个人规定了相同的权利。他倾向于对这

一关切表示认同，认为委员会应当自问，在制定条

款草案时，是否所有条款都应适用于在一国领土内

非法居留的外国人。

14. 关于第2条草案，他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在

(a)项中将“有意” 一词置于“行为” 之前的提议。这一

改动可能助于第2条草案和第11条草案之间的协调。

15. 许多国家对条款草案与1951年《关于难民

地位的公约》相冲突表示关切。例如，第2条草案声

明拒绝接受难民是一种驱逐形式。他倾向于同意福

尔托先生的意见，即委员会试图通过第8条草案解决

这些冲突，结果只会招致困惑和批评。因此，委员

会应考虑将难民排除在项目范围之外，因为业已存

51 见纽伦堡法庭宪章和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 ( “纽伦

堡原则” )，《1950年……年鉴》[英 ]，第二卷，A/1316号文件，

第374页起，第95–127段。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况下的

损失分配原则草案，《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69页起，第66–67段；以及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

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同上，第185页起，第176–1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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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获得广泛批准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已经处

理了驱逐难民的问题。

16. 关于第3条草案，美国指出条款草案与其

他条约体系的关系不明晰。52 案文所载的一些权利在

另一些条约体系中是允许克减的权利。但第3条草案

明确声明，驱逐行为必须同时符合条款草案和其他

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这似乎将克减排除在外，但令

人感到困惑的是，第3条草案的评注允许某些情况下

的克减。53 很明显，起草委员会还需处理这一问题。

17. 第15条草案规定，国家行使驱逐外国人的

权利时不得以财产和国籍为由加以歧视。特别报告

员似乎误解了美国的评论，54 美国只是在其中列举了

某些接收做法，以表明驱逐可能是出于与财产相关

的原因。在许多国家，贫困或依赖政府福利本身也

常常成为驱逐理由。秘书处在其关于驱逐外国人的

备忘录中列举了24个因与财产相关的理由实施驱逐

的国家。55 此外，许多移民法学者强调，基于国籍的

区分非常常见，且得到了普遍接受。的确，从最根

本层面而言，驱逐外国人的定义即基于国籍的歧视，

因为这一行为涉及驱逐不具备驱逐国国籍的个人。

18. 欧洲联盟对具备和不具备成员国国籍的个

人做了区分：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自由行动和

居住权的第2004/38/EC号指令 56 第27和第28条规定

的有关免于驱逐的保护不适用于非欧洲联盟成员国

的公民，这类公民仅受《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所载免受驱逐条款的保护。

19. 关于第24条草案，特别报告员似乎在介绍

性发言中就美国对“酷刑” 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 加以区分的做法做出了批评。虽然

特别报告员认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但他

52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3条
的意见。

53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22页，条

款草案第3条的评注。
54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美国关于条款草案第15

条的意见。
55 见A/CN.4/565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

站，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6年 )文件。最终文本将转载于《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56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2004年4月29日关于联盟公民及

家庭成员在成员国境内的自由行动和居住权的第2004/38/EC
号指令，《欧洲联盟公报》，2004年4月30日第L 158号。

本人所指的第3条所载“不驱回” 条款表明《公约》还

是对之进行了区分。

20. 他支持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供其

结合各国提交委员会的评论作进一步审查。

上午10时40分散会

第3203次会议

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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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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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驱逐外国人 (续续 ) (A/CN.4/669和Add.1; 
A/CN.4/670; 以及A/CN.4/L.832)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驱逐

外国人问题的第九次报告 (A/CN.4/670)。

2. 特拉迪先生说，与福尔托先生一样，他也认

为委员会工作的最终成果应该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

关于第1条草案，他注意到联合王国反对条款草案适

用于所有外国人，无论其是合法或非法居留在一国

境内的。57 尽管这一问题与本专题相关，但实际上涉

及的是可适用的标准，不是关于范围的条款草案所

应处理的问题。关于第3条草案，他认为目前的措辞

应该保留，因为美国拟议的新措辞有失均衡。不过，

57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联合王国关于条款草案

第1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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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第一句改为：“一国只能按照其国际法律义务驱

逐外国人”。

3. 关于第15条草案，他不反对将性取向纳入

第1款所列出的歧视理由。关于第24条草案，起草

委员会可能需要解决执行问题，并澄清“有充分理由

相信” 一句的含义。他指出一些国家注意到该条草案

扩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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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的不驱回原则的范围，

这是正确的。他强调，这种逐渐发展是符合绝大多

数国家所信奉的价值观的。最后，他改变了将难民纳

入条款草案范围的想法，他同意福尔托先生的意见，

也认为最好避免将之纳入，因为这样有可能与《关于

难民地位的公约》产生冲突。

4. 朴先生说，委员会应对各国提出的往往相互

冲突的意见和看法进行考虑，同时避免对一读已经

通过的草案作出实质性改变。有鉴于此，重要的是

不要以某些国家的保留是基于国内考虑，而不是遵

循国际法观点而对其加以否定。关于第1条草案，他

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不应再重新回到是否应

该将一国境内合法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都纳入条款

草案范围的讨论。关于第2条草案，起草委员会应考

虑某些国家提出的对 (a)项和 (b)项的修正。关于第7
条草案，他注意到只有那些尚未批准1954年《关于无

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的国家认为这一条没有必要并请

求删除。关于第10条草案，该条反映了《保护所有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的内容，

所以尚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不赞成这一条是可以

理解的。起草委员会应考虑到禁止集体驱逐作为一

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涉及到了不同法律体系的程

序规则。

5. 起草委员会也应考虑某些国家对第11条第2
款中关于将个人行为归于国家的标准的关切，实际

上该款中的标准比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条款的标准宽泛得多。58 关于第14和第15条草案，

他认为，这些条款属于一般性条款，应该列入条款

草案的另一部分。关于第19条草案，他不反对在第2
款 (b)项“司法” 之后插入“或行政” 一词。由于欧盟对

58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会

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该条草案的意见，59 可能出现世界其他地区是否愿意

接受的问题。

6. 关于第23条草案，起草委员会应考虑到的

是，若干国家认为本条是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33条属人适用的“不驱回” 原则范围扩展到被驱逐

的外国人—尽管这样做在国际法上中并没有依据。

委员会还应该考虑对该条草案的适用条件加以澄清

的提议。它不应该忽视某些国家认为第27条草案和

第29条草案不能接受的立场，因此委员会需要决

定这些条款是应该删除还是应该通过逐渐发展予以

保留。

7. 彼得里奇先生对特别报告员愿意参照各国政

府提出的意见重新考虑某些条款草案表示欢迎，并

希望起草委员会有足够时间来进行审议。他注意到

有相当多的国家表示偏向于非约束性文书，毫无疑

问是因为他们担心新的义务可能对他们已在国家或

区域层面采取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规则和惯例产生

影响。虽然以指导原则或准则的形式将大量不同惯

例统一起来的想法初看起来似乎很诱人，但在目前

的工作阶段将委员会数年辛苦编撰的条款草案搁置

一旁是全然不妥的，特别是这些草案并不妨碍大会

可能决定给予的最终形式。最后，起草委员会应适

当注意各国提出的必须将合法与非法居留在一国境

内的外国人加以区分并分别处理的看法。在这方面，

委员会应列出这些条款草案，以作出更明确的区分。

8. 哈穆德先生说，他希望就大会第六委员会一

读通过条款草案的辩论情况以及各国政府的评论和

意见发表几点看法。各国对这一专题是否适合编纂和

发展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必要性表达了不同观点。在这

方面，人们反复强调各国驱逐外国人做法千差万别，

这一专题属于国内法的问题。的确有大量不同的国家

实践，但也应该铭记国际法中有确立的关于驱逐外国

人的原则。条款草案中的一些规则事实上构成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这并非不同寻常；这些条款草案一旦

获得最终通过，也将由各国来确定它们的法律份量。

他认为，这些规则很好地平衡了国家权利与拟被驱

逐的外国人的权利，是以国家和国际性法院的实践

和判例为基础的，这些实践和判例清楚地表明驱逐

权已不再是一项绝对权利。

59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8次
会议》(A/C.6/67/SR.18)，第61–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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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他说，条款草案

所依据的许多原则已经或即将成为一般国际法的一

部分，以公约的形式通过条款草案符合国家和国际

社会的利益。关于是否将非法居留在一国境内的外

国人纳入条款草案范围，委员会已经作出积极回应，

强调它将视情况在具体条款中澄清这类外国人的待

遇问题。如果将他们排除在外，将在行使条款草案中

的基本权利方面出现不平衡和漏洞，可能导致滥用。

10. 关于驱逐难民问题，委员会应该参照各国

提出的意见考虑两个问题：《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

一条第六款所列的例外情况，他认为这些例外情况

应该列入第8条草案的正文，而不是评注；以及条款

草案第6条第2款提出的，在一国境内非法居留的难

民在提出承认难民身份申请并等待审理过程中，应

禁止驱逐其出境。第6条草案亦构成了国际法的逐渐

发展，是得到国家实践支持的，二读时不应该改动，

特别是国家随后将自行确定它的法律价值。各国对

非法驱逐的主要后果，即第29条草案规定的重新准

入表达了不同观点。该条草案确实构成了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应予以原样保留，因为它对重新准入义

务设定了合理限制，很好地平衡了国家权利与遭非

法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

11.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一些国

家反对委员会的工作成果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最

终成为一项公约，它们更喜欢原则草案准则或最佳

做法指南的形式。然而，这一项目已经走得很远了，

容不得委员会作出如此重大改变，而且也不应作出

如此改变。此外，条款草案的工作不等同于条约工作。

凭经验可知，立法权最终在于国家，国家将选择是

否赋予条款草案以公约的规范价值—即使在目前

情况下公约可能是理想的结果。

12. 各国的评论和意见表明了一种将委员会任

务的两个方面—编纂和逐渐发展—截然分开的

倾向，并在某些情况下多半偏重于前者。然而，这

两个方面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虽然国家有权

作出区分，委员会也在评注中提到了某些条款草案

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但在条款草案中列入关于编

纂与逐渐发展各自作用的总体说明是不恰当的。委

员会的具体任务是促进国际法的发展，需要在其任

务的这两个方面保持平衡。

13. 关于条款草案，她认为涉及难民问题的第2
条、第6条，特别是第8条草案，妥善反映了各自保

护制度的具体特点，因此没有必要对这些条款作出

实质性改动。关于第6条草案，应该按照特别报告员

的提议，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第六款所

述例外情况放在评注中，以澄清禁止驱逐的范围；还

应该修改第3款，以使其与第23条草案第1款和第24
条草案保持一致。按照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在第8条
草案正文或评注中纳入有关“不妨碍条款”，明确提

及有关规则是更有利于难民和无国籍人的规则，是

个好主意。

14. 第9条草案的措辞令人满意；如果加入驱逐

本国国民的内容，将超出条款草案的范围。关于第

16条草案，“儿童的最大利益” 的提法应该保留，因

为这是已获得几乎所有国家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

的一项重要贡献。

15. 关于第26条草案，收到驱逐决定书面通知

的规定，将加强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关

于第27条草案，一些国家表示关切的是，对驱逐决

定提出上诉的暂停效力在措辞上有些绝对，与现行

各种法律制度不吻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委员会

应该考虑国际人权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特别是欧

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在2014年4月22
日对A. C.等人诉西班牙案的判决中指出，鉴于驱逐

可能对有关个人人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保证

上诉的有效性，可能需要暂停执行驱逐决定。因此，

委员会不妨重新拟订第27条，明确指出上诉具有暂

停效力是因为如果在针对上诉的案情实质作出决定

之前驱逐，可能对该外国人的权利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害。

16. 哈苏纳先生说，虽然收到的评论和看法只

反映了少数国家的意见，但是鉴于这一专题的敏感

性，各国就所采取的基本方针、甚至本专题是否适合

编纂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以及反对和质疑，都是

可以理解的。虽然在现阶段条款草案的总体平衡不容

怀疑，但各国提出的一些建议有助于厘清各种问题。

例如，关于第2条草案中驱逐的定义，他同意采用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中的归属标准相同

的标准。关于第5条草案，他支持在评注中说明应在

作出决定时，而不是在递解出境时考虑驱逐的理由。

关于第9条草案，他赞同在评注中忆及国家不得驱逐

本国国民的原则。他还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在第1条
界定的条款草案范围中同时纳入合法和非法居留在

一国境内的外国人，但对两类外国人的某些程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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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作出区别，而它们的基本权利，如第14条和第4
条所述的基本权利，是一样的。

17. 第6条第3款、第23条和第24条草案应提

交起草委员会，由起草委员会确保其措辞更大程度

的一致性。它尤其需要就第6条草案中“有正当理由

认为” 与第24条草案中“有充分理由相信” 作出选择。

此外，第6条草案明确规定了禁止驱逐难民的例外，

以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可以不执行相关规定，但

在列出禁止驱逐其他外国人理由的第23条和第24条
草案或者相应评注中则没有类似规定。因此，有必

要在特别报告员建议的基础上澄清这一点；这样做可

以减轻某些国家关于条款草案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秩

序问题重视不够的关切。

18. 关于第19条第2款 (b)项，按有人建议的那

样，延长拘留期的决定“必须” 由法院或一名获授权

行使司法权的人“审查”，以防止行政机关的任何滥用

(在某些国家，负责作出此类决定的通常是行政机关 )，
是有道理的。

19. 关于第27条草案，将上诉的暂停效力限定

于驱逐可能造成“不可挽回损害” 的情况是不合适的，

因为即使委员会必须在国家利益与拟被驱逐外国人

利益之间寻求更加公平的平衡，列入这一条件也会破

坏条款草案的真正目的。正如评注所说，真正目的

是解决外国人被驱逐后可能导致上诉失败的障碍。60

20. 仍然需要起草委员会参照各国和委员会委

员提出的意见，解决已提出的实质性、语言和术语问

题。至于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那是大会决定的事项。

21. 斯图尔马先生说，按某些国家的愿望 61将条

款草案变成原则草案，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改换一

下名称。由于形式和内容有着密切联系，任何这样

的改动都将意味着对整个专题的重新审视。各国当

然对方法学具有发言权，但不能是在经过近十年工

作以后才这样做。条款草案一旦二读通过，各国将

可以决定它们是否希望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文书。

22. 第1条草案规定的范围当然应涵盖所有外

国人，无论其是合法或非法居留在一国境内的，尽

管可以视情况对某些程序权利实行差别待遇。关于

60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7–48页，条

款草案第27条的评注。
61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

禁止驱逐难民，即第6条草案的主题，至少应该在评

注中明确指出该条不以任何方式修改《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还需要按欧洲联盟的建议，说明第8条草

案关于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其他规则是最利于拟

被驱逐个人的规则。62 第13条禁止为规避引渡程序

而诉诸驱逐的规定，不应该排除主权国家进行合作的

灵活性。第14条所述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人格

尊严和人权的义务是不言而喻的，但应该如其他人权

文书那样辅之以克减条款。第15条不歧视的义务只

应涉及没有合理和客观理由的歧视。最后，第27条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应仅适用于“决定

的执行可能造成无法挽回损害的情况”。

23. 萨博亚先生说，一些国家对条款草案提出

了意见，鉴于这些国家的数量和所处地域，是不能

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但是出于对不厌其烦地提出

这些意见的国家的尊重，也要对这些意见加以考虑。

即使条款草案最终不能如特别报告员建议的那样变

成公约，但随着各国际性法院的不断援引，认定其

构成国际法的编纂或逐渐发展，它们将会获得越来

越大的法律效力。

24. 关于第九次报告，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在第

19条草案中强调区域法律的重要性，不仅是欧洲法

律，而且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法律，特别是拉丁美洲

法律—其中的《卡塔赫纳难民宣言》63 值得一提。如

第九次报告第21段所述，与习惯法一样，普遍性条

约也是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将无正规身份的外国

人纳入条款草案范围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条款草案

不适用于这部分外国人，其用途将会十分有限。非

正规身份的外国人不仅最容易遭到驱逐，而且在日

益全球化时代人数最多，也最脆弱。委员会已经设法

兼顾国家管理其境内外国人的主权权利与保护外国

人包括无正规身份的外国人基本权利的必要性。它

仍可以对条款草案作出一些修正，以反映某些国家

在这方面的关切，同时维护第九次报告第76段提到

的“开明的现代主义精神”。最后，他强调提及无国

籍人和集体驱逐问题的重要性，因为禁止集体驱逐是

一项国际法原则；也强调“不驱回义务” 应适用于可

能遭受残忍、不人道或有侮辱人格待遇或处罚情况，

62《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8次
会议》(A/C.6/67/SR.18)，第58段。 

63 在1985年11月19-22日在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行的中

美洲、墨西哥和巴拿马关于国际保护难民问题座谈会上通过；

可查阅www.acnur.org/cartagena30/en,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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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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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

25.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回忆说，

委员会是为各国利益工作的，当然需要考虑它们的意

见和愿望。然而，委员会的任务是由各国本身设定的，

后者也应对这项任务予以充分考虑，铭记该任务包

括两个方面：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尽管对两

者作出明确区分并非总是易事。就所有评论归纳出

一般性结论相当困难，特别是因为有些意见纯粹出

于国家考量，忽视了实在法和国家实践。

26. 谈及条款草案，他说，不应该在第1条草

案界定的范围内对有正规身份的外国人和无正规身

份的外国人加以区别，因为此处讨论的是基本权利。

如特别报告员所强调的，不歧视的义务已经存在于

实在国际法，因此第15条草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

容。第27条规定的“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是必要的，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多国家的保留，可能

是因为它是在评注中以构成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形式

出现的，64 而它本该被放在关于保护和促进外国人权

利的规定之下。关于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主流意

见似乎赞成非约束性文书，在现阶段委员会不必考

虑这一问题。

27.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有必要根据国家实践

和国际判例达成一种平衡，以便协调各国表达的两

种不同立场，即认为条款草案设立的保护水平低于

其本身给予拟被驱逐外国人的保护水平和认为条款

草案超出了其立法和所加入的条约规定的制度范围。

至于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即使条款草案不能成为

公约，它们的法律效力也会随着法院以解释国际法

之故不断予以援引而日益增加。

28. 将非法居留在一国境内的外国人纳入条款

草案范围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与合法居留的外国

人显然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然而，也应该铭记，移

民条例的不同情况涉及不同程度的保障，待遇上的

差别如果合理或成比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

墨菲先生和福尔托先生所指出的，纳入难民和无国

籍人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第6条、第7条和第8条
草案并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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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规定的内容增添任何新的

内容。

64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7–48页，条

款草案第27条的评注。

29. 第23和第24条草案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

确认了不驱回原则是一项绝对原则，适用于任何人，

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不允许以国家安全或外国人的

刑事记录方面的考虑而对这一原则有所减损。同样，

国际司法判例并没有证实遭受酷刑的风险与遭受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之间存

在区别。

30.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就至少在第9条草案评

注中忆及国家不得驱逐本国国民的原则是否有用所

表达的观点。他也同意将第19条草案分成两部分，

因为如福尔托先生所说，诉诸拘留与拘留条件应在

不同条款中处理。还应该强调拘留绝不可任意进行。

第2款 (a)项中的“时间过长的拘留” 太含糊，应在评

注中对“合理必要的” 一词加以说明。关于第3款 (b)
项，为避免造成法律不确定性，应说明将不驱逐的原

因归诸于外国人应该是客观的，而且拘留时间必须

与这些理由相适应。关于第26条草案规定的拟被驱

逐的外国人的权利，欧洲联盟建议以书面形式将驱

逐决定和可利用的补救措施通知该外国人，65 这一建

议值得考虑。最后，与其如有人所建议的那样，将

第27条规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取决于存在的一项不

可挽回的损害风险，他建议在该条草案中增加一款，

允许外国人在驱逐决定的执行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

损害、且又没有有效补救措施的情况下，请求采取

临时措施。

31.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在二读阶段，

重要的是保持委员会在经长期讨论后已在主权国家

权利与拟被驱逐外国人权利之间达成的平衡。应在

评注中或通过起草修正案来反映各国的意见，以便

使这种平衡不致遭到严重破坏。同样，在目前阶段，

文本应该采取条款草案的形式，不管以后大会如何

决定。与委员会以前的所有工作一样，根据其授权，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构成了国际法的编纂和

逐渐发展—即使对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确实并不

总是有可能。

32. 关于条款草案本身，他希望提及一个术语

问题。第1条草案中对在一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

人与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加以区别是重要的，但称之

为“有正规身份” 或“无正规身份”，可能比“合法” 或

“非法” 居留更合适。

6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8次
会议》(A/C.6/67/SR.18)，第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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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后，他注意到很多国家对条款草案表

示欢迎，通过条款草案是过去半个世纪国际法朝着

“人性化” 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

下午1时05分散会

第3204次会议

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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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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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 
联合国法律顾问的发言

1. 德塞尔帕 · 苏亚雷斯先生 (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说，按照惯例，他将概述

法律事务厅的活动，重点介绍过去一年中特别值得

注意的法律动态。

2. 秘书长的一项重中之重是打击有罪不罚和建

设问责时代。因此，法律事务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

力处理与国际刑事司法有关的问题，并支持国际法

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

3. 自1999年以来，安全理事会越来越经常地

授权维和人员不仅可使用武力自卫，而且亦可使用

武力保护受到急迫人身暴力威胁的平民。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联刚稳定团 )。安全理事会最近授权联刚稳定团开展

进攻性行动。66 这是首次下达此类任务授权，提出了

66 安全理事会2013年3月28日第2098 (2013)号决议，第12(b)
段。

一系列法律问题。联合国维和部队将在何种情况下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成为冲突的一方？如果他们这样

做，法律上会产生什么后果？维和部队成员应当如何

对待可能被抓获的武装团体成员？应如何处理关于

维和部队成员曾经违反国际人道法或犯下战争罪的 
指控？

4.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际人道法、国际人

权法和国际刑法发生了重大演变，特别是在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因此，他所在的法律事务厅

为军事指挥官们编写了关于在对武装团体发动攻击

时如何适用国际人道法某些基本原则的实用指南，并

拟定了应用最新理念的、关于处理在进攻性行动期

间抓获武装团体成员的程序。

5. 在南苏丹，军队内部分裂引发了新一轮的冲

突，并导致许多平民流离失所：85,000人在联合国南

苏丹特派团驻地寻求避难。这使得特派团的资源紧

张，并引出了一些关于如何解释特派团任务规定的复

杂问题。在如此众多的、可能支持截然相反的政治团

体的平民中维持秩序，联合国能做些什么？为确保

其自身工作人员和财产的安全，联合国能做些什么？

如何处理因在联合国驻地外部或内部所犯罪行而被

当地执法机构通缉的个人的情况？这些问题在南苏

丹尤为严重。当地政府机构薄弱，按照有关正当程

序的国际标准执行刑事司法的能力有限，但却有权

判处死刑。

6.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运作了十年，在作出

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后，就起诉利比里

亚前总统查尔斯 · 泰勒一案作出了上诉判决， 最终完

成了其工作。泰勒现在联合王国服50年有期徒刑。67 
塞拉利昂余留事项特别法庭于2014年1月1日开始运

作， 这是现代国际刑事司法史上，一个独立的新机构

首次接管其前身。新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处理保

护证人、管理和维护档案以及执行判决等重要工作。

法律事务厅支持这项工作，他希望国际社会也能这样

做，特别是为此确保法院拥有稳固的财政基础。2014
年1月，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开始审理与2005年2月
对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 · 哈里里实施攻击有关的阿亚

什等人案。此案的审理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

的。2013年11月，联合国法律顾问签署了刑事法庭

67 见检察官诉查尔斯 · 甘凯 · 泰勒案，案件编号SCSL-03-
01-A，2013年9月26日的判决，上诉分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

法庭，第6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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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的总部协定，68 并
于2014年初访问了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

7. 国际刑事法庭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它

们依赖于自愿捐款。虽然大会最近同意，如果2014
年自愿捐款少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核准预算，允

许秘书长承付款项，69 但国际社会仍然有责任确保该

法庭有充足的资金完成其司法任务。许多评论家认

为，该法庭正在进行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刑事审

判。如果它由于缺乏资金而夭折，那么对于受害者和

柬埔寨人民来说，都是一大悲剧。柬埔寨法院特别法

庭通过民事方参与制度为发展国际刑事司法作出了

贡献。因为该法庭既有国际法官和检察官，也有国

内法官和检察官，因此它很可能会留下不朽的遗产，

有助于提高司法能力，并促进各方更加尊重法治。

8. 2014年，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将举行大量活

动，庆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20周年。迄今已

有166个当事方加入该《公约》。法律事务厅负责与

执行《公约》有关的交存职能，并为《公约》缔约国会

议 70 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会议 71 提供了服务。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共收到了71份关于离基线200海里以外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划界问题的材料，并通过了20项
关于这一问题的建议。大会一直在继续处理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资源问题

以及建立一个全球报告和评估海洋环境状况、包括

社会经济问题和可持续渔业的定期进程。联合国海

洋和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下一次会

议将讨论海产食品在全球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9. 在过去一年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和

《政府间陆港协定》这两项条约已经交存秘书长。在

2013年条约活动期间，增加了60项签署和49项受条

约约束的同意。72 2014年，条约活动将重点介绍关

于人权、恐怖主义、刑法和环境等主题的40项条约。

条约科经常答复从各国和国际组织收到的关于条约

68 《联合国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于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

际处理机制总部的协定》，2013年11月26日签署于达累斯萨

拉姆，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1602号。
69 大会2014年4月9日第68/247 B号决议，第7段。
70 关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的情况，可

于下列网站查阅：www.un.org/depts/los/meeting_states_parties/
meeting_states_parties.htm#contact。

71 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会议，可于下列网站查阅： 
www.un.org/depts/los/clcs_new/clcs_home.htm。

72 “2013年条约活动：实现普遍参与和实施”，可于下列网

站查阅：https://treaties.un.org，Treaty Events。

最终条款或者起草或修订条约的政府间进程的各种

问题。

10. 在他作为法律事务厅负责人开展工作的过

程中，他时刻谨记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这项工作

既缜密又细致，使委员会能够高效并富有成果地完

成其法定任务。他向委员会保证，委员会在法律事

务厅拥有一位朋友和倡导者。

11. 主席感谢联合国法律顾问的发言，并请委

员们向他提问。

12. 墨菲先生问联合国法律顾问能否鼓励各国

政府就委员会处理正在审议专题的方法提交评论意

见。他还想知道，委员会是否有必要为维和人员制

订准则，或就国际组织行政法庭的做法所应遵循的

基本规则提供指导意见。委员会或许可以每五年在

纽约举行半届会议，以此推动和加强与第六委员会

之间的互动。

13. 德塞尔帕 · 苏亚雷斯先生 (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说，在与会员国代表开展

双边对话的过程中，他努力鼓励他们就委员会的工

作提交更多评论意见。

14. 他有兴趣听取委员会如何看待安全理事会

授予“强有力的” 维和任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以及在

国际人道法方面造成的后果。鉴于联合国内部司法系

统的判例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和概念上的缺陷，委

员会还可以帮助填补这一制度中的空白。

15. 他的初步研究表明，每五年在纽约举行委

员会的半届会议不可行，因为在委员会通常举行届

会的日子里，那里缺少会议服务。

16. 彼得里奇先生指出对特别报告员的财政支

持不足，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委员们在就其担任的职务

提供服务方面面临困难。《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坎

帕拉修正案》73 的通过将会促成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

事法院之间加强互动并促进《规约》的普遍适用吗？

法律事务厅或可研究北极地区的国际法律情况。

17. 德塞尔帕 · 苏亚雷斯先生 (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说《坎帕拉修正案》的生

效将有助于把国际刑事法院变成一个真正的司法机

73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2010年6月11
日，坎帕拉，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85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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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加强其独立性并增强其权力。但是，《修正案》

生效仍然长路漫漫，尚不确定是否将促进《规约》的

普遍适用。法律事务厅很少处理有关北极的事项。最

后，关于对特别报告员的财政支持，他说，本组织

只能在会员国给予的财政资源范围内运作。

18. 哈穆德先生说，授权在自卫范围以外使用

武力，可能对根据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维和人员

造成实际不利后果。因此，安全理事会在作出此类

授权，例如在授权作为联刚稳定团组成部分的“干预

旅” 74 使用武力时，应谨慎从事。一个关键问题是区

分干预旅和联刚稳定团的其他工作人员：干预旅的成

员根据国际人道法被视为战斗人员，而根据国际人

道法，联刚稳定团的其他工作人员作为维和人员和

非战斗人员仍享有保护。

19. 关于另一个问题，他询问联合国法律顾

问如何看待这种想法：联合国在冲突地区或者所谓

“处于崩溃状态的国家” 设立“国家法院”，承担起裁

定低于国际犯罪水平之罪行的责任。

20. 德塞尔帕 · 苏亚雷斯先生 (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说，授权维和部队使用武

力的自然后果是，他们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自

身亦可被视为军事行动的合法目标。然而，尽管如

此，在他个人看来“强有力的” 任务授权是一种积极

的发展态势，因为这对于确保维和部队有效运作至

关重要。

21. 至于起诉严重的国际犯罪，期望处于崩溃

状态的国家能够设立特别刑事法院处理此类复杂的

诉讼当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可使用其他手段实现

起诉此类罪行的目的，例如消除有罪不罚。

22. 在回答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提出的问题

时，他说，目前尚不考虑更新1999年关于联合国部

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准则。75

23. 吉滴猜萨里先生问联合国法律顾问可否预

见法律事务厅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局势上发挥

更具建设性的作用。鉴于叙利亚危机中最近的外交

努力均告失败，他想知道法律事务厅可否拟订一项

路线图，列出国际法所允许的各种行动。

74 见安全理事会2013年3月28日第2098 (2013)号决议， 
第9段。

75 秘书长的公报，ST/SGB/1999/13号文件。

24. 德塞尔帕 · 苏亚雷斯先生 (主管法律事务副

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 )说，最近有人指控法律事

务厅在解释需先得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同

意方可在其境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缺乏灵活性。

然而，以国际法的发展现状，即便在发生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情况下，依然需要这种同意，无

论这种情况多么令人遗憾。在遵守既定原则的同时，

对国际法采取渐进的方法很难。

25. 在回答坎迪奥蒂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时，

他说目前没有采取行动提高条约保存人和各国法律

顾问对《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认识。76

26. 主席感谢联合国法律顾问翔实且富有意义

的发言和答复。

驱逐外国人 (续续 ) (A/CN.4/669和Add.1; 
A/CN.4/670; 以及A/CN.4/L.832)

[议程项目2]

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续完续完 )

27.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驱逐外国人问

题的第九次报告 (A/CN.4/670)。

28.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从2012年在第六委

员会上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书面提交的评论和意

见来看，各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似乎有些矛盾。这

不足为奇，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

29. 他认为，条款草案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

与其境内外国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然而，委员会应

考虑到各国对某些条款草案的意见。例如，有几个

国家指出，第6条、第23条和第24条草案扩大了不

驱回义务的范围，事实上不恰当地限制了国家主权，

因而有违人权条约、国家法律和判例法广为接受的

规定。委员会应审查这些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以便

了解是否需要进行任何调整和进一步说明。

30. 正如第九次报告第10段中提到的那样，一

些国家认为，条款草案基本上属于逐渐发展，而不

是编纂。在他看来，这夸大了问题。他赞同特别报

告员在第15段中所言，即条款草案不仅载有体现了

76 大会2013年12月16日第68/111号决议，附件。构成委

员会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准则案文及其相关评

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第四章，F.1
和F.2节，第27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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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在这一专题方面的逐渐发展的条款，同时也

载有相当多的体现了对已牢固确立的国家实践的编

纂的条款。这种方法符合委员会在其章程规定之下

的任务授权。

31. 鉴于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对条款草案最后应

采取何种形式表明了立场，他同意现在就指出存在

任何大趋势还为时过早，且有误导性。他倾向于制

定一项公约，因为自任务伊始，委员会就一直在编

写一套适合本目的的条款草案。此外，委员会提交

第六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促进了条款草案的逐步完善，

他不记得各国曾对其主旨表示过反对。

32. 委员会现在必须竭力考虑到各国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对条款草案进行修正并酌情在评注中作

出说明，以确保将在二读期间通过的条款草案更加

为各国所接受。

3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六委员会上发

表的意见和以书面形式提交的意见的数量和详情证

明，各方对这一敏感的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

问题将继续引发实践上的困难，要求各国不断审查

并修订其立法。

34. 二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虑到各国的意见，

并允许委员会的委员们重新考虑其立场。委员会应

尽其所能确保各国普遍接受其工作，为此应尽量在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中考虑到各国的意见。

35. 关于委员会有关这一专题的成果应采取何

种形式，他同意最重要的不是标签—条款草案也

好，指导原则也好—而是案文的实质。委员会有

义务通过一般性声明或对特定条款的特定声明，向

各国以及今后将使用其案文的各方明确指出正在制

定的规则的地位，原因有二：

36. 其一，所有国家都有关于驱逐的详细法律

法规；如果委员会阐述的一条规则并未体现在国家法

律中，则委员会应说明这一点，否则其推理就有可

能受到批评。其二，上述问题经常需要国家和区域

法院处理，而它们未必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需要

知道什么是现行法、什么是拟议法。

37. 一种可能性是在条款草案评注前加入一段

简短的总评注，解释此类问题。其目的是介绍条款草

案，描述委员会的方法，并解释委员会如何看待正在

推进的规则的地位。这一总评注可以解释说，委员

会意识到有关这一专题的现有的、详细的国家法律，

但为了建立一个指导各国的国际框架，委员会的工

作参照了各种渊源，其中包括世界和区域公约及判

例法。总评注亦可解释说，条款草案目前的形式不

会对其最终形式产生影响，最终形式将由各国决定。

在总评注中还可强调这并不只是一次编纂行为，这

一专题的成果未必是为了体现现有的法律规则，其

目的是协助各国采用或许可用于国内法的合理条款，

以充分尊重人类固有的尊严。

38. 至于从各国和欧洲联盟收到的大量意见和

建议，他对其中的一些表示赞同，希望委员们保持开

放心态，愿意对条款草案作出适当修改，并在评注中

加以澄清。特别报告员强调评注的重要性以及必须将

条款草案和评注一并阅读和解释，他对之表示欢迎。

39. 最后，他请委员会铭记委员会前任委员克

里斯蒂安 · 托穆沙特先生的话。在最近一篇文章中，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委员会不仅编纂已经存在的习

惯规则的内容，而且也努力制定补充规则，以履行

其总体任务的第二个部分，即促进法律的逐渐发展。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委员会已经走

到了面临移民压力的国家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可接

受的最大极限。77

40. 坎迪奥蒂先生说，总体而言，他赞同特别

报告员对从各国收到的评论和意见所作的分析。迄

今为止，委员会处理这一专题的总体方法涉及两个

主体：驱逐国和被驱逐者。然而，它没有考虑到国际

合作对于驱逐外国人所影响到的各国 (驱逐国、过境

国、目的地国和来源国 )所产生的作用。只有通过国

际合作，各国才能为驱逐引发的立法、政治、人权

和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可通过两种

方式处理此类问题，一是评注，二是条款草案序言，

后者更好，可说明其理由、目的和意义，而不论条

款草案的最终形式如何。

41. 关于术语的使用，虽然要作出任何改变

为时已晚，但他认为本专题的标题过时了，并提请

各位注意，现行立法、尤其是欧洲联盟中的现行立

77 C. Tomuschat, “Expulsion of ali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draft articles”，载于G. Jochum, W. Fritzemeyer和
M. Kau (编 )，Grenzüberschreitendes Recht—Crossing Frontiers: 
Festschrift für Kay Hailbronner, Heidelberg, C. F. Müller, 2013，
第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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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不太具有感情色彩的术语，例如éloignement 
(递解出境 )。

42. 委员会似乎过于关心本专题工作的形式，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质量，尤其是对于国际法庭而言。

为此，他表示，委员会不仅应当遵循其《章程》第20
条，该条提到以条款的形式编写草案提交大会，而

且也应当遵循第22条，编写最后草案和解释性报告

并连同建议一并提交大会，以及第23条，指明此类

建议可能引起什么后果。

43.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就

本专题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在国家的主权和对拟

被驱逐者的必要保护之间保持平衡。工作的成果有

待大会决定，将为驱逐程序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并

确保遵守最低保护标准。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第九

次报告第23段中发表的看法，即一国境内合法居留

的外国人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均应被纳入条款草案

的范围。不过，正如一些国家发表评论意见时所言，

虽然外国人在驱逐程序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但

提供的最低保护标准应该是相同的。在这方面，他

提请各位注意美洲人权法院就无证移徙者的法律处

境和权利案发表的第OC-18/03号咨询意见，其中指

出“一个人在一国的合法身份不是该国尊重并确保平

等和不歧视原则的先决条件” (第118段 )。正如特别

报告员在第九次报告中所做的那样，该法院也承认，

只要秉持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国家有权给予其境内合

法居留者和非法居留者以不同的待遇。特别报告员十

分正确地解释说，唯一可以加以区分的是程序权利，

而不是实质性的人权。

44. 可是，如果加入关于禁止驱逐难民和无国

籍人的特定条款，则可能给那些不承认《关于难民地

位的公约》和其他相关文书项下难民地位的国家造成

问题。在他看来，禁止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的规定

可被纳入与管理驱逐外国人一般规则相关的特别法。

一种协调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的可能方式

是纳入“不妨碍” 条款。虽然第8条草案载有一条类

似的条款，但应强调与难民和无国籍人有关的法律

文书所具有的特别法性质。

45. 条款草案很好地处理了在驱逐国中要求的

保护问题，汇集了不同人权制度下的最低标准。虽

然第26条草案的评注第 (1)段解释说，该条款草案第

1至第3款所列的程序权利既适用于驱逐国境内的合

法居留者，也适用于驱逐国境内的非法居留者，但

也应在该条草案案文中明确这一点。因此，他建议

在第26条草案中加入一个句子，句子大意应类似于

关于范围的第1条草案的第一句。

46. 最后，关于委员会工作的最终形式，他赞

同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委员会为各国工作，应由

各国决定条款草案的未来，但他不赞同第71段中的

陈述，即从各国收到的某些建议将会缩小委员会在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就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所开

展工作的最终成果的范围。

47. 辛格先生说，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在国家

主权和根据国际法及一些国家实践保护外国人之间

保持了平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对待外国人时要

求使用的最低标准，以及禁止为了规避引渡程序而

使用驱逐。

48. 有必要继续保持经过长期讨论所达成的平

衡，同时考虑到各国有时在本专题的各个方面所持

有的不同看法。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立场，即条款

草案所载规定不仅体现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而且

也体现了对已牢固确立的国家实践的编纂。这符合委

员会的任务，没有必要说明哪些条款属于编纂，哪

些条款属于逐渐发展。关于本专题工作成果的形式，

他赞同在现阶段就作出决定为时过早，各国应对此

拥有最终发言权。

49. 彼得里奇先生表示支持坎迪奥蒂先生的建

议，即应当在条款草案序言中强调，驱逐一外国人

时所涉的各国需要合作。

50.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在东南亚，只有四个

国家批准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虽然泰国并非

签署国，但多年来，它一直在庇护来自邻国的寻求

庇护者 (称为“非法入境者” )，但从来没有承认他们

为难民。它还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在该国设立了一个区域办事处。因此，委员会在根据

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意见审查条款草案时，应该意识

到存在着一些能够收容难民的灵活性。或许委员会

应当仅仅确认，虽然有几个国家不承认难民法，但

大多数国家是承认的，这样就好。如果委员会希望

本专题的工作成果是形成一项公约，那么不承认难

民法的国家也不太可能成为这一文书的当事方。

51.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在就其提交的第

九次报告的辩论进行总结时说几乎所有委员会的委

员们均认为条款草案是有用的，可以提交起草委员



32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会。一名委员曾建议纳入一段引语，在其中声明某些

条款属于逐渐发展，其他条款属于对国际法的编纂，

以及某条缺乏此类说明并不意味着该条属于编纂。然

而他无法采纳这一建议。这样做不仅对于现有条款草

案、而且对委员会过去和今后的全部工作都将是极其

有害的：任何未载有此类说明的案文都将令各国和其

他用户困惑，他们将不知道这一案文是否体现了成文

法以及哪些内容属于编纂、哪些内容属于逐渐发展。

52. 另一位委员曾建议加入一段引言，称委员

会并不意图表明条款草案体现或构成关于驱逐外国

人的现有法律规则。在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草

案中，曾做过类似的处理，78 但委员会在那种情况下

所作的决定是一种破例行为，且应当继续作为破例行

为存在。在本专题中，委员会正按照其权威方法行事，

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向各国和委员会工作的其他使

用者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过，他愿意在开篇起草一

段总评注，说明条款草案的目标，大意与关于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中所载的总评注相似。79

53. 关于加入一条一般性“不妨碍” 条款，类似

于国际人权文书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他原则上不予

反对。据他了解，提出这一建议的福尔托先生希望

该条款类似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及

《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五条第1款。因此，他建议在

第3条草案中新增第2款，内容如下：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并经正

式宣布时，任何国家均可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

条款草案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

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此等措施不得与它

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

54. 评注可以明确说明，设想的情况是战争或

者类似的特殊威胁。

55. 至于对有关不歧视的第15条草案的评论，

他指出，必须将该条与第3条 (驱逐权 )和第4条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一并审议。例如，如果一国

78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

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9日第66/100
号决议，附件。

79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因为一名外国人违反短期停留签证的条款而将其驱

逐，则不能援引第15条草案，因为驱逐的依据是违

反入境条件。的确，我们从驱逐问题转到了入境条

件问题；尽管二者的规则有时相互关联，但实际上是

相当不同的。

56. 关于第24条草案，一位委员认为，特别报

告员没有理解某国政府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评论。不过，

他重申并强化了此前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发言。《公约》

第1条只定义了“酷刑” 一词，并未定义“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这一术语。此外，任何其他法

律文书或判例法中，也找不到对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另行定义。

57. 还有人表示，他对美国所做的评论，即第

24条草案所依据的仅仅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塞尔

牟尼诉法国案 )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一项建议，

持批判态度。80 然而，不区分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全面处理方法并不仅限于

欧洲的判例。例如，在世界一级，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20号一般性意见指出：“缔约国绝不可通过引渡、

驱逐或驱回方式，致使个人在返回另一国家时面临

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

的危险”。81 在区域一级，美洲人权法院在2004年11
月25日就洛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做出的判决

中表示：“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

罚或待遇是绝对的、不可克减的” (判决第100段 )。
此外，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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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明确看出，酷刑一定是残

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行为，但不是所有残忍、

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行为都一定构成酷刑——正

如《公约》第16条所言。

58. 因此，尽管存在连贯一致的国际和区域判

例，但应由委员会定夺它是否希望重新考虑2012年
所作的决定，以便体现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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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条所引起

的微妙差别。如果委员会希望这样做，则可在第24
条草案中加入新的措辞，读作：

80 关于歧视非公民问题的第30号 (2004年 )一般性建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8号》(A/59/18)，
第八章。

81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47/40)，
附件六，A节，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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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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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视为构成酷刑的 ] [同
等的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之

危险的国家。”

59. 至于委员会就这一专题开展的工作的最终

形式，他强烈倾向于条款草案。事实上，是这种形

式从一开始就对他的工作和委员会的工作起到了指

导作用。

60. 最后，他请委员会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以编写最后案文提交大会下届会议审议。

61. 墨菲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对辩论所作的精

确总结，并表示希望澄清美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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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不

驱回条款方面的做法。

62.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委员会的惯

例是，在特别报告员对辩论进行总结之后，不再开

放讨论。

63.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将第1至第32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以考虑到辩论期间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

就这样决定。

64. 萨博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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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迪奥蒂先生、

福尔托先生、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哈穆德先生、

吉滴猜萨里先生、墨菲先生、诺尔特先生、朴先生、

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

生、瓦科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以及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和特拉迪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1时05分散会

第3205次会议

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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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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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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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82 
(A/CN.4/666，第二部分，A节；83 A/CN.4/671; 
以及A/CN.4/L.83384)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与条约解释相

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1)。

2.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本专题使用的

描述性方法是由一项核心目标—提供一份实践解

释汇编—所决定的。该目标的依据是1969年《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 “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

和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解释过程之特质，它并未规定

任何硬性快速规则，而是要求解释者考虑到不同的解

释资料。结论草案是指示性、而非指令性的，寻求

阐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作用。继

第一次报告中的五条结论草案之后，他的第二次报

告载有六条结论草案，所涉主题从一般到具体，将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置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所载

的解释规则总框架之内，并在整体上获得了各国的 
好评。

3. 结论草案第6条 (确定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
提醒解释者在确定与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所述

与解释目的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此语不

能从规范意义上来理解—时要审慎考虑，因为这

项工作困难重重。纳入考量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必须代表一国对“关于条约解释” 采取的立场。“在条

约适用方面”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 )所依循的

82 在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结论

草案第1–5条及其评注(《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20页起，第38–39段 )。

83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84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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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实践或者关于“其规定之适用” (第三十一条第三

项 (甲 )款 )的嗣后协定是与条约解释有关的行为之具

体形式。因此，解释者必须确保妥善确定这些解释

行为的形式，比如说，决定某一特定实践是否确实

关乎所涉条约的适用。

4. 结论草案第7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对条

约解释可能产生的影响 )涉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

能产生的影响。鉴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除其他外是

两种解释资料，而且各国际法院和法庭逐案评估了

各种解释资料的相关性，相较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中规定的初步解释的结果，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或可用来缩小或扩大条约可能的解释

范围。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

嗣后实践越是具体，似乎国际判例法赋予它的解释

价值就越高。不过，该款并未使用强制性措辞。

5. 结论草案第8条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
所述嗣后实践的形式和价值 )或许可以置于结论草案

第9条之后，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本专题更为具体的一

个方面，提到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

三项 (乙 )款所述嗣后实践的形式和价值。其中设定

的标准可用来确定嗣后实践的解释性价值，但不是

所有的嗣后实践都必须符合这些标准才有资格作为

实践。

6. 结论草案第9条 (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当事国

协定 )在第1款中列明了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及 (乙 )款所述当事国协定的

要求，但不妨碍以《公约》第二条中所载的书面协定

作为“条约” 的定义。为了澄清在《公约》其他规定中

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之意使用的“协定” 一词的

含义，结论草案第9条第1款声明当事国协定本身不

必具有约束力。结论草案第9条第2款重申了委员会

先前就特定情形下一个或多个当事国的沉默所具有

的价值表达的立场，他在第二次报告中亦已努力反

映这一立场。如有必要，第2款的第二句话可自成一

个新的段落。最后，第3款主要针对的是不熟悉国际

层面某些用法的国家一级执业者，旨在提醒大家共同

嗣后协定或共同嗣后实践的目的不一定是解释条约。

7. 结论草案第10条 (在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

的决定 )是关于在某条约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的、

可能促成嗣后协定或形成嗣后实践的决定。“缔约国

会议” 一语先前未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或普遍适

用的任何其他条约中出现，它所指的是某条约缔约

国为审查或执行该条约举行的会议。为结论草案的

目的，在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中就其定义做了规

定。国际组织的机构不在该定义涵盖范围之列；它们

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
和 (乙 )款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意义将在其下次报告中

进行审议。由于结论草案未就当事国根据前述规定达

成的协定应该采取何种特定形式作出任何规定，没有

什么可以阻止在缔约国会议的框架内达成此种协定，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因此，第2款指出，根据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在缔约国会

议框架内通过的决定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取决于条约

的条款规定和适用的议事规则。第3款就缔约国会议

所作决定的实质 (解释性意图 )和形式 (一致或共识 )
做了必要区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

述协定只能出自会议为解释该条约之目的而作出的

某项一致决定，因为仅达成共识可能会掩盖某些国家

对条约意图之解释所持的异议。另一方面，缔约国

会议议事规则未就其决定具有约束力做出规定的事

实本身并不排除这种决定构成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述协定的可能性，原因是此种

协定不一定非得具有法律约束力。

8. 最后，结论草案第11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的解释范围 )旨在阐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解释

范围。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倾向于在嗣后协定或嗣

后实践的基础上就各条约达成相当宽泛的解释，同

时考虑嗣后实践是否已经对该条约造成改变，从而

通过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这两种资料在解释和修订

两者之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如此，它们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委员会的工作依然侧重于解释。

条约缔约国之间的嗣后协定如果符合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即可能会修订条约。

然而，一项商定的嗣后实践是否具有修订条约之效

力—委员会在1968–1969年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作

出了大意如此的提议，但遭到各国反对—尚未在国

家实践中或者在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中获得明确和

广泛的认可。因此，结论草案第11条仅在第1款中规

定，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的解释范围可以是宽泛的。

第2款则说明，通过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条约的当

事国被推定意图解释而非修订条约。借此解决方案，

或有可能调和在承认当事国的非正式实践可修订条

约方面的迟疑与当事国的共同实践是条约适用的首

选方式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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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就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

报告发表评论。

10. 墨菲先生指出，在结论草案第6条中，特

别报告员对于当事国关于条约适用的立场未作任何

提述，仅提到它们在条约解释问题上的立场，因为

他认为任何对条约的适用无一不是以对条约的解释

为前提。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会明确提到

两者？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各国曾在

1969年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表示希望将该条内容纳

入第三项 (甲 )款，85 尽管那时它尚未出现在委员会于

1966年编制的第一套条款草案中。86 区分“解释” 和

“适用” 的做法最初始于麦克耐尔勋爵的工作，他曾

声称，如果条约的含义清楚明确，则即予适用，无

需解释：解释是二次加工，只有在无法理解条约的情

况下方有用武之地。87 换句话说，如果当事国就条约

适用的联合行动达成协定，而没有特别注意解释条

约规定的含义，那么，其协定是关于所涉条约适用

的协定，而不是关于条约解释的协定。正是为了指

出这一点，他才提议添加“或其规定之适用” 的措辞。

事实上，数以百计的条约规定赋予一法院以解决与

条约解释和适用有关之争端的管辖权，而对该种背

景下的众多裁决而言，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是适

宜的。诚然，其他学术著作与特别报告员持相似立场，

但这一区分不仅明列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条款

之中，而且已为长期以来的条约实践所确认，故而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拒绝作此区分都是不可取的。

11. 与特别报告员拟议的其它结论草案的情况

一样，结论草案第6条提到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二条。澄清不属于第三十一条范畴的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可能属于第三十二条的范畴这一点显然

重要；然而，委员会如果过于频繁地提及这两条规定，

恐会模糊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倒不如直接在评注

中指明，结论草案规定的标准如不属于第三十一条涵

盖之范畴，就可能会与第三十二条的目的相关—不

85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纪录，第一届会议，维也纳，

1968年3月26日–5月24日，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

记录》(A/CONF.39/11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
V.7)，1968年5月16日，第74次会议，第442页，第29段。

86 见条款草案第69条 (后成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 )，载于《1966年……年鉴》[英 ]，第二卷，A/CN.4/L.117
和Add.1号文件，第101页，第69条，第3款。

87 A. McNair，The Law of Trea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年，第365页，注1。

过，它们实际上是否全部都与第三十二条的分析相

关尚不确定。

12. 最后，与其建议“审慎考虑” 当事国的嗣后

行为，以确定这种行为是否确实与条约解释有关，倒

不如直接指出，如果当事国的行为动机是其他考量，

那么，这种行为即不能确立。因此，他提议将结论

草案第6条改写如下：

“如果当事国是出于其他考量，而非出于与

条约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有关的协定，第三十一

条第三款所述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则可能无法

确立。”

13.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特别报告员建议，嗣

后实践可能表明适用某项条约规定方面存在着一定

的行使酌处权余地。但务必要在评注中解释清楚

“行使酌处权的范围” 这一表述是什么意思。这种做

法是表明破例和暂时不执行某一规定并不会改变因

该项规定产生的一般义务，也不会使得“行使酌处权

的范围” 过大。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似乎与结论草

案第11条第1款相重复，因为两者都指明嗣后行为

通过缩小或扩大可能的解释范围有助于澄清条约的

含义。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应与结论草案第8条协

调一致，因为从两者目前的案文来看，嗣后实践作

为一种解释资料的价值依据不同的标准而有所不同。

如不考虑其他因素，最好是将第2款中的“价值” 一

词改为“权重”，后者能够更好地反映根据行为质量

进行评估的想法。

14. 关于结论草案第8条，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

报告第42段中解释称，相关嗣后实践不仅包括一国

的对外行为，还包括其内部行为。如果这类实践能

被理解为包括提交国际法庭的书面和口头诉状，将

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材料也反映出国家对条约解释的

看法。该结论草案的标题会让人以为其案文会列举

嗣后实践的形式，但它实际上仅申明这类实践可有

“各种” 形式，照应了结论草案第9条中关于嗣后协定

不必“以任何特定形式” 达成的表述。没有必要重复

这一点。关于用以确定嗣后实践价值大小的标准，特

别报告员选择采用了“一致、共同和连贯” 这一提法，

第二次报告的第47段对该提法的起源作了说明。尽

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致性在解释方面所占的权重

可能会增加或降低，一项实践是“一致” 和“共同” 的

事实却不会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

不存在“程度” 问题：解释条约所依实践对当事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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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若非共同且彼此一致的实践，即不属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范畴。这或许就是大多

数国际性法院和法庭未采用该提法的原因所在，或

许委员会也不应该这样做。

15. 结论草案第9条的标题使用“当事国协定”

一词，似乎将关于条约解释的嗣后协定与确立该协定

的、适用条约的嗣后实践这两个各不相同却又相互联

系的概念折叠在了一起。不过，正如委员会在本专题

的标题选择中所做的那样， 还是继续将这两个概念保

持分开为宜。第2款提出了一国对另一国的单方面解

释性声明保持沉默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妨回顾此

种沉默并不意味着任何对前一个国家接受的一般推

定，因此不能被理解为同意或不同意，这一点委员

会在《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88 中曾一再予以强调。

至少应该提到一个事实，即通常来说，沉默本身并

不能确立协定，即便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找到证明

事实相反的证据。关于第3款，将其移至结论草案第

6条中似乎更为妥帖，该款提到了一个事实，即当事

国可能会受到条约解释之外的其他考量的驱动。

16.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重要的是要坚持区

分审查条约执行情况的缔约国会议与审查条约本身

的缔约国会议。与第二次报告第83段所述相反的

是，默示接受和无异议程序一般不被称为“修正” 程

序；它们往往与各国据以批准一项修正案的程序一样

“正式”。在可被视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 (甲 )款所指嗣后协定的缔约国会议决定的

例子中，关于《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第14条的执行准则的例子其实并不相关，

因为该准则的目的不是澄清拟对第14条作出的解释，

而是根据第14条“协助缔约国履行其义务”。该准则

指出，术语的定义系为该准则的目的而提供。89 一
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

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于2011年通过的第

BC-10/3号决定。90 最后，如他先前所言，结论草案

第11条第1款可与结论草案第7条合并。

88 大会2013年12月16日第68/111号决议，附件。构成委

员会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准则案文及其相关评

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第四章，F.1
和F.2节，第27页起。

89 世卫组织，“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4条的执行准则”，载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执行准则：第5.3条；第8条；第9和第10条；第11条；第12条；

第13条和第14条》，2013年版。可查阅www.who.int/zh/。
90 见《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缔约方

会议第十次会议的报告 (UNEP/CHW.10/28)，第31页起。

17. 福尔托先生欣喜地看到特别报告员援引了

国际法院最近就南极捕鲸案 (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

兰参加诉讼 )和海洋争端案 (秘鲁诉智利 )作出的判

决，尽管后者涉及的是一项对默示协定而非条约的

解释，与本专题并不完全相关。大家还可以引“弗吉

尼亚G号” 机动船案 (巴拿马 /几内亚比绍 )为例，在

该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嗣后实践的基础上对条

约进行了解释，不过它没有提到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中所体现的关于解释的习

惯规则，这一点不免令人遗憾。

18. 关于结论草案的范围，当前审议的专题与

条约解释有关，在此述及与条约执行或其修正有关

的问题未必妥当。他对结论草案第9条第3款持有强

烈的保留意见，对结论草案第11条第2款的保留意见

则更甚，因为关于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仅有解释作

用而无修订之效的推定是无法成立的：这要视情况而

定。同一段中“缔约国通过嗣后实践修订条约的可能

性没有得到普遍承认” 的说法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国

际法院在其就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号决

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 )对各国的法律后果

案和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

案出具的咨询意见中似乎已经认识到，嗣后实践确

实可以对条约构成修订。

19. 关于委员会的工作性质，目前还不清楚特

别报告员的目标到底是起草一份详细的实践指南，还

是一套在范围方面具有一定规范性的结论，不过大

家在读完某些纯粹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结论草案后，

可能会对这两种假定中的后者表示怀疑。因此，在

结论草案第6条中指出确定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时需

要审慎考虑用处不大。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的

措辞，至少可以说这让读者多少有些为难。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价值，除其他外，可

能取决于它们的特定性，这种说法不是很具启发性。

问题并不在于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的特定性是否能

够产生效力，而是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和是否应该

将这种效力纳入考量。其实，对于结论草案第10条
第2款亦可作此评论。因此，应当如第二次报告第22
段所提到的那样，对这些结论草案进行有益的增补，

以进一步增强其规范力。

20. 的确，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他结论草案

更加完善有力，但在这种情况下，有问题的正是其规

范性。因此，有人可能质疑结论草案第8条第二句中

提出的三项标准的有效性，因为各国际法院和法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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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局限于这些标准，相反，它们所援引的包括明确

清晰的标准和具有无可争议性质或由来已久的实践

标准。例如，在秘鲁诉智利案中，国际法院更加注

重距离协定达成时间更近的实践。有人从更基础的层

面辩称每起案件都应单独审议，认为此种评估与其

说与规则解释相关，不如说是更加涉及所用的证据

制度，因此很难在这方面确立标准。在卡西基利 /塞
杜杜岛案 (博茨瓦纳诉纳米比亚 )中，国际法院只是

核实了该实践是否确立了协定，并没有确立为达成

该项结论所必须满足的一般标准。另外，正如特别

报告员所回顾的那样，除了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
争端解决机构以外，这是各国际法庭和法庭所采用

的惯常做法—一个必须纳入考虑的趋势。

21. 关于更具体的法律问题，他仍然认为条约

解释者应该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指

涵义项下，视嗣后协定为具有约束力。经仔细重读

该条，他认为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所引用的

判例法并不能为结论草案第9条第1款提供依据。业

已在上届会议通过的结论草案第4条的评注并未就特

别报告员推理所依据的考量因素作进一步澄清。事

实上，很难理解法院何以能够认为自身不受条约所

有当事方就该条约某一特定解释达成的协定之约束，

其中包括此种嗣后协定是在为解释该条约所明文确

立的体制程序之外进行运作的情况。因此，世贸组

织上诉机构在其2012年4月4日就美国—影响丁

香烟生产和销售的措施案作出的裁决中，首先认为

《多哈部长决定》91 并不构成《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92 第九条第2款所指的多边解释。它还认

为，《决定》确实可以构成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所指的嗣后协定，93 其推理所依据的

是国际法委员会于1966年通过的条约法条款草案及

其评注。94 该上诉机构表示，在解释条约时，任何与

条约解释“特别相关” 的协定都“应该” 被纳入考虑，

因为根据上述条款草案，此种嗣后协定“为解释条约

之目的必须将其考虑在内”。95 因此，特别报告员所

91 世贸组织，“关于与执行相关的问题与关切的部长级决定”，
2001年11月14日，WT/MIN(01)/17号文件，载于《多哈回合

文本及相关文件》，可于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
doha_round_texts_e.pdf查阅。

92 美国—影响丁香烟生产和销售的措施案，第255段。 
93 同上，第268段。
94 《1966年……年鉴》[英 ]，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

第二部分，第221页 (条款草案第27条评注第 (14)段 )。
95 美国—影响丁香烟生产和销售的措施案，第265和第

269段。

依据的似乎是对“协定” 概念过于宽泛的理解，这种

理解模糊了第三十一条的解释资料与第三十二条的

解释资料之间的区别，因为第三十二条可生成不具

约束力的义务，第三十一条则不能。

22. 虽然他完全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沉默作为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指协定的

一个构成要件的作用的结论，但他提请注意一个事实，

即在“弗吉尼亚G号”机动船案 (巴拿马 /几内亚比绍 )
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定，若干国家对为外国船只加

装燃料的法律法规“未作任何明显反对” 这一事实即

能证明此种法律法规“总体得到遵守”(判决第218段 )。
关于结论草案第6条 , 是否可以在该结论草案中以同

样的方式述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和第

三十二条还很难说。该结论草案就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一条所指嗣后实践所做的断言同样适用

于第三十二条所指嗣后实践这一点远非既定事实。最

后，与第二次报告第七章标题所示内容相反的是，该

章并未专门探讨结论草案第7条和8所述及的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的解释性范围这一基本问题。在这方面，

目前还不清楚结论草案第7、第8和第11条中使用的

术语—嗣后实践的解释效力、价值和范围—彼此

之间有何不同，他认为，这些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相

同的，应该全部汇总在一条结论草案之中。

23. 村濑先生说，由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 (甲 )款和 (乙 )款的优势主要在于其模糊

性—这使得各国和各国际性法院及法庭享有一定

程度的灵活性，委员会在拟定其结论草案时，应该

努力在灵活性和明晰性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正如结

论草案第6、第9和第11条所证明的那样，这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其益处也远非不言而自明。他甚至觉

得通过一套准则草案而非结论草案是否会更好，因

为“结论” 一词在他看来过于简单化。

24. 令人担忧的是，结论草案中根本没有提及

必不可少的时间要素。因此，委员会应该述及条约规

定需经多长时间才有资格成为嗣后实践的问题。这

一点也可以在结论草案第8条中述及。另外，还务必

要进一步明确条约规定的解释何时结束，其执行何

时开始。

25. 各类缔约国会议未必可被视为完全一样。根

据其所对应的多边条约，它们的权力和职能彼此各

异，因此，它们在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方面的相关性

很不统一。应该牢记的是，由于其性质，某些条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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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用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来解释。出于这个原

因，有必要在结论草案第10条第2款中的“根据情况，”

之后加入“以及根据所讨论规定的性质”，并在“可能

会” 后面纳入“或可能不会” 五个字。此外，与结论草

案第10条第3款隐含之意相反的是，不能无一例外

地将共识等同于“协定”，这一点应该在评注中予以 
指明。

26. 他还希望探讨国际法院就南极捕鲸案下达

的判决中疑似存在矛盾的一个问题：为解释《国际捕

鲸管制公约》第八条之目的，国际法院初步裁定国

际捕鲸委员会关于使用非致命方法的决议和指导原

则 96 “既不能被视为嗣后协定 [……]，也不能被视为嗣

后实践”，因为这些文书的通过并未获得该《公约》全

体当事国的支持，特别是没有得到日本的核准 (判决

第83和第137段 )。然而，国际法院随后提到了“过去

20年间各类非致命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显著进展” 
(判决第137段 )。最后，他提议重新拟定结论草案第

7条 (第2款 )、第8条和第11条 , 因为它们存在部分

重合。关于结论草案第4条 , 因其中涉及嗣后协定和

嗣后实践的定义，应将其置于结论草案第3条之前，

后者是一项实质性结论。

下午12时40分散会

第3206次会议

2014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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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

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拉腊巴先

96 G. Donovan (编 ), Annex Y to the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scientific permit pro-
posals”, The Journal of Cetacean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vol. 3, Suppl. (June 2001), 第371–372页；和G. Donovan (编 ), 
Annex P to the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Process 
for the review of special permit proposals and research results 
from existing and completed permits”, ibid., vol. 16, Suppl. 
(April 2015), 第349–353页。可于国际捕鲸委员会网站查阅： 
https://iwc.int/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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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

尔 · 伍德爵士。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续续)  
(A/CN.4/666，第二部分，A节 ; A/CN.4/671; 
以及A/CN.4/L.833)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1. 朴先生说，六条新的结论草案似乎都相当笼

统而且是描述性的。由于委员会必须向各国——条约

的最初解释者——提供精确的指南，因此应当对各条

结论草案中采用的某些术语加以修正和完善。

2. 在结论草案第6条中，“需要审慎考虑” 和

“是否受到其他考虑驱动” 两句的含义相当模糊；在结

论草案第7条中，“特别是通过缩小或扩大” 和“除其

他外，可能取决于其特定性” 两句也是如此。事实

上，鉴于欧洲人权法院是唯一将自身限制在对嗣后

实践采取宽泛的比较评估范围内的国际法庭，因此

他对结论草案第7条的内容有所疑问。尽管加上了

“可能” 和“除其他外” 字样，但是这一结论草案的第

2款似乎没有反映国际判例法的多样性。是否应把特

定性作为确定嗣后实践重要意义的一个标准，令人 
怀疑。

3. 关于结论草案第8条，他说，如果一个特定

行为经条约全体当事国同意，符合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那么就应该被视为嗣后协

定，而不是嗣后实践。如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所指出的，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指的嗣后实践需要“一致、共

同和连贯的一连串行为” (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A/CN.4/671)第44段 )。然而，需要进一步推敲“一致、

共同和连贯” 这一表述，因为只有该上诉机构使用

过它。

4.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他无法确定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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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一词是否与第三项 (乙 )款所用的含义完全一

致。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指的协定要求存在

“一项共同的行动” 体现当事国的协定；然而，对于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所指的协定，则没有必要存

在一项共同的行动，因为该措辞在这里表明嗣后实践

必须体现各当事国之间的“共同理解”。因此，应当对

结论草案第9条进行修正，将其标题改为“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 (乙 )款所指的当事国协定”。可以加上另一

条结论草案，说明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指的

协定意味着“一项共同的行动”。随之产生的问题是：

默示同意或默许可否被视为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指

的协定。

5.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明智的做法也许是进

一步考虑各种缔约国会议的作用、以及这类会议所

通过的决定的法律效力——如第2款提到的那样。应

当在第2款中加上“就条约的解释而言” 几字。

6. 第二次报告第六章，尤其是第116段提出了

一些关键问题：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

三项规定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何种程度上可以

有助于解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是否有修订条约

的效果？许多学术作者承认在条约的适用和修订之

间作出区别，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三十九条为修订条约规定了一般规则，即

可以依照当事国关于解释或适用的协定对条约进行

修正。因此，条约可以通过当事国之间有关其解释

或适用的嗣后协定加以修订。

7. 虽然特别报告员正在开展的这方面研究大有

潜力，但结论草案第11条当前的措辞尚不明确，应

当予以改写，以分别处理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作用

问题。第1款的内容没有增加新的指导或信息，因此

多余。第2款在条约的修订与当事国“意在解释” 条

约的行为之间作出区别，这一区别在于行为是否符

合条约关于修订的各项规定。重要的是行为的实质

内容，而不是形式。嗣后实践若从根本上更改了条约，

那么就成为事实上的修订，而不是对条约的解释。起

草委员会将必须讨论第2款是否应反映一个事实，即

当嗣后实践成为事实上的修订时，对条约所造成的

根本性的更改。

上午10时30分散会

第3207次会议

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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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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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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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

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续续)  
(A/CN.4/666，第二部分，A节 ; A/CN.4/671; 
以及A/CN.4/L.833)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关于与条约

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1)。

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如墨菲先

生所指出的那样，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

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对条约的解释和适用进行了

区分，但特别报告员以为每次适用条约都意味着对条

约进行解释，因为缔约国必须对此事采取立场。考虑

到实践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

简单化。国家往往不假思索地或机械地适用某项条

约规定而不可能在这种适用中找到任何解释某项规

则所涉及之逻辑过程的特征因素。在另一些情况下，

国家通过嗣后实践或嗣后协定发展了一些条约规定，

这些嗣后实践或嗣后协定不能被视为对条约的解释，

而仅是一种适用，甚或是对条约的修订。因此，第

二次报告第5段的最后一句主张证据不足。

3. 尽管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已经接受了一项原

则，即不属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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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嗣后实践可被认为属于第三十二条的范畴，97 特
别报告员仍经常把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置于同等地位。包括她本人在内的数位委员已经着重

指出了这两种类型的实践之间的差异，因此结论草

案第1条在第3和第4款对每个类别进行了分别阐述。

这一区分有充足依据，应予维持。因此起草委员会

应仔细审查所拟议的结论草案，特别是结论草案第6、
第7和第10条。

4. 特别报告员有时使用的实践概念非常宽泛，

一些非国家行为者的做法也被包括在内。但她不确定

是否如第二次报告第6段所说的，“适用” 概念从来都

不排除非国家行为者所采取的、被条约承认属于条约

适用形式且可归于条约的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做法。

例如，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遣返战俘有关的实

践 (第二次报告第16和第18段的主题 )似乎证明了这

一论点，但也可以有另一种或许更准确的解释：这只

是一例处于条约边缘上的行为，当事方以此接受第

三方提供合作的一个条件，而对该做法不赋予任何

法律效力。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实践不能被

视为条约当事方的实践—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不是当事方—也不能被视为可归因条约一个或多

个当事方的非国家实践。

5. 此外，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似乎滑向了一些并

不属于专题范围的事项，特别是条约的修订问题—

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同意将之排除在委员会的

工作范围之外。在第二次报告第八章中处理以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对条约进行修订的问题似乎也无必要，

因为该议题并不属于正在审议的专题范围。在这方

面，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指出，在第二次报

告第15段中，特别报告员认为《关于执行1982年12
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旨在影

响该《公约》的解释。这一点不仅很难得到辩护 (特别

是考虑到《协定》第4条第1款 )，而且很有可能对该

文书的性质造成混淆。虽然标题如此，但该文书是

一部对《公约》进行修订的协定，其明确目的是修订

《公约》的条款，而不是对其条款进行解释或适用。

6. 正如福尔托先生指出的，结论草案中有些措

辞过于笼统，有时不够精确且模棱两可，不符合第

二次报告的严谨性。如果委员会希望拟议出一份对

各国有用的文书，就必须起草出精确、明白无误的

97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3页，结论

草案第1条评注第 (9)段。

案文和评注。同样，结论草案的体系特征使它不能

从宽泛转向具体，这与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作出的

决定 98 不符，亦与特别报告员在提交第二次报告时的

声明 99 背道而驰，并造成重复，委员会或许可以通过

审查体系方针本身来避免这种重复。

7. 虽然她同意结论草案第6条的根本理念—

即在条约当事方为解释条约而希望赋予协定或实践

的含义方面，它们的意愿很重要—但她认为结论

草案第6条的措辞描述性过强且过于模糊，应加以

审查，而且其标题并未反映其内容，也应予以修改。

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似乎将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所述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与第三十二条

所述嗣后实践视为同一问题，而更可取的办法是将

之放在两条不同的结论草案中分别加以考虑，或者

更好的做法是加入新的一款。关于第2款，虽然她对

“价值 (value)” 或“重要性 (weight)” 并无偏好，但最

好在评注中说明所选用语的含义。另外，她还认为

“除其他外” 几字没什么用处。

8. 在西班牙文本中，结论草案第8和第9条中

的“acuerdo (协定 )” 一词意义不同，可能会造成混

淆。考虑到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

项 (甲 )款及 (乙 )款中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意义不

同，最好不要在结论草案第9条中把它们放在一起阐

述，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共同的愿望 (或协定 )
必须得到确定。对此，她高兴地注意到，特别报告

员已考虑把沉默作为协定可能的表达形式，但更可

取的做法是将结论草案第9条第2款移至结论草案第

8条。对于应当纳入结论草案第7条的第3款，她不

知道提及暂不适用是否妥当；应进一步考虑它是否可

被解释为一种中止适用条约的方式，1969年《维也纳

公约》中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9.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她提请注意西班牙

文本中使用的“acuerdo sustancial (实质性协定 )” 这一

表述。她担心的是，在第3款中首次出现的这一表述

会引起疑问，即该种协定是否与其他条款中提到的

“acuerdo común (共同协定 )” 有所不同。她建议将之

删除，原因是它似乎没有附加任何价值。但最好明

确提到“同意” 一词，并在解释条约的背景下对其含

义进行解释，因为这一概念最有可能给负责解释国

际条约的国内法律机构造成困难。

98 同上，结论草案第1条评注第 (12)段。
99 见上文第3205次会议，第33页，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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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后，关于结论草案第11条—该条复述

了其他结论草案中的规定—应将其第1款列入结论

草案第7条，并将第2款列入结论草案第6条。还应

删除提及修订条约的部分。最后，她赞成将所有结

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1. 特拉迪先生说，的确很难想象在适用一条

约之前不需对其进行解释，第二次报告第5段的最后

一句似乎太像是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进行的重新

解释，而委员会已明确商定避免这样做。有必要澄清

的观点是，适用概念并不排除非国家行为者的实践，

特别是考虑到上届会议业已通过的结论草案第5条第

2款。

12. 《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中的一些条款，特别是附件

四中所载的与第3节有关的条款，不能被视为与解释

1969年《维也纳公约》有关的一种嗣后实践形式。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做法也不能被视为国家实践。关于

第二次报告第二章，他指出，首先，嗣后行为可能产

生不同的影响，取决于它是“适用条约” 还是“与条约

解释有关”，以及缔约方是否已就解释达成一致；其次，

这些影响还取决于该实践或协定与特定条约的文本、

上下文、目的及宗旨之间的关系。委员会已经确定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是一般解释

规则的一部分。100 他认为，这一条款构成一般解释

规则的一部分，是由于它有助于根据条约目的及宗旨

本着善意和参照上下文来确定条约条款的含义，或它

为确定含义提供了便利。因此，嗣后实践和嗣后协

定的后果与《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所建立的解释

资料密不可分。同样，虽然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

告第33段中指出，一条款的范围被嗣后实践所修改，

实际上，正如嗣后实践已证实的，他作为例子所引

用的特定解释也可通过适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一项来进行解释，即“依其用语按其上下

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来进

行善意” 解释。

13. 他想知道，特别报告员为何在第二次报告

第27段中说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赋予一条约之目的及

宗旨某种重要性，“但不是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特

别报告员并没有将这一限定词用于一般规则的其他

部分。如第二次报告第73段所指出的，第三十一条

100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3页，结论

草案第1条的评注第 (8)段。

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所述协定一俟确定后可以最

后终止，或另一项协定作为一种解释资料取代原协

定，这或许是对的，但在就应给予后续嗣后协定的

重要性进行评估时，应保持谨慎。承认不同乃至矛

盾的后续实践或协定具有与作准的解释资料同等的

证据价值，可能暗示所涉条约缺乏客观内容，且其

含义随各国的短期利益而发生变化。因此，应在嗣

后实践和嗣后协定对条约解释产生的后果和其他可

能的影响之间进行明确区分。很有可能当事方同意

不适用某一条款，或调整后适用。然而，如果该调

整明显偏离条约的文本、上下文、目的或宗旨，这

可能就不是对条约的解释了。最后，条约修订问题

不属于本议题的审议范围。

14. 最后，依靠往往非常进步的欧洲人权法院

案例法是非常诱人的做法，但在条约解释的情况下，

关键是要确定该法院在使用嗣后实践时是否与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述意义相同，

还是出于其他的目的。以这些保留为条件，他赞成

将所有结论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15. 卡姆托先生说，虽然拟议的结论草案大部

分理由充足，但特别报告员对嗣后实践某些方面的处

理存在问题。例如，他不同意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

述“协定” “不必一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一意见。这

与国际法院就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案 (博茨瓦纳 /纳米

比亚 )作出的判决中的第67和第68段内容完全相反。

承认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指的嗣后协定，或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所指嗣后实践形成的嗣后

协定可能不具法律约束力，就等同于为条约法引入

一个新的类别，而该类别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

或更普遍而言在国际法中都没有根据。最好忽略这

种可能性，正如其他发言者所指出的，这种可能性

无论如何不属于本议题的范围，特别是嗣后实践能

够产生修订条约之后果这一点更是如此。

16. 他对第二次报告阐述沉默问题表示欢迎，

沉默目前在一些情况和一定条件下被视为法律行为。

他本人曾建议委员会就单方面行为开展工作时对该

问题进行审议，但没有被采纳。因此，他请特别报

告员深入研究默许、不容否认和当事方对协定的感

知—过去对这些问题总是一带而过，而他认为正

是这两个重要因素赋予了沉默规范性的权威。

17. 结论草案第6条局限于笼统表述。列出确定

标准将是更为有益的，例如，可参照国际法院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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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法，特别是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案 (博茨瓦纳 /纳米

比亚 )。他提议删除结论草案第9条的第1款，将第2
和第3款提交起草委员会，由起草委员会审议其措辞。

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对缔约国大会的定义引起一

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条约“审查” 和“执行” 之间的差

异。此外，最好在第2款指明“可适用的” 规则是缔

约国大会制定的规则，并具体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大

会的决定能够构成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指的

嗣后协定。为避免认为可以把这样的决定强加给不

支持或对此弃权的国家，可具体说明该协定在“表示

支持该决定的缔约国” 之间适用。结论草案第11条第

2款的内容可能适用于嗣后实践，但不适用于嗣后协

定。原则上，他反对通过嗣后实践修订条约的可能

性，但如果委员会要在审议专题背景下处理这一问

题，就应极为谨慎并严格限制这种可能性，因为它

过度扩展了所有条约所规定的正式审议程序。除了

这些评论，他赞同将结论草案第6至第11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

18. 斯图尔马先生说，本议题的本质主要不是

需要条款和准则，而是需要起草结论—即使基本上

是描述性的，也会对解释条约者有所帮助。拟订规

范性结论的确既有吸引力又符合委员会的任务，但

需要保持谨慎，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如一些委

员已经强调的，即便一定程度上的精确性至关重要，

但第三十一条第三项固有的灵活性必须予以保留。其

次，上届会议全体会议期间的辩论已证明，多数委员

认为结论草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用语上均不得背

离1969年《维也纳公约》。关于委员会是否应侧重第

三十一条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或与此相反，

采用更宽泛的处理办法，他认为虽然谨慎是恰当的，

但不应过度谨慎。因此，委员会更好的做法是对嗣

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解释条约中可能发挥的所有作

用进行分析，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于第三十一条。

19. 关于嗣后协定的目的不是解释条约而是修

订条约这一争议性问题，尽管在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的解释性影响和修订性影响之间进行更明确的区

分或许值得尝试，但必须在议题的范围，即解释条

约内进行。

20. 虽然结论草案第6和第7条是描述性的，但

它们反映了国家实践和国际判例，因而是有用的。

关于嗣后实践的形式及其价值或重要性的问题或许

应单独处理，而不是像目前在结论草案第8条中所

做的那样一起阐述。结论草案第9条正确地指出，第

三十一条所指嗣后协定本身不必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它并未说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重要性是否

低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而这一点是肯定的。

最后，结论草案第10条本身是可接受的，因为它已

充分清楚地表明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过的决定之效

力主要取决于该条约和可适用的议事规则。

上午11时散会

第3208次会议

2014年5月21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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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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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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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

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A节; A/CN.4/671; 
以及A/CN.4/L.833)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与

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1)。

2.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就结论草案第6条指

出，绝不能对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进行过于明确的区

分，因为这两个概念并无绝对的区别。事实上，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指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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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实践是指“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

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实践”，这就清楚表明两个概

念是密切相联的。使它们分属完全不同的类别就有可

能在事实上更加难以判定实践在解释条约时的适用

性。事实上，这一判断的重点应当是实践是否反映

事先存在的关于应如何解释条约的协定，或实践是

否说明作出特定解释的理由。分析工作应重在确定

要使实践适用于解释条约的目的所必须具备的形式。

3.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他同意说，嗣后协定

无需采取特定的形式，也无需具备国际法下的约束

力，因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并未作出这种规定。

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默示协定常常难以判断，那

么适当的标准就应当是国际法院在卡西基利 /塞杜杜

岛案 (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 )中采用的标准，即有证据

显示缔约方意识到并接受协定。

4. 第二次报告第五章讨论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

过的决定，其中提供了真正具有分析价值的材料。他

和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此类决定的法律效力既取决

于其内容，也取决于其形式。在确定此类决定是否构

成在解释条约目的上的嗣后协定时，协商一致是一个

必要但非充分因素。但是，就“协商一致” 一词的确

切含义达成共识也不容易，因为对其理解多种多样，

可以指全体一致，可以指绝大多数，也可以指不经

投票通过一项决定。幸亏国际法院在南极捕鲸案中

至少划定了区分协商一致与全体一致的方式。

5. 还需要考虑根据国际组织章程成立的机构所

发布决议之价值。具体说来，在联合国系统内通过一

动态和不断发展的进程达成的各项协定体现了《联合

国宪章》若干条款的演变。虽然国际法院在一些咨询

意见中就这些决议的价值作出了裁决，但在评估这

些决议对于解释会员国义务的用处时仍有空间。其

它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也是如此。

6. 谈到第二次报告第六章“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的解释范围” 时，他表示不同意其中的全部推理。

文中首先从关于航行和有关权利的争端案 (哥斯达黎

加诉尼加拉瓜 )谈起，国际法院在该案中认为，缔约

方的嗣后实践可能在一项默示协定的基础上导致偏

离条约的原始意图。但报告在第117段的建议中将法

院的逻辑发挥到极致，称在某些情况下，条约甚至

可经由缔约方的嗣后实践而修订。

7.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165段中援引委

员会多年前作出的一项评论，即通过嗣后实践解释条

约与修订条约之间的界限可能很模糊。101 恰恰相反，

这一界限绝不是这么薄弱的，因为缔约方的嗣后实

践仅仅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

总体解释规则中的元素之一。此外，第二次报告表明，

仅在仲裁法庭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条约可经由缔约方

的实践而修订。大多数国际法庭都认为嗣后实践提

供了对条约的发展性解释。

8. 因此，与条约可经由嗣后实践而被修订的概

念相反，更合理的处理办法是对缔约方义务作出发展

性的解释，综合适用总体解释规则的各项内容。它

涉及的不是修订条约，而是澄清适用的范围及其条

款的实质性范围。

9. 他建议将全部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0. 尼豪斯先生说，他支持村濑先生在之前的

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将“结论” 改为“指南”。
前者仅指一项成果，而后者更清楚地反映出特别报

告员所编写的案文性质。

11. 关于结论草案第6和第7条，他同意特别报

告员和其它发言者的看法，即这些结论的性质是描

述而不是规定。因此，它们的意义在于澄清和加深

对专题的理解。

12. 在他看来，朴先生所指出的结论草案第6条
的模糊不清是源于“其他考虑” 一语过于宽泛，但只

需清楚说明有关考虑的类型就可以消除这一模糊不

清的问题。尽管结论草案第8条中使用的“一致、共

同和连贯” 非常清楚，但最好是使用能够涵盖这三项

特点的一个词，并说明嗣后实践绝不能偏离条约的

核心目的。

13. 结论草案第9条讨论的是当事国关于条约

解释的协定的核心要求，他指出，要使沉默被理解

为对嗣后实践的接受，就必须具备结论草案第2款中

所述的必要条件。

14. 确实，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中界定的缔

约国会议并不包括作为国际组织机构成员参加会议

101 《1964年 …… 年 鉴 》[英 ]， 第 二 卷，A/CN.4/167和
Add.1–3号文件，第60页，条约法条款草案第71条的评注第

(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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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国家，但为便于理解之故，尚需对案文进行

重新措辞。同样，第2款中需要清楚表明“可适用的

议事规则” 指的是大会的议事规则。

15. 关于结论草案第11条，他建议删除第一款，

因为该款重复了其它结论草案中已有的内容。第二

款应予以扩展，以便更充分地处理这一复杂且有争

议的问题。

16. 和其它委员一样，他希望强调提及时间因

素的重要性。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要得到巩固所需

要的时间问题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根本问题。

17. 最后，他建议将全部六条结论草案提交起

草委员会。

18. 哈穆德先生说，委员会应小心，不要重新

解释或修正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规则，包

括关于解释的总体规则。委员会必须坚守本专题的

条框限制，不能偏离2012年改变本专题形式时达成

的谅解。102 尽管显然很难区别嗣后实践对条约的解

释及对条约的修订，但仅仅从其与解释规则的关系

角度来处理这一专题将会是适得其反的。

19. 他同意以下前提，即对缔约方就条约解释

的立场进行认真的事实和法律分析是必要的。缔约

方通过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必须就某项解释构建

一个共同立场，以便使之产生法律效力。但是，缔

约方必须意识到，这一立场得是共同的，才能满足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要求。

20. 虽然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反映了以下事

实，即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能够扩大或缩小对某一

术语的解释，但案文应当强调指出，它们作为解释

的资料或工具，不会推翻该用语的一般意义。

21. 关于结论草案第8条，应当强调指出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 (乙 )款所述嗣后实践必须是确立缔约方就

其解释达成的一项协定，而不仅仅是反映一项共同理

解。有关实践必须达到一定的密集程度或频率，以

便确定其份量或价值。他同意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就

嗣后实践的价值所规定的标准，即只要嗣后实践意

图确定缔约方对于解释协定的意图，就应当是一致、

共同和连贯的。103

102 见《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7页，第

226–227段。
103 日本—酒精饮料税案二，第12页起，E节。

22. 在结论草案第9条中，关于第三十一条第

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所述协定无需具有约束力的

说法令人不安。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将“理解” 替换为

“协定” 104 就意味着此类协定必须产生法律效力，才

能被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加以考虑。他看不出强调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所述协定是否具有约束力有何意义：很可能这

样只会对条约的解释者带来困惑。尽管第二次报告

在第74段中指出，当事方对于条约解释的分歧意见

通常不能取代最初的嗣后协定，但最重要的是，为

了构成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述

协定，条约当事方不仅要对解释条约的立场有共同

理解，而且要接受这一立场。结论草案第9条中应当

强调的是了解与接受这一立场之间的相互关系。

23. 在某些情况下，沉默可以理解为接受，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默认，但委员会在强调这一点时应当

小心。一缔约国可能出于政治原因，选择不对另外

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特定实践予以反对或作出反应，

但它绝不能被视为默认这一实践。要想这种沉默或

不反应构成作准的解释资料，那么首先必须对该实

践有所认知，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在公共领域存在相

关资料就推断出存在这种认知。还必须考虑经由适

当的官方和外交渠道的通知而获得的认知。

24.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他同意第二次报告

第94段的主张，即只有缔约方会议旨在产生法律

效力的那些决定才能体现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述的嗣后协定。同样，他

也同意说，缔约方会议达成的协商一致并不意味着

对于实质内容的一致意见或协定，而只不过是一项

程序性安排。要使这种协商一致被视为第三十一条

第三项 (甲 )款下的嗣后协定，那么就需要具备一项

通过应有程序专门达成的协定的全部要素，包括缔

约方对于解释内容的接受。

25. 最后，他指出，尽管条约的修订与渐进解

释之间的界限可能是模糊的，但修正条约的问题不

在本专题范围之内，需要另外进行全面的研究。尽

管第二次报告第144段及其后各段得出了相反的推

论，但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九条所述缔

约方通过协定对条约作出修正这一进程必须适用该

104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纪录，第一届会议，维也纳，

1968年3月26日–5月24日，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

记录》(A/CONF.39/11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68.V.7)，1968年5月16日，第74次会议，第442页，第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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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二部分中所载的实质和形式规则。特别报

告员第二次报告中列出的许多例子表明，通过嗣后协

定或嗣后实践方式对条约作出修正 /修订的问题并未

解决 (见报告第117段及其后各段 )。在联合国条约法

会议上允许通过嗣后实践对条约加以修订的提议因

绝大多数反对票而作罢；105 因此，不能推论说《公约》

只是对这一问题保持了沉默。虽然结论草案第11条
第2款被认为是描述性的，但它仍有可能导致一个规

范性的建议，从而产生被误用和误解的可能。

26. 他建议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7. 针对特拉迪先生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第1款
对协定性质具备或不具备约束力的理解所作的评论，

他回应说，他的意思是委员会不应明确提及嗣后协

定具备或不具备约束力的性质，因为这样做有可能

在适用解释规则方面造成混乱。

28. 福尔托先生说，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所述的“协定” 指的

是国际法下的一个特定概念，应当与第三十二条所述

的可作为解释资料的无约束力文书区分开来。委员会

目前对于如何定义“解释性协定” 一语存在分歧意见，

因此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更加具体和深入的研究。

29. 卡姆托先生说，他同意几位同事的意见，

即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意义下的“协定”

只能被理解为是有约束力的。无论是解释性的协定

甚至是修订条约的协定，都很难想象这种协定可以

被视为没有约束力。事实上，除非它具有约束力，否

则就不能称为协定，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引

用的所有判例法都确认了这一点。

30. 萨博亚先生说，具有修订条约之效果并在

实质上修正条约的关于条约解释的嗣后协定必须遵

循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关于修正的形式

规则。

31. 哈穆德先生说，关于条约解释的一项嗣后

协定必须具备法律效力才能被视为作准的解释资料，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构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定。

105 《1966年……年鉴》[英 ]，第二卷，条款草案第38条，

第236页，以及《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纪录，第一届会议……》

(A/CONF.39/11) (见上文脚注 )，第38次会议，1968年4月25日，

第215页，第60段。

3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第二次报告第49
段第二处脚注引用的特别报告员近期编辑的一部著

作中，詹姆斯 · 克劳福德称，“国际法规定，缔约方

拥有条约，可对其作出解释”。106这一说法表明嗣后

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总体解释规则一部分所发挥作

用的重要性。委员会的工作可能有助于纠正一个错

误观念，即仅靠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

一项就提供了解释的总体规则。

33. 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注重缔约

方“共同理解” 在解释条约进程中的解释性价值—

这一表述似乎反映对先前用语的回归。关于用语问

题，他本人仍然希望自己能够说服特别报告员和其

他委员，即“解释材料 (elements of interpretation)” 要

比“解释资料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更好。

34. 至于本专题工作应当是描述性还是规范性

的讨论，他认为应该兼而有之。特拉迪先生说，特别

报告员可能会因为采用于过于描述性的方法而受到

批评。但是，一套基本上属于描述性的结论草案是有

意义的。特别报告员将结论草案称为“实践提示”；如

果草案为条约的解释者指出了方向，那么仅仅这一

点就是有益的。目前的委员会成果形式，即结论草案，

仍然是对工作目标的适当表述。

35. 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另一主题是需要保留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下总体解释规则与

第三十二条所述解释之补充资料之间的区别。不能

像结论草案中有些段落那样简单地对两者一起处理，

因为第三十二条所述实践的作用非常不一样。迈克

尔爵士希望委员会能够审查和订正结论草案第1条的

评注第 (3)段，该段似乎在说任何诉诸准备工作的情

况都受到前提条件的限制。这似乎忽视了《公约》中

作出的重要区分，一个是不受限制地利用准备工作

来确认意义；另一个是有条件地利用准备工作来确定

意义。只有使用补充资料来确定条约的意义时才受

到前提条件的限制。

36. 关于结论草案第6条，他同意其他发言者

的意见，即应适当援引适用条约的条款，委员会在

这方面不应偏离1969年《维也纳公约》。尽管结论草

案第6条被表述为对解释者的一项指南，但它事实上

106 J. Crawford, “A consensualist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31(3)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载于G. Nolte 
(编 ),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第29–33页，详见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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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更加指向确定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与条约之间

在解释方面的联系。他认为“对条约解释采取立场”

这一说法不是很清楚。“或是否受到其他考虑的驱动”

一语也没有增加很多内容。相反，它引出调查条约

缔约方动机的难题，因此他建议予以删除。结论草

案第6条与结论草案第9条第3款之间似乎有所重复，

也许将确认相关嗣后协定和实践的所有指南放在一

起更好。

37. 结论草案第7条可能看起来说的是显而易

见的事情，但它是有益的，还可以作些改进。结论

草案第8条有助于澄清嗣后实践。迈克尔爵士同意说，

关于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价值的一个较好的标准

是看它是否“一致、共同和连贯”，但他建议在最后

再加上“清楚” 一词。

38. 结论草案第9条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提供了有益的解释，

对此他和哈穆德先生一样，对“不必……具有约束力”

一语表示关切。这里似乎作出了错误的强调，特别

是《公约》中并没有使用“有约束力” 的说法。

39. 结论草案第10条涉及条约缔约方行为的相

关性，它与国际组织内各国行为不同但相似。可能

将结论草案第10条的内容挪到距离关于国际组织的

结论草案更近的位置更好；这方面戈麦斯 -罗夫莱多

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意见。他赞同村濑先生对

于结论草案第10条的评论，可供起草委员会审议。

40. 关于结论草案第11条，他赞同哈穆德先生

对于进入条约修正领域的告诫，但他认为，实际上

特别报告员已经采取了相当审慎的做法。不过，起

草委员会可改进第2款的结尾，在术语方面还有很重

要的一点：第二次报告倾向于提到“修订” 条约，而

1969年《维也纳公约》则非常仔细地区分了“修订” 与

“修正”。因此，第2段第一句中的“修订” 应替换为

“修正”。最后，他同意将全部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41.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村濑先生正确

地指出，时间因素对于条约的解释非常重要。确定缔

约方的意图是初始阶段的一部分，涵盖从条约谈判

直到通过这段时期。在这一阶段，重要的解释材料

是准备工作及缔结条约的背景。在随后的阶段，即

条约通过和生效之后，重要的解释材料是关于条约

解释和适用的嗣后协定及关于条约适用的嗣后实践，

两者都作为缔约方关于解释的协定。他同意墨菲先生

和埃斯科巴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的关切，即特别报告

员如何处理条约解释和适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结

论草案及相应的分析中，这两个概念应当区分开来，

就像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
和 (乙 )款中所做的那样。

42. 就多边条约而言，有时缔约方会议通过准

则，明确规定用于执行条约，有时则规定不得将准

则理解为解释条约，其目的是通过提供实用指南而

便利其得到执行。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认为，特

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157和第158段中提到的例

子是就《公约》执行达成的协定：其目的不在于确定

或澄清文书条款的含义。

43. 关于第二次报告第78段的说法，即缔约国

大会就是根据条约为审查或执行条约而举行的会议，

他指出，条约中无需明确规定设立缔约国大会或任何

其它政府间机构；缔约国可自行决定此类事项。例如，

在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

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通过许多年后，缔约

国于2002年决定设立缔约国会议，107 并于2012年通

过了议事规则。108

44.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缔约国作为

条约的所有者可就条约的解释达成协定，这一协定

不是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

45. 哈穆德先生提到委员会未被联合国条约法

会议采纳的一项提议，即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

列入一条规定，以便通过嗣后实践对条约作出修订。

但是，实践和判例法中几乎没有提供依据，可以主张

说这种程序目前构成习惯法的一部分。他本人认为，

这个问题不在所审议的专题范围之内，需要另外进

行全面的分析。

46. 他和特别报告员持同样的观点，即解释进

程是一项综合行动，其中应当给予嗣后协定的权重

取决于这一进程中所有的因素和具体情况。

107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执行局在

第165届会议 (2002年10月7–17日，巴黎 )上通过的决定”，165 
EX/Decisions号文件，第6.2点，第9 (b)号决定，第26页。可查阅：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80/128093e.pdf。
108 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

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会议 (教科

文组织，1970年，巴黎 )，议事规则 ”，2012年6月22日通

过，可查阅：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
CLT/pdf/1970_MSP_Rules_Procedure_201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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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言，称由于条

约数目在范围广阔的领域中稳定增长，从而使得条

约解释问题重新引发关注。他赞同关于结论草案性

质相当笼统的评论，这引起人们对其在实践中实施

所造成影响的关切。专题的工作成果应当是一套明

确的指南，供经常处理国际条约解释和适用问题的

专业工作者使用。

48. 关于结论草案的案文及其中的推理，他赞

同特别报告员在结论草案第6条中拟议的办法，但不

能完全信服于一条单独的结论草案的“附加值”。毕

竟，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
和 (乙 )款只能适用于反映缔约方对条约共同理解的

那些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49. 在结论草案第6和第7条中援引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和第三十二条是否

合适是有疑问的。对这两条中规定的关于条约解释

的基本资料和补充资料之间应当作出更明确的区分。

50. 他对第二次报告第5段中的下列说法难以

接受，即“条约适用” 行为尽管极为重要，但只是所

有“涉及条约解释的” 行为的一个例子。确实，国际

条约的适用与其解释是不可分割的。但这两者仍应

各自保持独立，因为解释的目的是澄清案文的含义，

而适用就意味着决定对缔约方或在特定情况下对第

三方的后果。

51. 他不反对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即使通过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缩小或扩大了条约的可能解释

范围，只要缔约国的原本意图仍然能够得到保留即

可。否则结论草案会为条约的解释提供过多的余地，

而这会导致违约情况。

52. 关于这一条结论草案的第2款，他质疑以特

定性作为决定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价值标准的选择。

这真的是条约解释方面最重要的因素吗？另一方面，

根据结论草案第8条，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价值

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一致、共同和连贯。为支持

这一表述，特别报告员援引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

一项裁决。109 但是，单一孤例很难作为所拟议办法

的充分佐证。嗣后实践确实应当一致、共同和连贯，

否则它就不能显示缔约方的共同协定。但是，委员

会不妨重新考虑特别报告员拟议的办法是否合适。

109 日本—酒精饮料税案二。

53.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他说，所有缔约方

都应尽可能参与嗣后实践。援引缔约方对既有实践

的默示同意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意识到这一实践且

自身也没有支持关于条约不同理解的其它实践即可。

有些委员刚刚提出的关于这种协定是否具备约束力

的问题应当单独讨论。

54.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他说，缔约国大会

是协调一条约缔约国理解和适用条约条款之立场的

最佳机制。

55. 他对结论草案第11条提出的主张表示怀

疑。尽管他赞同第二次报告第116段中的说法，即解

释和修订条约之间的分界线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确定，

但这两项工作必须保持分开，因为它们具有完全不

一样的法律后果。1969年《维也纳公约》所基于的理

念是，条约作者的原本意图主要表达在条约文本中，

要由解释条约的人来阐述这些意图。国际法院多次

强调指出解释者的任务不是审查条约，也不是提出

条约中没有的内容。

56.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通过嗣后实践修订

条约的可能性未得到普遍承认，这一结论在很多方

面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在特定案件中，一部条

约经由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得到修订，那么这种协

定不应被视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

项所述的解释资料，而应被视为《公约》第三十九条

所述关于修正的协定。如果在适用条约时，需要通

过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出发展性的解释，那就表

明条约需要审核了。通过正式修正程序对条约进行

更新就能澄清案文，反映自签字以来缔约方对自身

义务理解的变化。

57. 最后，他同意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上午11时40分散会

第3209次会议

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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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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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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A节 ; A/CN.4/671; 
以及A/CN.4/L.833)

[议程项目6]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就其第二次报告

(A/CN.4/671)的辩论进行总结。

2.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已试图尽

可能地以规范的方式提出结论草案，但由于国际判

例法和国家实践的多样性，难以确定非常明确的规

则。然而，从某些模式中衍生出来的一般结论将对

解释者提供协助。这种协助可能包括说明各国际法

院和法庭在面对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时所采取的办

法。例如，国际法院处理该问题的方式就为解释者提

供了重要指导。因此，拟议的结论草案并不纯粹是

说明性的。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委员会可能宁愿按

照尼豪斯先生和村濑先生的提议将案文草案称之为 
“准则”。

3. 关于更明确地区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发挥的作用的建议是可以接

受的，只要解释程序的统一原则得到维护，并酌情

提到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即可。还应指出，根据迈克

尔 · 伍德爵士的提议，第三十二条既能够以补充的方

式适用，也能够以系统的方式适用，目的是确认适

用第三十一条所产生的含义。

4. 关于结论草案第6条，墨菲先生表示，根据

大量研究，适用和解释是两个完全不同并可区别的行

为。然而，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表明，实际情况正好

相反，这两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重合，因此需

要提请解释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适用条约始终

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解释。他赞同墨菲先生关于更明

确地强调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内容的建议，该

内容使解释者更多地注意到实际达成的共识，他也

赞同福尔托先生的建议，即明确规定嗣后协定或嗣

后实践可能不仅有助于澄清条约的条款，而且还有

助于澄清其他解释方式，如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正

如尼豪斯先生的建议，在结论草案结尾处，还可以

找到一个比“其他考虑” 更恰当的表述。

5. 结论草案第7条重复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的内容，目的正是要对其进行更为详细

的解释。可以提及福尔托先生所提到的其他标准，

但难以根据福尔托先生的建议进一步得出结论，认

为某一特定实践的特定性总是对解释具有重大价值。

然而，哈穆德先生的建议，即指明实践应特定于条约，

其方向似乎是正确的。关于特定性、价值和形式的

提法也可合并到一条结论草案中。起草委员会还应

审议墨菲先生和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关于用

“重要性 (weight)” 替换“价值 (value)” 的提议。

6. 就结论草案第8条来说，他同意“一致、共

同和连贯” 的说法也许过于规定性。他将拟议新的措

辞，以便也考虑到哈穆德先生关于实践应足够常见

的提议。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则亦应加以解决，因为

正如福尔托先生所述，这是与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

的价值密切相关的。

7. 一些委员对结论草案第9条中拟议的建议提

出了意见—尽管该条草案是依据委员会业已通过

的结论草案第4条的评注通过的，该建议认为根据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达

成的嗣后协定不需要具有约束力。如果嗣后协定必须

具有约束力，那么《公约》本该赋予它们更有力的法

律效力。福尔托先生还提到，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在

美国—影响丁香烟生产和销售的措施案中并未指

出，为了被定性为一项嗣后协定，多哈部长级会议的

决定必须具有约束力，但这项决定明确表示了共识，

而且不仅仅是劝告性的。110 此外，没有迹象表明委

员会或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的与会国认为根据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达成一项嗣

后协定，与根据嗣后实践达成的一项协定具有不同

的法律效力。当然，解释者必须“考虑到” 嗣后协定

或嗣后实践，但这一义务并不产生于随后行为一定

具有的约束力，而是产生于《公约》本身。卡姆托先

110 美国—影响丁香烟生产和销售的措施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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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曾正确地指出，第二次报告引用卡西基利 /塞杜杜

岛案 (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 )来强调各当事方必须就条

约的解释达成一致意见。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并未

确认一嗣后协定不应具有约束力。相反，国际法院

在该案或任何其他案件中均未表明协定必须具有约

束力的立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虚假的辩论，为

了结束这场辩论，也许可以采用哈穆德先生拟议的

措辞，即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

项达成的协定产生法律效力，并在该种程度上具有 
约束力。

8. 朴先生和墨菲先生相当正确地提出了一个

问题，即是否应当区分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达成的协定和根据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 (乙 )款达成的协定，但结论草案第4条及

其所附的评注已经对其作出了区分。结论草案第9
条的目的是识别这两项的共同点，即各当事方就条

约解释所达成的共识。关于沉默，根据卡姆托先生

的提议探讨禁止反言、阻却和时效概念似乎有些不

妥。墨菲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出将结论草案

第9条第3款移到结论草案第6条处，对此应加以 
探讨。

9. 由于结论草案第10条的主旨已得到支持，他

建议委员会在日后审议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出的关于

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当事方的问题。村濑先生和朴

先生已经指出，由于缔约方大会根据不同规则运作，

这类会议不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类别。为考虑到这

种多样性，第2项确认了适用的议事规则的优先性，

并在第1项中采用了一个“缔约国大会” 的广泛定义。

正如村濑先生所建议的，也许可以解释说在评估缔约

国大会决定的效力时，解释者有充分余地来考虑这类

会议运作的具体规定。墨菲先生提出对专门负责评估

条约执行情况的会议与审查条约本身的会议加以区

分，他质疑这一建议是否妥当。一条约未必要被明确

解释，但能在其执行过程中以暗示的方式加以解释。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对第3项关于“实质性

协定” 的说法表示怀疑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区分形

式和实质的重要性是扎根于国际判例法的。委员会

不妨根据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的提议，审议缔约国

大会的决定除了有助于条约的解释之外还可能产生

的影响，前提是审议不要偏离本专题。一些缔约国大

会，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并非

是按照议事规则运作的，这一事实应更明确地加以 
强调。

10. 有些委员对于结论草案第11条是否属于该

项目范围表示怀疑，而另一些委员则持相反意见，认

为有必要处理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可能修正条约的

问题。他谨慎地编写结论草案，以便它落入该专题

的范围，即条约的解释。然而，解释和修正的区分

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因此，应当提请解释者加以注意。

应审议修正或修订条约的打算对潜在解释的范围可

能产生的影响，并像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所建议的

那样，在必要时提及演进式解释的可能性。由于结

论草案第7、第8和第11条是密切相关的，起草委员

会不妨考虑合并这些结论草案的某些规定。

保护大气层 111 (A/CN.4/666，第二部分，I节 ;  
以及A/CN.4/667112)

[议程项目1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11. 主席请保护大气层特别报告员村濑先生介

绍他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7)。

12. 村濑先生 (特别报告员 )回顾说，虽然一些

国家在第六委员会一直大力支持将该专题纳入委员

会的工作方案，其他代表团对这种做法的可行性表

示怀疑，因为该专题具有高度技术性，而且还因为

该领域一直开展的谈判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为

了消除这些关切，委员会同意纳入此项专题，但以

一项“谅解” 为条件；113 然而，没有任何规定可以阻止

委员会讨论任何政治谈判不在处理的问题或从习惯

国际法的角度对现有条约实践进行审查，特别是因

为委员会并不试图拟议一套条款草案以填补专门条

约的空白之处。此外，由于那些条约建立的机制因

区域不同而具有相对和各异的效力，因此，应识别

适用那些条约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委员会的

目标应是制定不具约束力的指南草案。然而，有些

国家认为，在项目稍后阶段重新界定2013年的“谅解”

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选择该专题是适当的，

因为保护大气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并有

111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年 )上，委员会将本专题纳入其

长期工作方案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177页，第365段，以及第193页，附件二 )。在第六十五届

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将该专题纳入工作方案并任命村濑

信也先生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页，第168段 )。
112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13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页，第

1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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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国家实践证据。此外，该专题基本上是一个

法律问题，这意味着委员会将不会有干涉政治领域

的危险。委员会非但不会不宜处理特别制度的问题，

实际上，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委员会是联合

国最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并由此可避免国际

法不成体系的问题。此外，根据其《规约》第16条 (e)
款的规定，委员会可以与科学组织和专家个人进行

磋商，这是委员会业已开展的工作。

13. 至于第一次报告在第一章中提供的背景，

特别报告员回顾说，1941年就特雷耳冶炼厂案作出

的裁决已为涉及越境空气污染的法律奠定了基础。自

1980年代以来，有关保护大气层的法律框架得到了

补充，其中包括《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以及其

他涉及大气层恶化不同方面，尤其是在对流层越境空

气污染、平流层臭氧消耗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多边

文书。但是，尽管于1989年2月在渥太华举行的政

府间会议已经为此目的作出努力，114 而且国际社会在

过去30年中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气层法律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尚未缔结任何涵盖保护整个大气层的公约。

14. 关于保护大气层的法律源自各项专门公约

和国际判例法，其中有特雷耳冶炼厂案、南极捕鲸案、

核试验案 (澳大利亚诉法国 )以及核试验案 (新西兰诉

法国 )，引起了在该领域承认众有诉权的可能性。其

他渊源包括非约束性文书及国内立法和案例法。这

些渊源有助于确定关于保护大气层的规则和原则是

否为成文的习惯法—因此成熟并适合编纂—抑

或是正在形成的习惯法，在后一情况下，委员会将

致力于促进其逐渐发展。

15. 第一次报告拟议的指南草案具有一般性质

并载有各种定义。因此，在这些定义之前，均有关

于大气层物理特性的说明，并附有图表，其中强调

了大气层的脆弱性，以及作为一种有限稀缺的自然

资源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大气层围绕地球运动—

大气循环—不可避免地造成气载物质、特别是空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扩散，并使得大气层成为波

动和动态的物质，这意味着不能以对待领空的相同

方式对待大气层。

114 见“Protection of the atmosphere: statement of the Meeting 
of Legal and Policy Experts, Ottawa, Ontario, Canada, Febru-
ary 22, 1989”, Americ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5, No. 2 (Winter 1990), 第529–542页。

16. 指南草案第1条 (用语 )提供了一个供指南

之用的大气层法律定义，同时考虑到大气层的物理

特性及其功能方面。

17. 指南草案第2条 (指南的范围 )界定了指南

草案的范围，将其限制在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层退

化 (对大气层的影响经常是间接的，切尔诺贝利和福

岛核事故即是明证 )，并明确指出指南草案范围涵盖

自然和人类环境；该指南草案还指出大气层退化的两

个原因，即将有害物质引入大气层和改变大气层。可

能导致大气层退化的具体物质问题将不会得到讨论；

然而，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个议题与国际法其他相关

领域 (例如海洋法、商法和人权法 )之间的相互联系

将得到考虑。

18. 指南草案第3条 (大气层的法律地位 )载有

一条“不妨碍” 条款，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定明确保

护各国对空域的主权。根据空域与大气层的不同性

质，这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如指南草案第3条所指

出的，大气层是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但大气层是

可能会枯竭的，即使它无法以普通意义的方式进行

开采，因此应当予以维护。他建议，“共有的自然资源”

概念可适用于双边或区域越境空气污染问题，“共同

的自然资源” 概念则适用于与大气层相关的全球环境

问题。然而，为了对大气层及其保护加以法律定性，

他不会适用“共同财产” 概念或“共有物” 概念，因为

这两个概念过于强调空间。他也不会采用“人类共同

遗产” 概念—这样做意味着对大气层的相关问题进

行集体管理，因此为时过早。实际上，“人类的共同

关切” 概念比较适度但更全面，似乎更有可能以指南

草案为依据，促进各国之间合作解决共同关心问题

的机制。

上午11时45分散会

第3210次会议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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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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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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保护大气层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I节 ;  
以及A/CN.4/667)

[议程项目1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保护

大气层专题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7)。

2.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当委员会开始就紧迫的

当代问题开展工作时，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3. 作为第一次报告第42至第50段所载相关判

例法的详细概要之补充，特别报告员不妨也考虑常设

仲裁法院于2013年就印度河水域吉申甘加河案 (巴基

斯坦诉印度 )作出的仲裁裁决，该案涉及印度在印巴

共有的河流上修建水电站引起的争端。这一案件很重

要，因为法院确认了特雷耳冶炼厂案仲裁阐明的习惯

国际环境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

损害他人财产。这一裁决支持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第51段中的结论，即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他

人财产原则被公认为涉及相邻国家间跨界空气污染

的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常设仲裁法院还坚决认定，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当代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4. 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和为“大气层” 拟议的定

义，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需要确定一个合理

并与科学定义相符的法律定义。为指南之目的，特

别报告员将部分由中间层和热层组成的高层大气层

排除在“大气层” 定义之外。他想提醒大家，不应将

高层大气层排除在外，原因有三点。

5. 首先，中间层中的变化可以作为温室效应的

最初指标。一般认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导致对

流层变暖；但是也可能冷却平流层和中间层，最近关

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南极

计划都观测到这种情况。115

6. 其次，虽然第一次报告图一显示高层大气层

中存在低轨道卫星，但是发射低轨道卫星和卫星的

存在造成的环境后果超出了指南目前的范围。

7. 第三，目前出于保护大气层的目的对高层大

气层的关注有限，这可能是因为科学知识不足，当

初对臭氧层也是如此。

8. 关于指南草案第2条，他指出指南草案只涵

盖那些对环境的影响“重大” 到需要国际监管的不利

影响，但是报告没有对“重大” 一词作出定义。如第

一次报告所称，大气层是“一个流动、单一和无法分

割的单位”，因此应当考虑，如果把物质或能量引入

大气层抑或改变其组成有可能产生广泛或长远的后

果，那么其影响是否将被视为“重大” 影响。鉴于累

积效应最具破坏性，所以即使是轻微的损害，积少

成多，也可能导致无法界定国家责任的重大损害，从

而破坏保护大气层的“共同关切” 方针。

9. 关于指南草案第3条 (a)项，他说特别报告

员在得出保护大气层是“人类的共同关切” 的结论时，

分析了可适用于大气层的法律地位的不同概念，该

分析十分有用。分析的两个方面提出了需要进一步

讨论的疑难问题。

10. 第一，他完全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

“空域” 概念与“大气层” 概念相差甚远：前者是以地

域为基础的概念，而后者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当前

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所基于的是对海洋区域国家管

辖权的分配。通过分配大气层的国家管辖权，尝试

在保护大气层的工作中引入这种框架既不适宜，也

不可行。不过，他想知道将保护大气层视为人类的

“共同关切” 是否意味着绕过领土或管辖权问题。这

样是否将削弱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他人财产

原则的重要性？该原则毕竟是处理跨界空气污染案

件的主要原则。如果不会削弱，那么如何使“人类的

共同关切” 概念符合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他人

财产原则？

115 见澳大利亚政府南极项目网站关于中间层气候变化的 
信息：www.antarctica.gov.au/about-antarctica/environment/atmosphere/
studying-the-atmosphere/hydroxyl-airglow-temperature-observations/
climate-change-in-the-mes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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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二，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第86
至第90段解释了为何与更广义的“共同财产 ” 和

“共同遗产” 概念相比，他更倾向于使用“人类的共同

关切” 概念。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所说的将大气层置于

共同所有和管理下有点过头了，不过强调共同关切

的不是大气层，而是对大气层的保护可能是有益的。

特别报告员在第89段中断言，“因此将必然产生各国

保护全球大气层这一普遍适用的实质性法律义务”，
似乎夸大了“共同关切” 这一概念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共同关切” 和普遍义务问题最多只能算是国际法中

尚未解决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引以为据的1970年巴

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只是在附带意见

中提到了普遍义务的概念，而且无论如何都与环境保

护无关。真正的问题是具有潜在深远影响的保护大

气的实质性义务是否存在于硬性法律中。如果如特

别报告员所述，给予所有国家法律地位以执行涉及

共同关切的规则还为时过早，那么是否意味着那些

所谓的普遍义务本质上不能强制执行？或者是否有

一些可以强制国家执行的保护大气层的基本职责？

12. “共同关切” 的概念意味着需要在保护大气

层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已证

明就共同关切的事项开展合作的义务是可以强制执

行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在2001年混氧核燃料工厂案

和2003年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及周边填海造地案中下

令采取的临时措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特

别报告员不妨探讨在保护大气层方面，合作的义务

是否构成“共同关切” 概念或普遍义务的一部分。

13. 确定大气层的法律地位以及保护大气层的

最佳方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

报告考虑周全，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强烈建议

将指南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4. 朴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清

楚地解释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提到了有

用的素材。

15. 总的来说，第一次报告第92段所载临时工

作计划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说明该专题的走向。更

好的做法是制定一份路线图，包括导言 (提出主要

问题 )、可能适用于保护大气层的基本原则、这些基

本原则的实施、一般规定和其他事项以及应作为优

先事项讨论的问题。

16. 虽然特别报告员试图根据第一次报告第5
段提到的四点“谅解” 限定本专题的范围，但是可能

会出现某些冲突。报告第68段提出了国际上与大气

层相关的三个核心问题—空气污染、臭氧层消耗

和气候变化，但是根据“谅解”，关于此专题的工作

不得妨碍关于上述核心问题的政治谈判。

17. 关于方法问题，特别报告员似乎将保护大

气层本身作为当务之急，但他认为重点应放在规范对

大气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国家或个人活动上。与

海洋法或外层空间法一样，大气法的目的也应当是

通过规范国家的活动提供保护，首先就应当明确国

家的法律和义务。

18. 特别报告员的理论方法让人联想到二十世

纪初关于空气的法律地位的学术讨论，当时一些国际

法学者坚决主张，鉴于空气具有跨界自由流动的性

质，对其行使主权既不可接受，也不可能实现。不过，

没多久便确立了空域主权原则，“主权空域” 和“公海

上空的空域” 概念已适用于所有空中活动。海洋法根

据沿海国家对海洋的主权或管辖程度，将海洋分为若

干个区域，大气法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因此，处理

保护大气层的问题时应当区分属于和不属于一国主

权或控制下的大气层。要进行这种区分，就必须对

指南草案第1条 (用语 )和第3条 (大气层的法律地位 )
进行修正。

19. 谈到指南草案第1条，他说，虽然有必要暂

时确定一个与科学定义相符的法律定义，但是他不

赞成人为地将其局限于对流层和平流层，即使空气

污染、臭氧层消耗和气候变化主要发生在那里。将

大气层的定义局限在最下面两层，将大大降低国家

对位于或流经其领土和领海上空的空气可行使主权

或控制权的高度。

20. 他还对“气体层” 的表述持有疑问，这将引

发关于什么是“层” 和“气体” 的讨论，他倾向使用

“气体包层” 一词。指南草案也应为三个核心国际问

题 (空气污染、臭氧层消耗和气候变化 )提供定义，

不过必须谨慎，不要妨碍相关政治谈判。

21. 关于指南草案第2条――指南的范围，他说

需要进一步讨论空气污染的性质。应当在法律上澄

清，污染来源地或是导致污染的地点与受污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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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不同。大气层的运动迅速地将污染物送到远

离污染源的全球各处，污染物的积累对大气产生了

有害影响。然而，通常不可能明确地找出大气层退

化的原因和最初来源。因此，应当采用现有有关公

约的做法，从限制有害物质的角度保护大气层。

22. 第一次报告第76段称指南草案的主题将包

括能量进入大气层的情况，他表示难以认同。这提出

了放射性污染以及限制放射物排放问题，国内法律、

国际文书和1979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第一次报告在第76段最后一处脚注中对其有所提

及—的八项议定书已经涵盖了这些内容。

23. 他很难接受指南草案第3条 (大气层的法律

地位 )。在他看来，即使是暂时位于在一国领土或领

海上的大气层的法律地位也与公海或南极区域上空

的大气层的法律地位颇为不同。后者或许可以被视为

“人类的共同关切”，但是处于一国控制下的国家领土

上空的大气层则不是。按照海洋法的法律制度，为

其法律地位之目的，大气层应分为国家空域内的大

气层与空域外的大气层。此外，如何确立有关“人类

的共同关切” 的国际法律标准尚不清楚，这无疑将构

成国际法的逐步发展。

24. 毫无疑问，需要建立一个法律框架，系统

地涵盖与大气层有关的所有环境问题，不过大气层

的保护的确提出了许多技术和政治上的难题。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25.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与条约

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专题起草委员会由

哈穆德先生、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墨菲

先生、朴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

告员 )以及特拉迪先生 (当然成员 )组成。

上午10时45分散会

第3211次会议

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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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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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

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保护大气层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I节 ;  
以及A/CN.4/667)

[议程项目1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保护

大气层专题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7)。

2. 墨菲先生说，将本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

未在第六委员会获得有力的普遍支持，各国对此反应

不一。某些国家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许多国家则强

调必须满足委员会2013年谅解中为审议本专题明确

规定的条件。然而，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似乎

偏离了该谅解的规定和精神，谅解的关键点并不是

委员会只应避免干涉“正在进行中的条约谈判”，而

是明确排除了对若干问题的分析。此外，尽管没有

明确提到习惯国际法，但该谅解中规定的条件不仅

适用于条约制度，还适用于国际法的所有渊源。

3. 尽管该项目并不打算“填补” 条约制度中的

空白，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第12、第13和第

15段趋于表明，其目标实际上是通过确定法律原则

和规则的方式找到并填补条约制度中的空白。同样，

虽然本指南草案不应该“试图给现行条约制度强加其* 续自第320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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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尚不具有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116 特别报告

员在报告第13段中设想“为各个条约制度之间的统一

与协调提供适当的指导”，这无异于将某一制度的规

则和原则强加于另一制度。防范原则特别是与赔偿

责任有关的其他问题，本不应被纳入该项目，却在

报告中进行了处理。报告第39段称，《关于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伦敦调整案 117具有强化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效，但该文书的起草者却

极为审慎，丝毫不曾明确提及这一原则。同样，第

40段对源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之描

述会让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发达国家已承诺减少其

温室气体排放，这可能会导致委员会被视为在目前

正在谈判的问题上选边站队。

4. 关于第一次报告所采用的方法，指南草案和

报告的某些部分并无条约法、国家实践或判例法依

据，而是基于非政府组织的观点或学说，尽管委员

会事实上历来对各国是否接受某项规则为法律极其

敏感。例如，在2013年6月哥德堡 (瑞典 )举行的讲

习班 118 上提出的建议本身不能证明国际社会在本专

题上对委员会抱有极高期望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特别

是在50个国家和欧洲联盟已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的

情况下。《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当事国只是注

意到这些建议而已。119 同样，必须对第一次报告援

引为确定法律确信重要渊源的一些不具约束力的文

书进行仔细分析，因为这些文书之所以不具约束力，

原因是各国认为它们没有体现法律要求，还因为这

些文书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缔结的，并未确立国际

法的一般规则。

5. 正如吉滴猜萨里先生所指出的，指南草案第

1条中拟议的大气层定义似乎并不完整，因为它将一

些气层排除在外，实在令人费解。此外，“气载物质”

的存在与界定大气层的定义毫不相干，因为它们也存

在于外层空间。对大气层的定义只有一句简单的陈

述，即它不超过平流层的上限，在那之外即属外层

116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页，第

168 (d)段。
11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98卷，第26369号，第469页。
118 P. Grennfelt 等人( 编 )，Saltjöbaden V–Taking Inter-

national Air Pollution Policies into the Future, Gothenburg, 
24–26 June 2013, Copenhagen,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2013, 第 11页起，可查阅：www.norden.org/en/publication/
saltsjobaden-v-taking-international-air-pollution-policies-future。

119 见ECE/EB.AIR/122号文件，第18段。

空间。然而，2013年谅解已将外层空间及其划界明

确排除在这一项目之外。此外，根本不可能将“大气

层” 和“空域” 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因为按照定义，

后者是含有“空气” 的空间，如果没有“大气层”，就

根本没有“空气” 可言，如此一来，拟议的定义可能

被解释为暗含一国空域止于地球表面上方50千米处

之意。此外，与大气问题有关的诸条约并未对这一

术语作出界定的事实引出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有

必要对其作出界定；毕竟，关于海洋法的各公约并未

就“海” 这个术语下过定义。最后，如果此种定义被

反馈到现有条约制度中，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其与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中所载“行星边界层” 概念

之间的联系很不明确。

6. 初看起来，指南草案第2条中提出的指南范

围似乎异常宽泛，因为它提到了改变大气层组成的所

有人类活动，其中包括简单的呼吸动作。然而，正

如朴先生所指出的，有关活动只有在产生某种越境

影响的情况下才能被划入国际法的范畴。这一项目的

范围随后被限于影响地球整个大气环境的活动，这就

意味着指南只涉及“全球大气问题”，即臭氧消耗和

气候变化。此外，指南草案第2条 (b)项违反了2013
年的谅解，该谅解赞成制定指南，以避免确立新的

法律原则。最后，一条专门述及范围的规定并非必要。

但是，如果将其保留下来，它应该反映2013年的谅

解所确立的这一项目的初步范围。

7. 指南草案第3条所载要素除了备受争议的

“人类的共同关切” 一词外，初看之下似乎与大气层

的法律地位并无关系。“人类的共同关切” 一词曾

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序言中，该

《公约》处理的是一种单一现象，并未提及“大气层”，
而是提到了地球气候变化所致不利影响所引发的关

切。然而，正如朴先生所言，自然资源的保护从未

被认为是“人类的共同关切”。这一术语从未出现在

关于大气层的任何条约或者依此确立的任何制度中。

在第一次报告中，就整个大气层的保护问题使用

“共同关切” 一词的依据是一份单一学术著作，而实

际上，该著作表明该词有三种解释，并强调了这一

概念在国际法中的新颖性。特别报告员似乎还借鉴

了其他学术著作，但这些著作为该术语的用法加入

了相互冲突的内容和效果。这包括防止自然资源受

到破坏的法律责任 (各国从此要防止一切类型的排放

以保护大气层吗？ )，也包括国家以及甚至个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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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包括合法渠道在内的联合或单独行动保护大气

层的权利和义务，甚至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国际环保团结的一般义务。

8. 尽管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第89段中指

出，共同关切的概念可能会导致产生普遍适用的义

务，但特雷耳冶炼厂案表明，污染大气不一定会构

成违反普遍义务，特别是在污染范围仍限于当地的

情况下。此外，正如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所

指出的，虽然国际法规定的某些义务是普遍适用的，

但大部分国际法系因国家间双边关系而订立。120 还
应指出的是，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附带意见中提

到的普遍义务涉及到基本权利、侵略和种族灭绝问

题，不污染大气层的义务与之根本不具任何可比性。

在第一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没有在关于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项下具体说明该义务在被认为

普遍义务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何种后果。因此，委

员会采用“共同关切” 这一术语将有失明智，正如吉

滴猜萨里先生所言，这一术语尚未在国际法中确立，

而且在未能达成就气候变化工作设定的最后期限和

目标的情况下，如果以民众之诉的概念为基础概念，

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9. 在该阶段，他不赞成将指南草案第3条提交

给起草委员会。他认为，委员会应该对本指南草案

采取一种不同的、基于国家实践的策略，为辛勤致

力于解决与大气有关问题的决策者们提供帮助。可

用一条指南草案回顾现有国家实践，表明各国正在

就这些问题开展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应该继续下去。

另一条指南草案可载明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国际条约

及其他文书是此种合作极富成效的证明并有助于协

调国家活动，这些条约和文书可在评注中予以列明。

再有一条指南草案指明条约制度的不同范本，包括辅

之以议定书的框架公约范本，并可在该条指南的评注

中纳入对所用方法的分析。各国可借助这些不同类

型的“实践指针” 来了解在制定现行制度时所采用的

方法，以便将其应用到新制度之中。相反，就本专题

采取的一刀切做法，错误地假定与大气层有关的所

有问题都具有类似的性质，且致力于发展统一的法

律规则以协调不同的制度，这种做法注定会产生问

120 见国际法不成体系委员会研究小组的报告，A/CN.4/L.682 
(及Corr.1)和Add.1号文件，油印件；可于委员会网站，第

五十八届会议 (2006年 )的文件中查阅。最终文本将载于《2006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题。他建议在稍后阶段召集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协助

特别报告员拟定这些指南，他也认为制定一份路线

图或总体规划可有助于引导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 
工作。

10. 尼豪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已清楚地表明

保护大气层的重要性，这是人类的共同关切，是委

员会为子孙后代着想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一

次报告确已证实了特别报告员从纯法律角度引入这

一专题的意图，似乎有可能减缓某些国家在第六委

员会所表达的忧虑。

11. 和特别报告员一样，他认为在越境空气污

染、臭氧层消耗和气候变化问题尚未成为当前政治

谈判主题之前对其展开讨论大有裨益。此外，在第

一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恰当地回顾，其目的与其

说是要指出过失方或责任方，不如说是要确定在处

理共同问题方面可能采取的国际合作机制。

12. 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他说他赞同特别报告

员提出的定义，后者已决定将它限制在较低大气层、

即对流层和平流层中。某些委员认为中间层和热层

也应包括在内，但姑且不论这些较高气层中不存在

空气的事实，它们也是外层空间的一部分，而外层空

间已被排除在这个专题之外。在吉滴猜萨里先生提

到的情况中，即中间层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必将是自然现象所致，而不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对大气层的管辖权或主权似乎根本无从谈起，因为

它是一种不断流动的物质，在这方面，它有别于空域，

后者属于空间划界。

13. 指南草案第2条指出，只有人类活动造成的

损害才属于本指南草案的范围。(b)项提到一个事实，

即与保护大气层有关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关联的。如果

以此表明有关大气层的法律与第一次报告第77段提

到的国际法其他领域之间的联系，那么该项规定的措

辞应该更为明确。指南草案第3条规定了大气层的法

律地位，特别报告员在对此进行解释时提到了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使用的“人类的共

同关切” 这一概念。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恰当回顾的那

样，与空域法律地位有关的规则依然适用。

14. 最后，他说，他赞成将这三条指南草案送

交起草委员会。他提请各位委员注意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和世卫组织最近开展的两项研究，它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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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大气污染所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再次肯定

了所审议专题的重要性。

15. 特拉迪先生说，在看完第一次报告之后，

他想知道在2013年就审议本专题确立的限定条件之

外，是否还存在任何条约实践可供探讨。报告中分析

的主要文书所涉及的领域，如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

臭氧层和气候变化，恰恰是不应由委员会来处理的。

防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普遍存在于环境

条约法中的事项也被排除在了本专题之外。此外，正

如朴先生所提到的，仅仅就臭氧层消耗这一环境保

护所固有的概念进行定义就违背了委员会工作规定

的前提条件。因此，显然有必要采取一种更加灵活

的方式来满足这些前提条件。

16.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第13段所概述的

目标之一是探索引入合作机制，以解决共同关切的

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目标，但前提是同样讨

论现有的法律义务。关于法律渊源的识别，特别报

告员在第15段中称，有必要将根据现行法提出的论

点与拟议法的“喜好” 区分开来，在国际环境法领域，

后者有时会被“夹带进” 现行法的解释中。虽然这种

纯法律主义的做法可能看似正确，但它会让解释—

在识别法律方面的一个基本要素—遭受不应有的

批评。正如特别报告员本人所言，第一步是要澄清现

有法律原则的意义和功能，这其中涉及一定程度的

解释，甚至还要设想在必要时对其进行“重新解释”。
在第46段，他以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为例，

说明根据“喜好” 或优先事项而非根据实在法提出的

主张不具相关性。但事实上，国际法院据以驳回匈

牙利主张的依据正是适用的法律。另一方面，特别

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第88段中表示，对所有大气问

题使用共同关切这一概念似乎是恰当的，他本人对

此并无异议，尽管这一论点是根据喜好和优先事项

提出的，而且并无坚实的法律依据。特别报告员就

国际环境法的国际判例做出了非常有用的总结。乌

拉圭河纸浆厂案尤为值得关注，原因在于国际法院

首度承认了存在独立于条约之外的、就环境影响进

行评估的普遍义务。但它并没有触及这一要求的各

个方面，这就使得委员会有可能在不超出就审议本

专题所设限定条件的情况下澄清该义务。就主要的

非约束性文书进行分析也有助益，但在这方面，他

并不同意墨菲先生所倡导的限制性做法。例如，防

范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具有相关性，这是因为它

不仅出现在条约中，亦见诸于大量不具约束力的文

书和双边协定中。为此，公平原则，例如《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宣言》121(《斯德哥尔摩宣言》)之原则9和
11，值得进一步关注。

17. 在谈到指南草案第1条时，他说，他认为

对大气层下定义有失妥当，至少在委员会工作所处

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关于指南草案第2条所界定的指

南范围，委员会应明确规定，根据它审议本专题所

须遵守的前提条件，将某些原则和概念排除在外不妨

碍这些原则和概念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关于指南草

案第3条，特别报告员应解释他为何选择将保护大气

层描述为“人类的共同关切”，而不采用“人类的共同

遗产” 这个概念。后一概念必然涉及资源开采 (这将

需要一个类似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影响深远的机构

组织” )之事实并不是充分的理由，特别是鉴于今后

的工作重心将是保护大气层，而不是开采利用它。

18. 最后，正如朴先生之前所言，《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类比，尤其是在该文书

所述及的评估环境风险义务方面和在领土主权的问

题上。大气是跨越国家边界自由流动的，而海洋亦

可谓如此，但对其进行划界只会使其管理复杂化。

19. 哈苏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其所用方法

中严格遵守了委员会就审议当前所议专题设定的限

制条件，这些条件使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保护

大气层是与气候变化和已被排除在外的其他领域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因缺乏关于这个专题的法律规范，

特别报告员曾建议“重新解释” 现有法律概念、原则

和规则。但这样做时，他应该牢记委员会已承诺不

“填补” 现有条约制度的“空白”。

20. 指南草案第1条中拟议的大气层定义过于

具体，排除了科学知识演变的可能性。该定义应侧

重于大气的功能方面，即其在输送和扩散空气中的

物质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其物理方面或其划界。指

南草案第2条中的几个术语可能会对委员会的工作范

围构成不必要的限制。其所述及的人类活动是指那

些将有害物质或能量引入大气层或改变大气层组成

并且对人的生命和健康及地球的自然环境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的活动。然而，这两个累加性条件所设置

的门槛很高，会将第一次报告第74段中提及的旨在

改变大气条件的活动排除在外，因为它们的目的是

121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斯德哥尔摩，1972年6
月5–16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II.A.14)，第一

部分，第一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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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希望产生的变化。“有害” 一词也有问题，因为

同一种物质可能有害，也可能无害，这取决于其在

大气层中的位置。同样，形容词“重大” 可能有多种

解释，而且鉴于大气层的重要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该词的限制性都过于强烈，不宜只用来描述国际法规

可能涵盖的此种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更为恰当的做

法是用更为宽泛的措辞来界定指南草案的范围，以便

涵盖所有影响大气层的人类活动。保护的概念也应

在本指南草案中加以界定。在指南草案第2条 (b)项
中，用来描述与保护大气层有关原则的形容词“基本”

一词应该加以澄清或删除。该句的后半部分也不太

清楚，特别是鉴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解释称

有关大气层的法律与国际法其他领域存在内在联系。

21. 指南草案第3条 (b)项中的保留条款是合理

的，因为空域和大气层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别，对

此报告已做出了详细解释。但 (a)项中关于大气层法

律地位的定义未能尽如人意。例如，保护大气层是人

类的共同关切这一事实是会引起法律义务，还是只是

用来证明制定国际法是理所当然之举，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不再专属于国家法律的范畴？特别报告员以为

共同关切这个概念会导致产生保护大气层这一普遍

义务，但他已表示，将这个概念解释为给予各国为此

采取行动的合法权益或地位为时尚早。有必要更深入

分析此种权利和义务是否存在于国际法中，这不仅仅

是为了证明纳入该项规定合乎情理，也是为了阐明其

含义并增进对它的理解。为此，指南草案第3条应与

指南草案第1条和第2条一并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22. 最后，他说，保护大气层无疑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的议题，但委员会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自成一类

的议题，而不要太过严格地坚持现有制度或对待其他

自然资源的方式，从而为今后的科学发展敞开大门。

23.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已表示支持将保护大

气层专题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因为这个问题刻

不容缓，而且大气层的保护在一般国际法中远未得

到保障。在谈到指南草案本身之前，他想提出两点

初步意见。第一，应该永远铭记委员会现已将本专

题列入其工作方案，条件是其工作成果将以不具约

束力的指南草案的形式呈现，122 该目标已在第六委

员会得到普遍批准。第二，特别报告员声称国际环

境法中业已确立的“人类的共同关切” 这一概念也适

122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页，第

168 (d)段。

用于大气层的保护可谓相当大胆。事实上，尚无任

何实践表明，各国都愿意接受这一概念，特别是鉴

于这个概念仅在关于气候或生物多样性的文书中使

用，而这些文书与大气层的法律地位毫无干系。考

虑到缺乏国家实践且空域与大气层两个概念之间的

关系已经密切到几乎无法区分的地步，特别报告员

在第一次报告第88和第89段中得出的结论令人无法 
接受。

24. 与其通过使用“人类的共同关切” 这一重

要但不准确且可能引发争议的概念来界定大气层的

法律地位，委员会不如着力通过适用国际习惯法、

《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文本中业已存在的法规来预防

大气污染。合作原则已在国际法中牢固确立，对此，

委员会最近亦在其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工

作中予以确认。大家可以在实践中发现有不少实例

表明，已然有义务开展合作以防止气候变化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也必然会合作保护大气层，而不

论其法律地位为何。除这项义务之外，在确立保护

大气层的法律依据时，委员会还应该考虑到睦邻友

好规则，这些规则构成法律的一项一般原则并因此

成为正式的国际法渊源。

25. 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关

于与有关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进行接触的提议。他同样

认为有必要界定大气层和“空气污染” 一词，但仅为

本指南之目的。关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指南草案第2
条，他指出第一次报告第80段和第73段之间存在矛

盾，前者称“空域” 的概念与“大气层” 的概念相差甚

远，而后者则指出人类对大气层的利用方式现有若

干种，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空中航行”。这一矛

盾显然说明了空域与大气层在法律地位方面的密切

关系。无论如何，在本指南草案中，包括在 (b)项中，

都绝无任何内容表明关于大气层法律地位的定义属

于委员会项目的范畴。

26. 指南草案第3条除标题外都是可以接受的，

该标题将大气层的保护而非大气本身称为人类的共

同关切。最后，他说，他正在等待特别报告员作出

澄清，然后才能就是否应该将本指南草案提交起草

委员会表明立场。

27. 福尔托先生满意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非

常重视某些委员和某些国家就是否适合审议本专题

所表达的疑虑，从而表明他愿意解决各方的关切。他

在发言中首先指出，鉴于当前讨论的问题具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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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要创建一个词汇库。早在最初就应该开展更多

的工作，以绘制出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方向，并确切

地表明委员会可如何作出有益贡献。鉴于委员会现

已将本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但规定须遵守一定条件，

明确界定未来的工作方向并制定一份工作计划就显

得更为必要。根据第一次报告第13和第15段以及第

17段最后一处脚注，拟议的指南草案将会确立新的

规则并填补一些空白，而这与委员会的任务及其在

上届会议上采取的决定是背道而驰的。

28. 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 ( “指南草案” 这一术

语在法文本中应译为“ligne directrice”)，他说，他未

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无法就界定大气层的最佳方式

采取立场。但他认为，要确定是否应该将大气层限

于对流层和平流层，必须先确保在其他气层不会或

者不可能发生任何环境退化现象。除了这些科学难

题之外，本指南草案还引发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如

果正如第一次报告第69段所指出的，大多数国际条

约和文件都没有对“大气层” 作出界定，那么将出现

两种可能性：要么存在一些已就大气层作出界定的条

约且这些条约应该被考虑在内，要么为大气层提供

定义从未被认为是必要之举 (事实似乎如此 )，所以

委员会也应该避免这样做。

29. 关于指南草案第2条，委员会在就措辞做出

决定之前，应该先商定项目的具体范围。空气污染可

分为三级：在一国境内排放且未越过其边界的污染；

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越境污染；以及全球污染。第一

次报告第76段称，委员会的工作将是解决大气层退

化的越境和全球性问题，这似乎是合理的。但指南

草案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似乎还包括纯粹国内性质的

污染，且出于这个原因，需要澄清。特别报告员没

有提供任何理由来证明使用形容词“重大” 是合理的，

这就导致无法决定其法律依据。

30. 关于指南草案第3条，关于保护大气层是人

类的共同关切这一观点在当前实践中没有依据可循。

用于支持这种说法的先例性质各有不同。说气候的

演变和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的共同关切是

一回事，但要说保护大气层是人类的共同关切则是

另一回事。换言之，说摧毁邻居房屋的一场大火是

村民们的共同关切与说防止该房屋遭受火灾是所有

村民的共同关切是不一样的。

31.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第89段中正确地

指出，这一概念肯定会导致对所有国家创立保护大气

层的普遍义务，但他随即又称将共同关切这一概念解

释为给予所有国家执行关于保护全球大气层之规则

的合法权益或地位尚为时过早，使得这一观点立刻弱

化。应该就此提出若干意见：第一，如果承认普遍义

务为时尚早，则委员会能够通过所拟议的指南草案之

可能性将微乎其微；第二，如果委员会继续认为保护

大气层是人类的共同关切，则产生此种类型的义务

几乎是肯定的；第三，特别报告员不应本末倒置，而

是应该先努力确定各国必须遵守的各项义务的确切

性质，然后再提出一项法律定义；第四，关于在保护

大气层方面的共同利益的概念可能被证明很难适用。

虽然可以说一国不实施酷刑或种族灭绝罪符合所有

国家的合法利益，但若要声称一国执行保护大气层

的义务符合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则要困难得多，因

为在现实中，所有国家都是导致大气层退化的推手，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32. 这类极其特殊且具有全球性 (同时又很新 )
的责任引起了极其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使得难以从

保护大气层的普遍义务或共同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

此种义务需要确定大家都可以追究其责任的责任方。

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责任重叠体系，其

中，责任方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某些作者谈

到多方因果关系，同时强调各国在不同规模和不同

程度上所致破坏造成的法律难题。关于在当前情况

下从责任角度进行推理的困难，欧洲议会和欧洲委

员会2004年4月21日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方面

的环境责任的第2004/35/CE号指令在序言部分已经

有所提及。123

33. 在环境保护局诉爱迪生使命能源荷马城发

电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就多方共担责任但程度

不同时的责任分配这一难题作出了裁定。法院认定

该案中的因果关系极其复杂，并出于该原因认为有

必要更多地仰仗行政和政治决策而非法律机制来找

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审慎才是精髓所在，以

防止委员会在着手开展工作之初即通过一项将保护

大气层提升至人类共同关切这一高度的定义。那样做

将会催生一项新的责任制度，其后果和法律影响都

123 《欧洲联盟公报》，2004年4月30日第L 143号，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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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远远超出委员会项目的范畴。指南草案第3条提出

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即责任问题应该在委员

会关于保护大气层的工作中占据何种地位。了解这

些问题是否属于本专题的范畴或者委员会是否只需

要确立主要义务 (如果是，哪些义务 )将会大有裨益。

下午1时散会

第3212次会议

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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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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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保护大气层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I节 ;  
以及A/CN.4/667)

[议程项目1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保护

大气层专题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7)。

2.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表示，尽管

许多国家对将该专题列入长期工作方案表示欢迎，另

一些国家则对其复杂的政治和技术方面表达了关切。

无论如何，特别报告员完成了撰写第一次报告的基

本目标值得赞扬。如第一次报告第5段所述，报告以

现有立法、实践和原则以及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达成的谅解为基础，对这一专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

研究。他希望该报告能够如第8段所言，“促进委员

会内部的讨论，以便在应遵循的方法和要实现的目

标问题方面为特17别报告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在此

背景下并鉴于截至目前全体会议辩论中提出的意见，

他提出两条总体意见。

3. 首先，关于本专题工作的预期结果，他同意

应采取指南草案的形式，但有一项谅解，即最终形

式将由大会和成员国决定。指南草案的范围应包括

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

保护以及大气层退化的原因。这符合委员会的以往实

践，包括关于跨界含水层的法律条款草案，124 也符合

《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等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

4. 第二，关于应遵循的方法，他表示支持报

告第5段 (a)项至 (c)项中所述框架以及该段最后一处

脚注中所作的澄清。国际社会显然非常重视保护大

气层。因此，他期待根据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

第92段中提出的拟议工作计划，就该专题展开进一

步工作，工作中应考虑委员会辩论中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

5. 哈穆德先生回顾道，委员会对于是否着手处

理大气层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了大量辩论。辩论形

成的谅解载于第一次报告第5段，其重要作用在于确

保委员会的工作有助于建立一个有效保护大气层的

机制，该机制应考虑到关于空气污染、臭氧枯竭和

气候变化的现有法律制度，同时不影响相关的政治

谈判。但委员会应谨慎行事，避免通过没有任何法

律意义的极简文本：谅解中的限制不应削弱整个项目

的法律实质内容。应允许特别报告员据此讨论现有

相关法律原则和文书的现状并拟议指南草案，当然，

指南的最终决定权在国际社会。由于专题的技术性，

正如其他需要专业科学建议的专门事项那样，还存

在其他限制。委员会应当能够视需要寻求必要的技

术咨询。

6. 他也认为，委员会的工作不应重复，而应补

充其以往关于跨界损害问题的工作，即2001年关于

124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届会议上通过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载于《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20页起，第53–54段。另见大会2008年12月11日第63/124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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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125以及2006年
关于危险活动带来的跨界损害所致损害的分配的原

则草案。126 指南草案应肯定现有制度下有关空气污

染、臭氧消耗和气候变化的原则与规则而不是与之

相悖。因此有必要明文确定一般义务的性质，并依

据现有制度的特别法性质建立一个体制。第一次报

告第13段提出的目标，为统一和协调环境法之内和

之外的条约制度提供了适当指导，对于将大气层的

法律保护最大化以及协助各国克服各项制度下的多

重义务带来的问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7. 第一次报告广泛考察了多种渊源以识别适用

于保护大气层的法律原则和规则，随后应视这些原则

和规则适用于哪方面的保护而予以适当参照。这些

渊源显示了可能需要合作、审查和执行的领域。渊

源引起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是否以及应在何种程度

上考虑可持续发展。第一次报告第56段提到旨在平

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的《关于环境与发

展的里约宣言》。127 但他认为这类问题不属于本专题

的范围。

8. 各法院和法庭关于跨界损害的判例法可用来

评估国家的责任，其中包括不造成伤害的义务，预防

方面以及就损害进行赔偿的责任。然而，相比大气

层的法律保护，跨界损害问题的范围更为有限。尽

管重大损害是越境责任的一项标准，但问题是应如

何设定大气危害的阈值以及如何对这一临界值进行

评估—假设关于不造成大气危害之义务的新规范

正在形成。

9. 与委员会项目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免受大

气核试验之权利的法律性质和所涉法律利益。国际

法院未阐明相关原则，仅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

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提及了“各国确保

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尊重其他国家的环境的一般

义务” (意见第29段 )。

125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

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2001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166页起，第97–98段。关于预防危险活动

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载于大会2007年12月6日第62/68号决议，

附件。
126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危险活动引起跨界

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6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9页起，第66–67段。另见大

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附件。
127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6

月3–14日》，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93.I.8及更正 )，决议一，附件一。

10. 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他指出，特别报告

员定义大气层的方法是将空间范围局限在“气载物质

在其中得到输送和扩散” 的对流层与平流层。但对如

此定义的理由未作解释。尽管有关大气层退化的核

心问题确实发生在大气低层，但必须先确定大气问

题未影响到大气高层或大气高层的人类活动不会导

致总体退化，之后才能将大气高层排除在定义之外。

此外，定义的范围不应与所涉及的活动――气载物质

的输送和扩散――挂钩，因为这会使保护的法律制度

局限于这些特定物质。这似乎并非原本的意图，因

为指南草案第2条将范围扩大，包括了改变大气层结

构的人类活动。

11. 他同特别报告员一样，认为指南草案的范

围涵盖三个主要元素：人类活动、自然与人文环境保

护和大气退化的原因。对长期影响和因果因素很难

进行科学界定，但应确定人类活动与损害之间的因

果联系的性质。此外，应澄清在“重大不利影响” 之

后“可能产生” 这一措辞。第一次报告未解释范围为

何应包括“可能”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或损害为

何不应与跨界元素相关联。实践和判例法都不支持

保护大气层的制度应像人权制度一样排除国家间因

素的提议。他与其他委员一样对此表示关切。

12. 鉴于自然与人类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保

护的对象很可能既包括自然也包括人类环境，但第

一次报告并没有明确界定人类环境。因此他欢迎指

南草案第2条将人类保护的范围限于保护人类的生命

与健康。

13. 关于大气层的法律地位，他赞同特别报告

员的观点，认为空域并非适当的定义。尽管有人以强

力论据称应将大气层定义为一种自然资源，原因包括

例如有关机构和某些环境文书就是如此描述大气层

的，但在条约或实践中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大

气层定性为共享或共同的天然资源。尽管他同意任何

有效的保护制度的基础必须包括保护和养护两方面，

但与这两方面相关的义务之范围并不一定相同。

14. 同样，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并未提

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得出结论称保护大气层是人类的

共同关切。这方面没有习惯法规或新出现的规范，

只有一些法律著述。此外，大会1988年12月6日关

于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第43/53号决议 128和

128 见该决议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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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29将气候变化本身，而非

保护大气层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称为“人类的共同

关切”，且该表述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不具法律

效力。将保护大气层称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将产生义

务，其确切范围及其与其他现有制度的关系将需要

定义。第一次报告第89段指出，如将保护作为人类

共同关切的问题，则需要各国就保护全球大气层制

定普遍适用的实质性法律义务。但根据定义，普遍

义务是对国际社会整体所负之义务，各国均有利益

予以保护。这说明，根据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130 每个国家都有权寻求赔偿，并对违反

保护大气层这一普遍义务的国家采取措施。他不确

定在进一步论证之前是否应将保护大气层作为人类

的共同关切，因为这将在法律效力和法律保护范围

方面造成重大后果。

15. 最后，他建议将指南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但有一项谅解，即在将来的一届会议上再通过关于

保护性质的指南草案第3条。

16. 斯图尔马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

告结构清晰、有据可依，但对报告内容表示严重怀疑。

根据委员会以往在跨界损害这类与环境有关的专题

方面的经验，需谨慎对待这一新专题。第一次报告的

某些方面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上一年达成、并在第5段
中予以全面引用的那一明智谅解。例如，第18段提

到了现有各公约的重大空白和重叠，以及关于委员会

应确保它们之间的协调的建议，似乎有悖第5段所载

谅解 (b)项中提出的限制，即该项目不会寻求填补条

约制度中的空白。同样，第26段中提及采用防范方法，

夸大了防范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不同于具有现

行法地位的防范原则，该原则的地位远未明确。

17. 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他坚决不同意特别报

告员的意见，认为委员会不需要定义大气层，不是因

为拟议定义的内容，而是考虑到法律的限度。任何

法规的目的都是规范可能符合或违反特定规范的人

的行为。自然对象和过程可由自然科学描述，但不

受法律规范。定义大气层同定义海洋一样没有必要。

对于定义领海、公海、海床以及目前的空域等与自

然资源有关的法律制度，情况则有所不同。

129 见第一序言段。
130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第4条。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18. 他赞同指南草案第2条 (b)项的主旨，但表

示极不同意特征宽泛的 (a)项。提及将有害物质或能

量引入大气层基本不符合第一次报告在第5段中予以

详述的谅解。此外，特别报告员在第76段中表达的

涵盖能源、放射性或核污染问题的意图不可接受，原

因有两个。第一，和平利用核能及相关问题已涵盖

在特定专题的条约制度中。第二，这一专题不应从

任何角度限制任何主权国家根据其国际义务决定其

核能方案的权利。

19. 旨在确定大气层法律地位的指南草案第3
条是三条草案中最重要的。他因此表示对提及“人类

的共同关切” 有所顾虑。如果只为传达保护大气层之

重要性这一信息，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要

引入一个新的类似于人类共同遗产的法律概念，这

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不同于适用后一概念的国际

制度，保护大气层发生在领土上，在国家管辖范围内。

各国必须能够自由从事活动，同时受到责任 (义务 )
的制衡，以确保任何在其管辖控制下进行的活动不

致损害其国家管辖权范围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环境 (《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21131)。

20. 最后，他建议将所有指南草案交起草委员

会详细讨论。

21. 彼得先生称，第一次报告符合人们对特别

报告员的预期，他勤勉，优秀，善于讨论法律与实践，

能够解释复杂的科学概念并将其与国际法和人类生

命相关联。在第一次报告第64至第68段中，特别报

告员就大气层的物理特征给读者上了一课，并提请

大家注意越境污染、臭氧层消耗以及人类和自然环

境中的温室气体积累的潜在严重后果。过去一年，仅

在欧洲就有多个国家发生洪水，最近一次是在巴尔

干地区，造成的破坏可与20年前的战争相比。

22. 这说明了该专题的重要性，但委员会对它

的处理却严格受制于第一次报告第5段所述之谅解，

这就更加令人不安。难怪特别报告员在该段最后一处

的脚注中尝试解释该项谅解，以期摆脱其束缚。应

给予特别报告员更大的自由度来处理这一专题，特

别是鉴于第六委员会已称赞委员会选择了该议题并

勇于进入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

131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斯德哥尔摩，1972年6
月5–16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II.A.14)，第一

部分，第一章，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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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于大气层的法律地位问题，特别报告员

曾提出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但随后将之摒弃。《关于

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32《关于各国

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33以及《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134均提到了共同遗产。在后两项条约中，

这一概念是针对资源开采提出的，但利用自然资源

不是核心问题。遗产是该术语的关键元素，通常指

的是继承自过去、需要保护的事物。大气层过去并

未总是濒危，它作为一个纯粹空间被继承下来，当

前受到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的威胁。因此应先就

共同遗产的概念进行进一步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将

之摒弃，特别是鉴于“共同关切” 这一概念力度太弱。

24. 现在谈设立类似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大型机

构还为时过早，可能需要的只是有效的监察机构，负

责监察实际或潜在的滥用大气层的行为。他不知特

别报告员为何丝毫未提及《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

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和《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

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

公约》。

25. 谈到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指南草案，他表示，

在指南草案第1条 (a)项中“大气层” 这一术语的定义

过于复杂和科学。指南草案第1条所附脚注中关于

“空气污染” 的定义则十分恰当，应将之纳入指南草

案第1条 (b)项。他完全赞同指南草案第2条。建议简

化指南草案第3条中的术语。他已解释过，指南草案

第3条 (a)项中“人类共同关切” 的概念对于大气层这

样重要的专题而言力度不够。准则第3条 (b)项没有

必要，只是特别报告员为了表明他严格遵守一项合法

性存疑、甚至受到一些前支持者质疑的“谅解”。尽

管对指南草案第1和第3条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赞成

将所有指南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6. 坎迪奥蒂先生说，彼得先生有理由质疑所

谓的“谅解” 的效力：这种谅解是不光彩的，偏离了

委员会传统的工作方法并强加了若干条件，在特别

报告员尚未开始工作时就限制了他就议题展开调查

的自由。他赞同彼得先生的建议，认为特别报告员

应不受任何先决条件的限制，并能够在委员会正常

的工作方法范围内探讨这一专题的各个方面。

132 见第二序言段。
133 见第11条，第1款。
134 除其他外，见第六序言段。

2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该谅解已获委员会

通过，委员会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审议这一专题的。如

果不是因为该谅解，该议题本不在委员会议程上。

28.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表示，特别报告员对相

关国际法的演变和法律渊源的透彻研究让人们更好

地认识到大气层是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有限的自然资

源。不可否认这一专题带来了一些挑战，由此产生

了第一次报告第5段所提及的谅解，但委员会有责任

尽最大努力本着建设性精神完成工作。讨论如何落

实谅解只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29. 他同意第一次报告第13段中的四项目标以

及特别报告员在第73和第88段中提出的建议，认为

应深入考虑对大气层的利用方式，并且应将人类的

共同关切概念用于同大气有关的所有问题。任何国

家都不能声称对大气层的任何部分拥有管辖权，但

这不应妨碍委员会编写指南草案，规定国家有义务

保护大气层免受国家、自然人或法人向大气层释放

有害物质或能量的活动的影响。鉴于大气层的物理

特性独特，应通过国际合作开展保护大气层的工作，

合作方式和机制应在下次报告提交的指南草案中详

细探讨。

30. 特别报告员在指南草案第1条 (a)项中提出

的“大气层” 定义未考虑大气环流的复杂过程，定义

内容应包括这一过程。他同意指南草案第2条 (a)项，

该项概述了指南的基本范围，并确认了人与自然环境

之间的内在关系，但他对 (b)项持有保留意见：“及其

相互关系” 一句的含义不明。虽然需要有一条指南草

案澄清人类的共同关切的概念，但指南草案第3条 (a)
项称委员会关切的是对大气层的保护而非保护大气

层免于退化。因此应以符合第12和第88段的方式重

新表述该项。他同意第3条 (b)项的措辞，并赞成将

三条指南草案都送交起草委员会。

31. 卡弗利施先生提及上届会议达成的关于该

专题的工作不应干涉相关政治谈判的谅解，称尚不

清楚委员会如何能预知今后就涉及该专题的广泛议

题开展的任何谈判内容。关于该专题不应处理属于

国家间谈判议题的特定内容的规定也是如此。将外

层空间排除在专题之外是有问题的，因为各层大气

与外层空间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最后，该项目不

应试图填补现行条约制度的空白这一前提令人对委

员会的任务范围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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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他赞同朴先生制定本专题路线图的提议以

及朴先生提出的建议，即应以可能对大气产生严重

影响的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为工作重点，而非以大

气层本身为重点。

33. 正如吉滴猜萨里先生所指出的，特别报告

员强调的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他人财产原则

不符合报告其他部分所述“共同关切” 的提法。使用

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他人财产原则源自适用于邻

国间关系的法律。它仅涵盖由一国或在一国内造成

的对周边国家大气层的损害，该原则本身并不能作

为保护大气层的一般规则的依据。

34. 另一方面，如果有意制定一套综合而非局

限于邻国间关系的保护制度，就有必要开展逐步发

展的工作。保护大气层免遭任何来源的一切重大损

害似乎是人们想要的目标，但现行法律标准没有为

此提供坚实的基础。

35. 鉴于目前工作计划的不确定性，将关于指

南草案的决定推迟至下届会议或许是谨慎的做法。但

若在本届会议上将指南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他有几项

建议。关于指南草案第1条，他不反对为该项目之目

的将大气层限定在对流层与平流层，条件是如有可

能应在法律要素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后者的上部边界。

他注意到指南草案第2条的案文是仿照《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第1条第4款的修订版本，并称他在犹豫将

该条草案纳入是否妥当。对于指南草案第3条，他想

知道是否最好等委员会确知要适用哪种制度之后再

来定义大气层的性质。

36.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

第一次报告中对在上届会议上达成的谅解进行了适

当考虑，该谅解的目的是照顾到不包括他本人在内

的一些委员反对将专题纳入的看法。然而，显然不

可能研究该主题而不考虑到有关国际法渊源或不提

及特定问题。因此，应将该项谅解视为对特别报告

员的指导而不是束缚。

37.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需要完全遵循法律

途径探讨这一专题的意见。指南草案应为规范性原

则，为各国提供有益指导并促进关于保护大气层的国

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委员会应以全面系统的方

式处理这一专题，不应拘泥于一个或多个具体制度。

38. 关于有关大气层保护的渊源，他称委员会

关于预防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135和危险活动引起跨界

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136在报告中被列为不

具约束力的文书，但应将它们另作分类，归为以往的

相关工作。特别报告员已指出各国国内法对于处理

跨界损害和全球保护大气层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

在厄瓜多尔，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已载入《宪法》。137

39. 谈到指南草案第1条，他表示大气层的定义

不应明确提及对流层和平流层，这样才能与科学的定

义更加一致。可另加一款，表明气载物质的输送和扩

散发生在这些气层。或者可在指南评注中加以澄清。

40. 如第一次报告第72段所指出的，指南草案

的范围只应涵盖人类活动造成的损害，如第75段所

述，保护的对象必须是自然环境，即大气的成分与品

质，以及人类环境，即人类健康和自然植被及农作物

等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必须酌情考虑与国际法其他

领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有必要加入一条保留条款，

表明指南草案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空域在其他公

约中的法律地位。

41. 关于指南草案第3条，他表示特别报告员

将保护大气层定性为人类的共同关切是正确的一步。

如彼得里奇先生所指出的，重点在于合作保护大气层

的责任和认识到国际合作为此目的必不可少。“人类

的共同关切” 概念见诸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等文书中，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而委员会可发挥

重要作用，澄清这一概念并形成准确的表述。

42. 最后，他表示支持将三条指南草案提交起

草委员会。

4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回顾道，保护大气层的

议题最初是由村濑先生于2011年提出的，138 对于将这

135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

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2001年……年鉴》，第二

卷 (第二部分 )，第166页起，第97–98段。关于预防危险活动

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载于大会2007年12月6日第62/68号决议，

附件。
136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危险活动引起跨界

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6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9页起，第66–67段。另见大

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附件。
137 厄瓜多尔宪法，第391条。英文本可查阅http://pdba.

georgetown.edu/Constitutions/Ecuador/english08.html。
138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3页起，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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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题列入议程曾存在过强烈反对意见。在进行了

广泛磋商和谈判之后，委员会才在上届会议的最后

一天决定将此议题纳入议程，并以一项意义深远的

谅解为其基础，该谅解逐字纪录于第3197次会议简

要记录 139并载于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第六十五届会议

工作报告 140中。考虑到该谅解是由特别报告员本人提

出的，而他在第一次报告和介绍中似乎淡化了谅解

的重要性，甚至试图避开其规定，这一点令人担忧。

他强烈告诫称，不应以任何形式重置甚或撇开这一

谅解。

44. 阅读有关2013年第六委员会辩论的专题摘

要 (A/CN.4/666)—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中基本

忽略了这一辩论—会发现，一些代表团欢迎就这一

专题范围进行限制，而其他代表团则持续怀疑将这

一专题纳入委员会工作方案是否妥当，尽管—或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限制。正如福尔托先生、朴

先生和卡弗利施先生所指出的，第一次报告中缺少

的是路线图。事实上，报告没有实现第8段所作出的

提供“就这一项目的基本概念、目标和范围达成共识

的基础” 的承诺。

45. 谈到指南草案第1条，他同意一些发言者

的意见，认为现阶段无须定义大气层。

46. 关于指南草案第2条，他也同意对第1款措

辞的质疑。福尔托先生指出大气层所受危害的三种可

能类型：全球危害，如气候变化和臭氧消耗；跨界损

害以及边界之内的纯粹地方性危害。141 到目前为止，

国际法只涉及了前两种类型的危害，并已运用多种

不易统一、并且可能不应统一的规则。至于指南草

案第2条 (b)项，它似乎更关乎有关工作的性质而非

范围。特别报告员称，指南草案提及“有关保护大气

层的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但尚不清楚何为特别

报告员所指的基本原则。

47. 关于指南草案第3条，目前他和几乎所有

人都对提出“人类的共同关切” 这一模糊的概念表示

关切。按目前的措辞，指南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似

乎总体界定了何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如果说“大气

层是维持地球上的生命……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因

此，保护大气层是人类的共同关切”，那么其他许多

139 《2013年……年鉴》，第一卷，第3197次会议，第165页，

第31段。
140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82页。
141 见上文第3211次会议，第58页，第29段。

可视为“维持地球上的生命……必不可少” 的自然资

源也可同理对待。

48.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他与其他人一样，怀

疑将指南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已有人对是否需要导言性质的指南草案第1和第2条
提出了质疑，指南草案第3条对起草委员会而言尚不

成熟，原因是其核心内容，即“共同关切” 这一提法

遭受了强烈质疑，显然未获普遍接受，至少在进一

步明确阐述其潜在意义之前是如此。

49. 卡姆托先生谈到对这一专题的总体处理方

法时表示，委员会应避免给人以在该问题上存有分

歧的印象。委员们的发言目的应视为帮助特别报告

员界定本专题并促成合理有益的结果。

50. 鉴于该专题的高度技术性，委员会需要专

家们的洞见。就大气层及其受到的威胁问题组织一

次研讨会可能有助于委员会更好地确定其可能制订

的指南的作用与范围。

51. 他本人目前不能就指南草案第1条中大气

层的定义采取立场。因为该定义似乎仅基于一份词汇

表，或许应参考一些其他渊源。应当由科学家、而不

是法学家，来核定委员会对大气层的定义。指南草案

第2条 (a)项亦是如此——至少部分如此。指南草案第

3条所述“人类的共同关切的概念” 不应忽视。这一说

法包括了曾指导过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共同遗产的

概念。特别报告员应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并在第二次

报告中更全面地介绍他为委员会工作制定的大方向。

下午1时散会

第3213次会议

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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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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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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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先生、特拉迪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

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完续完 **) (A/CN.4/666，
第二部分，C 节 ;  A/CN.4/668 和 Add.1; 
以及 A/CN.4/L.831)

[议程项目4]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介绍了条款

草案第1至第21条的案文和标题，其中包括起草委

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整套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

护条款草案。由于委员会已经暂时通过的几条条款

草案位置发生了变化，因此予以重新编号，将其先

前的编号列于方括号内。条款草案载于A/CN.4/L.831
号文件内容如下：

第1 [1]条 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第2 [2]条 宗旨

本条款草案的宗旨是促进充分而有效地应对灾害以满足

有关人员的基本需求，充分尊重其权利。

第3 [3]条 灾害的定义

“灾害” 是指造成广泛的生命损失、巨大的人类痛苦和危

难、或大规模的物质或环境损害，从而严重扰乱社会运转的

一个灾难性事件或一系列事件。

第4条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受灾国” 是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人

员、财产或环境受到灾害影响的国家；

(b) “援助国” 是指应受灾国请求或在得到其同意的情况

下向受灾国提供援助的国家；

(c) “其他援助方” 是指应受灾国请求或在得到其同意的

情况下向受灾国提供援助的主管政府间组织、有关非政府组

织或受灾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

(d) “外部援助” 是指援助国或其他援助方为救灾援助

或减少灾害风险而向受灾国提供的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及

服务；

(e) “救灾人员” 是指援助国或其他援助方为提供救灾援

助或减少灾害风险而派遣的平民和军人；

(f) “设备和物资” 是指为救灾援助或减少灾害风险提供

的用品、工具、机器、经过专门训练的动物、食品、饮用水、

医疗用品、栖身手段、衣物、被褥、车辆和其他物品。

第5 [7]条 人的尊严

应对灾害时，国家、主管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

应尊重和保护人的固有尊严。

第6 [8]条 人权

灾民有权得到对其人权的尊重。

第7 [6]条 人道主义原则

应对灾害应根据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在不歧视的

基础上进行，同时考虑到特别弱势者的需要。

第8 [5]条 合作的义务

按照本条款草案，各国应酌情相互合作，并与联合国和

其他主管的政府间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与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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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之三 ]条 减少灾害风险的合作

合作应扩展至采取旨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措施。

第11 [16]条 减少灾害风险的义务

1. 每一国均应采取包括制订法律和规章在内的必要和适

当的措施减少灾害风险，以防灾、减灾和备灾。

2. 减少灾害风险的措施包括开展风险评估、收集和传播

风险和以往损失信息、安装和操作预警系统。

第12 [9]条 受灾国的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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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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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自第3201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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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 [10]条 受灾国寻求外部援助的责任

如所遭受的灾害超过了国家的应对能力，受灾国有责任

酌情向其他国家、联合国、其他主管的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

政府组织寻求援助。

第14 [11]条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1. 提供外部援助需要征得受灾国的同意。

2. 受灾国不得任意拒绝外部援助。

3. 对按照本条款草案提出的援助提议，受灾国应在可能

的情形下告知就该援助提议作出的决定。

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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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条 提议外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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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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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条 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

受灾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为提供外部援助目的而在

该国境内的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得到保护。

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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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条 与国际法特别规则或其他规则的关系

本条款草案不影响发生灾害时适用的国际法特别规则或

其他规则。

第21 [4]条 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

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可适用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情况。

2. 他会将仅仅评论本届会议对特别报告员拟议

的条款草案所做的修正，换言之，即条款草案第3条
之二、第14条之二、以及第17和第19条，原因是委

员会对先前已经通过的那些草案案文仅做了非常细

微的修正。

3. 原条款草案第3条之二成为条款草案第4条，

已根据全体会议期间对其所做的众多评论进行了改

写。“有关非政府组织” 和“灾害风险” 的定义被认为

是不必要的，因此已予以删除，而 (a)项中“受灾国”

的定义已经扩大，以便涵盖在一国领土内或“在其管

辖或控制下” 的地区发生的灾害。起草委员会认为这

一措辞与条款草案第12 [9]条并不矛盾，尽管后者只

提到了受灾国的领土。在一场灾害袭击两国的特殊

情况下——一个是领土受灾的国家，一个是对该领土

行使法律管辖或事实控制的国家——如果它们之间没

有具体明确的协定，欲知其中哪个国家须同意外部

援助这一问题，现有的条款草案第14 [11]条没有给

予解决，但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在二读时重新讨论

这一点。应几名委员的请求，已将对环境的提及纳

入定义中。对 (b)项和 (c)项进行了修正，主要是为了

前后一致。不明言其他援助方来自受灾国的“外部”，
但提及他们提供“外部援助” 的提案遭到了拒绝，因

为这种措辞会给人以接受来自国外之援助的国内行

为者亦属条款草案范围的印象，而委员会已经商定

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国内行为者的活动。起草委员会

的一些委员曾认为，在已经简化的 (d)项关于外部援

助的定义中处理该问题会更好，因为条款草案第2条
中已经提到了“需要” 这一概念。起草委员会曾考虑

从 (e)项 (原 (g)项 )中删除“救灾人员” 这一似乎已得

到很好理解的定义，但最终决定予以保留，以便申

明这种人员可以是平民或军人。形容词“专业” 已被

删除，但会在评注中解释奉派提供援助的人员通常

都具有必要的专门知识。对“必要设备和物资” 也会

做出类似解释，提到它们的文字已经从定义中删除，

因为担心它在实践中会过于有限制性。最后，会在

评注中申明，(f)项 (原 (e)项 )中“设备和物资” 定义内

“其他物品” 一语表明该清单并非详尽无遗。关于就

“必要服务” 纳入一条单独定义的提案未被采纳，因

为这一术语并未出现在条款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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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条款草案第14条之二现已成为条款草案

第18条，其中关于“所有必要措施” (即为保护救灾

人员、设备和物资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的表述已被替

换为“适当措施”，以免给受灾国添加过重的负担。会

在评注中指明这种义务是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

虽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条款草案第17 [14]条和第

11 [16]条中被称为“必要” 措施，但其中所述行动与

条款草案第18条中所期待的行动相比，可视为更属

于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根据保护义务是否适用于

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而分两条予以处理的提案未被

采纳，但会在评注中言明“适当措施” 一语可以使受

灾国根据保护目标确定不同程度的义务，而且会解

释这项规定如何适用于各类救灾人员。同样，虽然

有人建议应将条款草案第18条和第17 [14]条合并为

一条—因为前者所述保护已经载入了后者所述的

便利外部援助的一般义务中，但这一提案被认为相

当不可取，因为正如之前所言，两条规定中所涉的

义务性质有所不同。

5.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原条款草案第17和第18
条的内容，已被简要纳入关于本条款草案与国际法特

别规则或其他规则的关系的新条款草案第20条—
一项标准的“不妨碍” 条款之中。“特别规则” 一语指

的是其他主要基于条约、可以在“发生灾害时” 适用

的规则—以呼应条款草案第1条的措辞——但也指

习惯国际法规则。“其他规则” 一语系指即使没有直

接涉及灾害却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因此，本套条

款草案不妨碍上述各种规则，相反它们可适用于没

有上述规则的情况。根据条款草案第21 [4]条，比如

在武装冲突地区发生灾害时，它们也同样适用，限度

是该地区未被国际人道法所涵盖。这一点会在评注

中详加说明。起草委员会没有保留先前关于本条款

草案与《联合国宪章》之关系的条款草案第19条，原

因是不能就其通过达成共识。

6.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逐条通过A/CN.4/L.831号
文件，其中载有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关于发

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所有条款草案。

条款草案第1条 范围

条款草案第1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2条 宗旨

条款草案第2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3条 灾害的定义

条款草案第3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4条 用语

7. 朴先生注意到法文本 (a)项中界定的是术语

“État touché”，他说这一术语应当与全部条款草案所

用的术语，即“État affecté”保持一致。

就这样决定。

条款草案第4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5条 人的尊严

条款草案第5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6条 人权

条款草案第6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7条 人道主义原则

条款草案第7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8条 合作的义务

条款草案第8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9条 合作的形式

条款草案第9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0条 减少灾害风险的合作

条款草案第10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1条 减少灾害风险的义务

条款草案第11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2条 受灾国的作用

条款草案第12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3条 受灾国寻求外部援助的责任

条款草案第13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4条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条款草案第14条通过，条件是对英文本做细微

编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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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草案第15条 对提供外部援助规定条件

条款草案第15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6条 提议外部援助

条款草案第16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7条 便利外部援助

条款草案第17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8条 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

8.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评注中言明，根据条款

草案第4条 (a)项中提供的定义，“在该国境内” 一语

也包括为受灾国“管辖或控制” 的救灾人员、设备和

物资。

提议通过。

条款草案第18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19条 终止外部援助

条款草案第19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20条 与国际法特别规则或其他规则的关系

条款草案第20条通过。

条款草案第21条 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

条款草案第21条通过。

载于A/CN.4/L.831号文件的条款草案经修正后

整体通过。

保护大气层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I节 ;  
以及A/CN.4/667)

[议程项目1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续续 )

9.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

保护大气层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7)。

10. 诺尔特先生说，保护大气层专题的范围以

委员会决定把该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的基本谅解为

限。不论是否赞成其内容，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谅解。

他始终支持将本专题纳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他不认

为那些对此有所保留但已经表示愿意妥协而接受该

项谅解的委员们打算无端限制本专题的范围，要求

对本专题的任何研究都必须遵守谅解所规定的条件。

11. 人人都同意保护大气层对人类来说极其重

要。同样不容否认的是，气候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他深信，人人都应当齐心协力维护这一人类在地球

生存的重要基础。然而，委员会的首要工作不是说

出它认为保护大气层必须做的事情，而是要问它在

保护大气层的整个共同努力中应当发挥何种作用以

及它在这方面可妥善做出的贡献可能是什么。在提

出第一个问题时，委员会的委员们必须诚实而谦逊，

应当承认委员会仅凭其法律权威和委员会各位委员

的集体智慧拯救不了大气层。最重要的保护大气层

的决定必须在政治层面做出；委员会既无法就此事规

定具体的决定或措施，也无法补偿决定或措施的缺

失。正是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在起草谅解时，委员

会的委员们才对本专题的研究制定了若干限制。此

外，还必须牢记，委员会如果在这个领域中越俎代庖，

将会危及自己的权威。建立权威需要很长时间，但

失去权威却常常很快。

12. 有些委员们认为这项谅解是一种束缚，令

特别报告员身陷困境，无法真正处理本专题提出的

重要问题。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谅解留有一些操作

余地，足以确认国际环境法的一般原则并申明它们

适用于保护大气层。不可认为识别现行法律是对条

约谈判施加压力，或者是“在填补” 条约制度之间的

“空白”。条约制度之间业已存在的内容是不能被视为

一种“填充物”。就国际环境法一般原则 (不论是基于

习惯法还是基于一般法律原则 )进行识别，是委员会

的正常与法定职能，谅解中没有任何内容阻止这么

做。委员会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可能不会走得很远，但

适中的目标也值得追求。

13. 该谅解确实给委员会留出了一些余地，用

以申明某些一般原则并确定它们可适用于大气层保

护。因此，他支持指南草案第2条 (b)项，该项恰好

提到了这一点。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应当想方设法

完成该指南草案中的固有方案。在追求这个目标时，

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如彼得里奇先生和其他委员们所

建议的那样，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合作义务。

14. 他对其他指南草案的看法源于他刚才概述

的基本立场。他同意福尔托先生等其他委员的看法，

认为特别报告员将车与马的位置搞反了。更重要的



 第3213次会议——2014年5月30日 69

是，提出一条已经宣布大气层因其法律地位是“人类

共同关切” 的指南草案为时尚早。当然，保护大气层

是口头上所说的共同关切，但每个人都知道，一旦

假定某个术语是描述某种有“法律地位” 的东西时，

该术语的意义和含义要清楚明白是多么重要。也许

特别报告员应当搁置指南草案第3条并在下一次的报

告中着手详细阐明上述国际环境法一般原则。待这

些原则—适于保护大气层—得到阐明之后，再

对“共同关切” 概念进行讨论，到那时它可能就成了

“一匹适合拉车的良驹”。

15. 一些委员认为有关大气层定义的指南草案

第1条 (a)项并无必要，且第2条 (a)项有些误导，他

同意这一看法。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如其标题所示，

该条指南草案不仅涉及范围，而且涉及到了某些实

质性概念，如“有害物质” 或“重大不利影响”，这些

应当与实质性义务联系起来加以审议。范围的定义

为什么应负载这类概念？最好在讨论一般原则与其

作用时讨论此类概念。

16. 保护大气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委员

会必须在其中发挥尽管有限但却关键的作用，包括提

醒各国保护大气层不是一个仅受数部条约法律管辖

的领域。因此，他建议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把第一

次报告和全体会议第一次辩论当作是本专题的一个

宝贵前奏，但在本阶段，除指南草案第2条 (a)项以外，

不应寻求暂时通过任何指南草案。以这种方式行事

会促进本专题的可持续性与发展。他是作为本专题

的支持者，本着对特别报告员的友好精神，身为关

切委员会作用与权威和关切大气层保护的委员会委

员而这么提议的。

17.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说，他想提出三条

总体意见。第一，特别报告员重新解释现有的法律概

念、原则及规则，可能无意中间接尝试填补了保护

大气层现行制度的空白。第二，特别报告员为指南草

案之目的，单选出那些只与保护大气层有关的原则

和规则时忘记了一点，即如果认为大气层是环境不

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那么国际环境法的大多数原则，

如防范原则、“污染者付费” 原则及防范原则，也适用。

第三，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第75段中所采取的

方法，似乎把保护的直接目标 (即大气层 )与间接目

标 (即自然和人文环境 )混淆了起来。

18. 指南草案第1条所述大气层的定义是一个有

用的出发点，但最好是将之扩展至中间层和热层，因

为一方面大气层没有上限，因此与外层空间之间没

有确切的边界；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可能终有一日

会让人开发出能够飞越平流层的装置，必须把它们

涵盖进来。

19. 就指南草案第2条而言，他认同哈苏纳先生

的看法，认为它没有必要地限制了该条指南草案的

范围。声言有关人类活动是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及地

球自然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排除了虽然

向大气层释放了有害物质或能量或者改变了大气层

的构成却没有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及地球自然环境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人类活动，也排除了影响仍然不

明的人类活动。因此之故，同特别报告员的意图相反，

会改变大气层状况、次要影响极难预料的活动可能

未被包括在内。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 (a)项“改变”

之前加上“故意” 一词。再者，整套指南草案的目的

是保护自然环境，包括大气层的构成和质量，而 (a)
项从指南草案范围内排除了改变大气层但未给人类

生命和健康或地球自然环境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的人类活动，两者可能互相矛盾。更好的做法是把这

些活动纳入指南草案的范围之中，保护大气层本身，

而不是将范围限于可能对人类或自然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的活动。因此，“对人的生命和健康及地球的自

然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产生这种影响的” 一

语可以删除。

20. 指南草案第2条 (b)项没有充分反映特别报

告员的目的，因为它提到了保护大气层的基本原则，

但只字未提它们与国际环境法的其他规则和原则、国

际法其他专门领域或一般国际法的关系。关于指南草

案第3条，首先应当指出，无法从 (b)项中推论出空

域中的活动，不论是否归一国管辖，都不属于指南草

案范畴；其次，对于在国家管辖范围区域之外的活动，

比如说公海或南极等区域开展的活动，可能产生域外

管辖权问题。他建议，应当更加深入地审查防范原

则、合作原则及开展越境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等

国际环境法习惯原则与大气层管理条例之间的关系。

他提醒特别注意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他人财

产原则与防范原则之间的不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更明智的做法是更加仔细地研究本专题

提出的问题，然后再把指南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指南草案第1条尤其如此。他请特别报告员绘制一份

路线图，明示他打算如何处理本专题。

21.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特别报告

员在第一次报告第15段中说明委员会将仅采取法律



70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简要记录

的方法，尽管她对此关切表示理解，但鉴于委员会

的职权范围，这项说明是没有必要的—纵使在本

专题的法律内容与政治内容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是不

可能的。第91和第92段中提供的有关前进之路的信

息是不充分的。特别报告员应在一份路线图中列出

什么是他认为的优先事项，并应当说明他想要如何

处理这些问题。鉴于本专题的科学技术内容，与有

关政府组织代表开展对话会有用处，但编制一份所

用术语的词汇表，附在指南草案后面，也会有帮助。

不过，第一次报告载有大量与保护大气层有关的条

约实践信息，它们与本专题似乎没有多少关系。例如，

第30段提到欧洲联盟理事会的指令，142 虽然这些指令

是建立在《欧盟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作条约》之

上的，但绝不可能把它们当作是以条约为基础的具

有约束力的标准。同样，第一次报告中关于不具有

约束力的文书一节为什么提到委员会先前直接或间

接涉及大气层保护的工作，也不清楚。

22. 就指南草案第1条而言，尽管为指南草案

之目的而界定“大气层” 的概念是有益的，但即使委

员会希望忠实于纯粹的科学技术考虑，在一份单独

的案文中这么做也不明智，特别是因为还不能确定

是否需要一个包括大气层所有四层的定义。在指南

草案第2条中，她不反对使用“范围” 这一概念，但

委员会通常是在条款草案而不是指南草案中使用它。

纵然如此，(a)项中的内容尚不足以构成通常所理解

的术语“范围”。在指南草案第3条中，“人类的共同

关切” 这一概念的意义和法律范围均成问题。第一次

报告提供的解释表明，这一表述指的更多的是一种

国际社会的忧虑，而不是一条真正的、令国家具有

保护大气层普遍义务之效的法律原则。此类义务的

出现当然令人欣喜，但断定它确实存在却并无根据。

鉴于以上所述，要把指南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为

时尚早。

23. 坎迪奥蒂先生说，既然已经着实确定必须

保护大气层—也就是可呼吸的空气，人类的一项

重要资源—那么就是希望委员会的工作最终会澄

清为此目的所必须遵守的、丰富和适用的国际环境

法原则，并使之系统化。当大会—委员会的上级

机关—注意到这个新专题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142 见 J. H. Jans和H. H. B. Vedder,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After Lisbon, 4th ed., Groningen, Europa Law Publishing, 
2012, 第419–430页。

时，143 没有提到2013年的非正式谅解。如果大会认为

宜让本专题的处理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大会显然

会明确提到该非正式谅解。再者，如数位委员所评

论过的那样，委员会是本着和谐与宽容的精神开展

工作的，将其特别报告员塞进一件束身衣里或者预

先对他们施加限制，并非委员会的惯例。

24. 指南草案的目标，如特别报告员所确立的

那样—尽管要慎重对待避免干扰政治事务的必要

性，那是委员会始终竭力避免的事—对一个与当前

利益相关的主题来说是适当的，因为如前所述，自然

灾害日益恶化的影响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层退化

是相关的。以规范性的指南为形式，将指导本主题

的一般原则加以连贯和完整的系统化，或可促进并

巩固该项国际法的新维度。尽管重点必须放在大气

层所涉种种问题的纯粹法律影响之上，但特别报告

员正确地强调了也有必要包括这些问题的技术方面。

因此，一些委员们提出应在下届会议上组织一次与

科学家的会议的建议受到了欢迎。

25. 指南草案第2条中拟议的定义似乎是有充

分依据的，因为只有对流层和平流层是由空气构成

并受到了人类活动所致退化的影响。不过，有些委

员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的扩大，

委员会把本专题的审议局限于下两层可能并不明智，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26. 他也认同先前对“人类的共同关切” 这一概

念及指南草案第3条 (a)项的内容所表达的保留，这

与其说是尝试界定大气层的法律地位—那需要更

深入的审议—不如说是重申大气层是一种重要的

自然资源，其保护构成了人类共同关切的议题。一名

委员会委员提议以“人类共同遗产” 概念来描述大气

层可能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起点，只是应该铭记南极法

律制度非常特殊，因为它没有排除传统的主权权利。

27. 他会让特别报告员自行决定是否要把指南

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关于委员会的工作今后应当

倾向于起草一般原则还是倾向于发展国际合作原则，

辩论期间提出的各种建议都很有意思。

28. 辛格先生说，鉴于对2013年谅解所述标准

表达的看法莫衷一是，委员会以建设性方式开展工作

并赋予其充足的实质内容，以便为这一重要议题的

143 见大会2013年12月16日第68/112号决议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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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和发展做出真正贡献就相当关键了。如维斯努

穆尔蒂先生所说，委员会宜提出一份更为精准的路线

图或工作方案，优先拟订涉及保护大气层的基本原

则，也就是各国在这方面所负一般义务的指南草案，

这是第一次报告第13段所述目标的一部分。

29. 令人遗憾的是，指南草案第1条中拟议的定

义忽视了上层大气层，虽然“气层” 的标准可以在科

学层面促成对本议题的更好理解，但将之放进一个因

前述原因可能多余的定义中，有些格格不入。指南草

案第2条所界定的指南草案范围似乎是恰当的。另外，

“人类的共同关切” 概念和“共同遗产” 概念需要澄清，

以便确定它们是否适用于大气层的保护和维护，而

非大气层的开发。共同关切概念势必导致建立普遍

义务，这种说法也需要进一步审查。基于这些保留，

他赞成把指南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30. 瓦科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凭着对本议题的

热情，在第一次报告中沿着2013年谅解所规划的崎

岖道路尽力前行。特别报告员适当地考虑到了一些

国家在第六委员会对本议题的技术性质所表达的关

切以及委员们对委员会科技知识不足所表示的关切，

并提议委员会应当如以往所做的那样，咨询某些专家

的意见。这些咨询应当在早期阶段举行，否则就不

可能对所拟议的大气层定义采取立场。放弃对大气

层的定义是使不得的，但该定义必须是科学的。虽

然把该定义局限于大气层下两层的理由似乎很正当，

但把另外两层排除出去可能会让联合国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等其他机构的工作更为复杂。

31.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 (亚非法协 )的成员国已

经强调了把保护大气层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

重要性，因为人类在许多方面都依赖于对大气层的

质量维护，这一事实使这种保护的提供更为迫切。

因为有了2013年的谅解，才可能打破僵局，有几个

先前对本专题持有重大保留的国家也修改了其立场，

原因是它们认为已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希望

今后不必再诉诸这种非常规程序。委员会目前必须

充分利用它，不要把谅解诠释得那么死板，以致于

常常质疑特别报告员对谅解条款的忠实程度最终扼

杀了这个项目。因此，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灵活解

释是适当的。

32. 第一次报告第13和第92段阐述了一个工作

方案，特别报告员本人今后会以此为基础。尽管瓦

科先生本人与若干位委员一样，对指南草案选择的

方法、清楚程度和措辞有所保留，但特别报告员在

接下来的报告中无疑会打消这些保留。因此，他赞成

把指南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条件是指南草案第1条
可以根据将要咨询的专家意见加以修改，人类的共

同关切或共同遗产概念将得到更为深入的审议。不

论特别报告员就把每条指南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做出何种决定，他都表示支持。

下午1时05分散会

第3214次会议

2014年6月3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康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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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号 
航班失联表示同情

1. 黄先生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号航

班失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事件：机上有来自13
个不同国家的33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国政府和马

来西亚政府重申了继续搜寻失联客机，调查飞机失

联原因的意愿。两国政府还确认了对所有乘客和乘

务人员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

2. 主席请黄先生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的身份

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特别是乘客和机组人员的

家属转达委员会的慰问。她希望调查不久即会揭示

出马航MH370号航班失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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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大气层 (续完续完 ) (A/CN.4/666，第二部分， 
I节；以及A/CN.4/667)

[议程项目1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续完续完 )

3. 黄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

(A/CN.4/667)中拟议的三条指南草案涉及了若干根

本性问题，其中包括大气层的定义和法律地位问题。

然而，在妥善制定任何指南之前，还需要对这些问

题进行更为透彻的研究。臭氧层的消耗、远距离空

气污染和保护大气层都是人们尚未完全认识的过程，

他希望特别报告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在第二

次报告中阐述目前辩论中表达出来的关切事项。由

于这些原因，他认为建立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讨论指

南草案还为时过早。

4. 村濑先生 (特别报告员 )总结这次辩论时说，

24名发言者—几乎是委员会全体委员—所做的

详尽评论证明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两名委员提出

对大气污染的严重后果要引起重视，全体委员都认

为迫切需要解决大气层的保护问题。尽管该项目受

到普遍关注，并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正如一位发

言者所指出的那样，委员会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其

作用肯定是有限的。然而他本人相信，只要委员会

谨慎小心地处理这个问题，其对紧迫的大气层退化

问题的关切将在全球引起共鸣。

5. 有三位委员认为他的方式偏离了委员会在第

六十五届会议上达成的谅解，他们认为这一谅解就

是禁止他提及构成某些政治谈判主题的话题。然而，

很少有其他委员如此严格地解释这一谅解，虽然一

些人表示了关切，但他们的关切并不如此深远。他

本人不理解委员会就空气污染、臭氧层的消耗和气

候变化专题进行讨论如何会干扰就此开展的政治谈

判。第一次报告中的第25、第26和第68段是提供背

景资料，而不是对这三个问题的实质性意见，更不

用说是干扰目前的政治谈判了。委员会中有三名委员

已就这一谅解提出强烈批评，六名委员认为这一谅

解应该被视为指导而非束缚。鉴于这些不同的意见，

似乎应该采取一种折衷的方法。不应摈弃这一谅解，

但是对其内容应该进行灵活的解释，允许他提及这

三个问题，但不在指南草案里进行具体论述。

6. 一些委员认为他的第一次报告没有提供足够

的信息说明委员会将怎样应对这一话题，他们已经

要求提供更详细的路线图。他第一份报告中的第92
段的确为现行五年计划中剩余的两年提供了一份完

整的工作计划，并建议2017–2021年期间的工作范围

可能涉及国际合作、遵守约定、解决争端和相互关系。

委员会内部有一项共识，即国际合作是大气层保护的

关键因素。在他的第二次报告中，他想明确各国对保

护大气层的实质性责任，可能包括实施环境影响评

估。在遵守约定方面，重点是采取促进和协助的办法，

而不是对不遵守的行为制定强制执行的措施。关于

证据材料和审查标准问题的讨论将会涉及争端解决

机制。最后，可能会研究大气层保护和国际法其它

相关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海洋法、生物多样性、

国际贸易法和人权法等。

7. 谈到指南草案第1条，他解释说其中纳入的

大气层工作定义纯粹是为了委员会项目之目的。一些

委员曾质疑是否真的有必要作出定义，指出许多有

关大气层保护的文书实际上没有定义大气层。然而，

任何阐明指南的尝试只会受益于一项清醒的理解，即

指南所要保护的是什么。他同意，在制定大气层定义

方面，对于委员会来说，咨询科学专家可能是明智的。

因此，他打算在下届会议上探讨举办讲习班或研讨

会的可能性。

8. 一些委员想知道是否应将大气层上层纳入指

南草案第1条的定义。大气层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别

是明确无误的，因为大气层上层只占大气层总质量

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此外，没有任何明显证据表明

气候变化对构成大气层上层的中间层和电离层造成

改变或引起其变化。吉滴猜萨里先生曾经提到的澳

大利亚政府的南极计划 144将大气层的变化归咎于太阳

通量，而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条第

2款中所说的气候变化。鉴于对大气层上层变化的了

解因缺乏科学数据而受到限制，任何试图为大气层

该部分制定保护制度的尝试都是过于雄心勃勃的，而

且对于委员会而言，处理一个技术性如此之高而了解

如此之少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卫星在大气层上层造成

的环境损害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单独处理的不同问题。

外层空间的环境保护不是本专题的内容，而且联合

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已就其进行过讨论。

9. 墨菲先生把大气层上层从指南草案第1条定

义中排除的理由暗指外层空间大约位于地球表面上

144 见澳大利亚政府关于南极计划的网站：www.antarctica.
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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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50公里，在中间层的边缘，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

前提，即大气层和空域是密不可分的概念，而它们在

国际法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定义大气层的范

围对于国家空域或外层空间的边界毫无关系，因此，

从定义中删除中间层和热层对于外层空间周边的划

定毫无影响。与一位发言者不同的是，他还认为在

定义大气层时可以不必严格地确定其上层范围；如果

大气层被理解为是围绕地球的气体包层，那么其定

义应该被限制在那些气体存在的大气层下层。但如

果评注澄清了大气层与外层空间的关系，那么他愿

意服从委员会的决定，从指南草案第1条中删除提及

对流层和平流层的内容。

10. 谈到指南草案第2条以及三位发言者对项

目范围的关切，他说这些仅限于防止具有跨国界或

全球性影响的污染，不包括防止国内污染或地方一

级的损害。

11. 对于指南草案第2条 (a)项中的“有害物质”

一词，一些委员批评其过于宽泛，他认为随后的描述

语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产生这种影响” 恰如

其分地缩小了其范围。对于需要在该句中更为明确

地说明“重大” 一词之含义的评论，他指出，委员会

曾经使用过这一措辞而不曾为其提供定义，例如在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引起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中就

这样做过。145 他提请注意2001年文本在条款草案第2
条评注第 (4)和第 (7)段中关于“重大” 一词的讨论。146

12. 有人建议将指南草案第2条 (a)项中“能量”

一词删除或对其使用加以限制，以便排除放射性物质

和核辐射。但他认为将之保留是重要的。在国际法中，

在环境污染方面使用该词并非没有先例：例如，它出

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

公约》中。此外，福岛核灾难有力地提醒了核污染和

放射性污染的潜在危险。

13. 有委员认为在一条描述项目范围的指南草

案中纳入实质性概念，如“有害物质” 或“重大不利

影响” 是不适当的。他在回应该论点时说这样的做法

与委员会先前的工作是一致的。在关于防止跨界损

害的条款草案中就曾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其中将实

145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

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166页起，第97–98段。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

界损害的条款载于大会2007年12月6日第62/68号决议，附件。
146 同上，第173页。

质性的概念，如“危险”、“损害” 和“严重损害” 纳入

了关于范围的条款。147

14. 关于指南草案第3条，他注意到许多委员就

将保护大气层确定为“人类的共同关切” 表达了关切。

然而，正如吉滴猜萨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指南草

案中狭义应用该词汇，明确了共同关切的问题不是大

气层本身，而是保护大气层。这一项目力图为保护大

气层——而不是共同拥有或管理大气层——建立一个

合作框架。该词汇的狭义适用与国际环境法中的现

有概念是一致的。它表达的意思是，并非某一特定

资源，而是对该资源的威胁，成为了共同关切的问题，

因为各国既造成了这一问题又都受到问题的影响。墨

菲先生认为，指南草案第3条将适用于诸如特雷耳冶

炼厂案仲裁中所说的双边跨界空气污染问题。然而，

“人类的共同关切” 概念只有在它是全球性现象时才

适用，不会包括影响某些特定国家的跨界空气污染

问题。

15. 委员会一些委员曾指出“共同关切” 这一概

念的法律含义不明，概念未被确定，而且第一次报告

夸大了这一概念和普遍义务之间的联系。虽然在巴塞

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确提到了普遍义务，但是只是

作为附带意见提到的，他的理解是，拉赫斯法官—

被认为是该词的最初使用者—已无法在未来裁决

中完成其发展这一概念的意图了。在下一次报告中，

特别报告员将在讨论保护大气层的普遍义务时探讨

“共同关切” 和普遍义务之间的联系。该报告还将考

虑民众之诉，这关系到就保护大气层的共同关切而

引起的普遍义务进行强制执行的问题。

16.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称由“人类的共同关切”

这一概念所引起的任何普遍义务之实质内容不明确。

有人曾争论说该概念没有具体的规范性内容，且按

照该概念规范大气层保护是本末倒置，是在确定各

国的实际法律义务之前就提出了法律分类。这样的

推理认为立法只能且应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

适用那些定义业已明确并被充分理解的法律原则。但

是，任何立法行动既需要使用归纳法，也需要使用

演绎法。因此，一个更好的比喻也许是孩子对父母

的关系：“人类的共同关切” 概念可能仍然处于孩童阶

段，但是老一代人有责任去为未来鼓励其发展。探

索此一概念的法律义务并将之明确纳入指南草案是

委员会能够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

147 同上，第170页 (条款草案第1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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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虽然附属于共同关切概念的实质性法律义

务仍然在发展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词汇完全缺

乏规范性内容。两位发言者表示，此概念意味着各

国有责任进行合作确保为子孙后代保护大气层。将

在今后的报告中详细讨论合作的义务。

18.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序言和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2款 (b)项中，使

用自己财产时不得损害他人财产原则已经被认可，它

不再局限于双边越界损害的范围内。它普遍适用于

国际环境法，因此可将之运用到大气层保护领域。

19. 在询问共同关切概念的实质性内容时，墨

菲先生提到了该概念三种可能的解释，在第一次报

告第12段脚注提及的Alan E. Boyle著作中有详述。148 
他个人对“共同关切” 的理解是除了那些已经被认可

的国际惯例法外，它还创建了环境保护的实质性义

务。他否定另一种解释，即可以使“共同关切” 概念

在实施全球大气层保护规则或为个人和后代创建权

力方面给所有国家提供合法利益或起诉权。与墨菲先

生的担心相反，他采用这一概念的意图不是为工业

化国家创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法律义务，

或在环境法中创建法律责任机制，而是为大气层保

护提供国际合作的框架。

20. 朴先生对在指南草案第3条中使用此概念

提出的批评反映了一种观点，即大气层被划分成了两

部分，一部分属于国家主权或控制的一部分，而另

一部分则不是。然而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正如两

位发言者所表达的一样，该观点基于的是《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一种保护海洋环境的方法，不

适合当前的主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特定时刻

恰巧出现在其空域内、随后又漂移至另一国空域内

的一部分空气行使管辖及控制，是不切实际甚至是

不可能的。管辖和控制概念基于的是一种假设，即

控制的目标是清晰可辨的。然而，大气层不同于海洋，

不能被明确划分或界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

报告把它当作一个全面一体的单元，不受限于国界

线的划分。

21. 他赞同坎迪奥蒂先生的建议，即指南草案

第3条的标题应改为“把保护大气层作为人类共同关

切的问题”，将共同关切概念单列为一条指南，也使

148 P. Birnie, A. Boyle和C. Redgw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335–378页。

其成为另一条阐明有关保护大气层基本原则的指南

之基础。此外，他打算把关于空域的保留条款从指

南草案第2条挪到指南草案第3条。

22. 有两位发言者认为，“人类共同遗产” 的概

念比“共同关切” 更贴切，因为后者对于为大气层保

护提供一项有效的法律制度可能过于无力。然而，

尽管在1954年和1967年通过的关于天体和文化财产

的文书中使用了共同遗产的说法，随着时间的变迁，

这一概念已经获得了一层新的含义：它现在被理解

为需要一个广泛的建设性机构来实施保护机制。部

分出于这一原因，大会确定了气候变化为“人类的共

同关切”，149 而不是共同遗产。不过，如果委员会就

大气层污染选择使用“共同遗产” 的概念，他也不会

反对。

23. 总之，十名委员同意向起草委员会提交所

有三条指南草案。四名委员赞成递交一部分，将其

它的推迟到下届会议再说。两名委员表示他们不会

反对向起草委员会提交指南草案，尽管他们趋向于

推迟到下届会议这样做。四名委员反对向起草委员

会提交草案，倾向于把指南草案暂时保留到下届会

议再说。三名委员对于提交草案没有表达意见。因

此，大多数委员都赞同起草委员会继续就指南草案、

至少是其部分内容展开讨论。尽管如此，他想在提

交起草委员会之前，根据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批评，

对指南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重新措辞。

24. 在答复诺尔特先生的提问时，他说将在第

二次报告中载列出经修订后的指南草案，可在就这

一专题进行辩论后的全体会议上决定向起草委员会

提交的问题。

25. 主席说，她就认为委员会希望按照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将向起草委员会提交指南草案的问题

推迟到明年。

就这样决定。

上午11时15分散会

149 大会1988年12月6日关于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第

43/53号决议，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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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15次会议

2014年6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05分

主席：康塞普西翁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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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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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续完续完 **) (A/CN.4/666, 第二部分，A节； 
A/CN.4/671; 以及A/CN.4/L.833)

[议程项目6]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介绍了起草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第6至第10
条的案文和标题。这些结论草案现载于A/CN.4/L.833
号文件，读作：

结论6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识别

1. 为识别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尤其须确定缔约方是否通过协定或实践就条约的解释采

取了立场。通常，如果缔约方只是商定暂不适用条约，或商

定确立一种实际安排 (临时协议 )，便不属于这种情况。

2.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具

有各种形式。

3. 为识别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尤其须确定一个

或多个缔约方的行为是否处在适用条约过程之中。

结论7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对解释产生的影响

1.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经与其

他解释资料互动，有助于澄清条约的含义。这也许导致可能

的解释范围、包括条约给予缔约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任何范

围变窄、变宽或受到另外的影响。

2. 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也能有助于澄清条约的

含义。

3. 假定条约缔约方嗣后达成的协定或适用条约方面的实

践是为了解释条约，而不是修正或修改条约。缔约方通过嗣

后实践修正或修改条约的可能性尚未得到普遍认可。本结论

草案不影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关于修正或修

改条约的规定。

结论8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权重

1. 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称的解

释资料的权重，除其他外，取决于其明确性和特殊性。

2.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所称的嗣后实践的权重还

取决于该实践是否以及如何重复出现。

3. 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所称的解释之补充资料的权

重可取决于第1和第2段所述标准。

结论9 与条约解释有关的缔约方协定

1.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所称的协定必须

是缔约方知悉并接受的关于条约解释的共同理解。虽然应一

并考虑，但这种协定不必具有法律约束力。

2. 为构成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所称的协定而必须

积极适用嗣后实践的缔约方数目可能各不相同。在有关情况

要求作出某种反应时，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沉默可构成对嗣

后实践的接受。

结论10 在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的决定

1. 根据这些结论草案，缔约国会议是缔约国根据条约为

审查或执行条约举行的会议，但缔约国作为国际组织机构成

员的情况不在此列。

2. 在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的决定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主

要取决于条约和任何可适用的议事规则。根据情况，这种决

定可明确或间接地体现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所称的嗣后

协定，或产生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或第三十二条所称的

嗣后实践。在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的决定通常为执行条约

提供了一系列非专属的可行选择。* 续自第3209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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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的决定只要表达了缔约国之

间就条约解释达成的实质性协议，则不论决定以何种形式和

程序通过，包括经协商一致通过，均体现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所称的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

2. 由于特别报告员拟议的结论草案第11条已

被部分纳入结论草案第7条，所以只介绍了五条结论

草案。结论草案第6条并未作出过多的规范性规定，

应当将它看作是一种帮助解释者的实践提示。第1款
提醒解释者，为识别之目的，应当格外注意确定缔约

方是否通过协定或实践就条约解释采取了立场；如果

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其他考虑，则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

不相干。因此，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仅在涉及条约解

释的情况下才具有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赋予它们的效力。评注会指明，“协定” 一

词表示缔约方之间关乎解释条约或适用条约条文的

协定；“实践” 一词意指在适用条约过程中的任何嗣后

行为。评注还说明，适用条约或条约规定不仅可以

显示出对条约的解释，还可以说明当事方的解释是

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以实践为根据。第1款第二句是对

原结论草案第9条第3款的细微修改版，150 加入该句

是为了区分与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有关的嗣后行为和

与该项无关的嗣后行为，从而阐明第1款第一句中表

述的原则。评注会解释说这一句意在举例说明，并

不求详尽例举。第2款提到了原结论草案第8和第9
条已经述及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形式” 问题，151 
但未论述它们的“价值” 或“权重” 问题。第2款的目

的是说明1969年《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条约之解释

必须包含各种形式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有些委

员希望分别探究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嗣

后实践的识别问题，以避免模糊这两条之间的区别；

针对这一关切，起草委员会增加了第3款。委员会认

为重要的是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为解释条约之目

的，仅有某一个或某些缔约方的嗣后实践与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规定的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相当。

3.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根据在全体会议上的

辩论，起草委员会赞同特别报告员关于单设一条结

论草案审查价值问题的提议。第1款强调，条约的解

释构成一项单一、错综复杂的工作，而嗣后协定和

嗣后实践只是有助于解释条约的部分资料，因此应

当考虑它们与其他解释资料之间的互动。由此可见，

150 见A/CN.4/671号文件，附件。
151 同上。

嗣后行为不仅有助于澄清条约的术语，还有助于澄

清第三十一条中提到的其他解释资料。第3款以原结

论草案第11条第2款为根据，152 关乎以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解释条约的范围。结论草案第7条令原结论草

案第11条第1款变得多余，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即

第2款应移至同一条还是应当构成一条新的规定。前

一种选择入选，且添加了第三款，以提醒解释者，缔

约方意图，如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缔约方嗣后行为所

体现的那样，假定的只是对条约的解释；如果嗣后协

定有修正或修改条约之效，则它们就属于第三十九条

规定的范畴，应当与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嗣后

协定区别开来。第二句采用了条约随时间演变研究

组使用的措辞，加强了上述假定。尽管有人曾经以

这一句不是太过就是不及为由提议将它删除，起草

委员会却认为最后一句含有一个“不妨碍” 条款，充

分澄清了整个第3款。

4. 已经根据全体会议上表达的观点改写了原结

论草案第8条 153，主要是为了区别结论草案第7条所称

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解释条约方面可能产生的

效果以及在解释条约过程中应当赋予它们的权重，前

提是应联系其他解释资料评估此类权重。新的措辞

结合了原结论草案第8条和原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

试图启发解释者在哪些情况下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作为解释资料或多或少所具有的权重。特别报告员

最初提出的“一致、共同和连贯的” 实践标准未予保

留，因为部分委员们认为该标准没有经过充分证明

或规定性过强。在第1款中，词句“除其他外” 表明

该规定并非详尽无遗；应当将词语“特殊性” 理解为

描述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涉及条约的程度。第2款引

入了重复和频次标准，以表明一个实践的单纯重复

未必足以使它具有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乙 )款所述的

解释价值。起草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单独的一款中述

及第三十二条，将它与第三十一条区别开来。“解释

之补充资料” 一语用来强调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嗣后实

践的辅助性质，动词“可 (may)” 表明第1款和第2款
所述标准在此语境中未必像在评估第三十一条第三

项 (乙 )款所规定的嗣后实践的权重时那样具有相关

性，因为还可能将其他因素考虑在内。评注将澄清

第三十一条所述的嗣后实践与第三十二条所述的嗣

152 同上。
1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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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践之间的区别以及为解释目的而分别赋予它们

的权重。

5. 对结论草案第9条作了改写，目的是为了删

除提及协定的形式或提及缔约方之间的嗣后实践或

嗣后协定并不代表对解释条约之共同理解的情况。

正如上文所讲述的那样，结论草案第6条中目前述及

了这两点。新案文的第1款强调了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的共同特点，即两种情况都要求缔

约方之间就条约的解释达成共同的理解。此外，当

事方不仅必须知晓这种共同理解，而且还必须显示

出它们接受因而产生的解释。这一款第二句的目的

是说明不得将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述的“协定” 一词

视为要求当事方承担或确立超出或独立于有关条约

的法律义务。换言之，只要当事方为解释条约而作

出的行为给予条约一定意义并因此确立了一项解释

该条约的协定，就可以将这种行为考虑在内，但该

协定不必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述措辞没有考虑有些

协定或许性质上具有政治约束力的问题。第2款中提

到将沉默纳入考虑，其条件将在评注中予以指明。

6. 结论草案第10条承认，根据具体情况，缔

约国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也许不能自动产生第三十一

条第三项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

它还承认可能规范缔约国会议的议事规则在评估嗣

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加入词语

“任何” 是为了强调事实上缔约国会议也许不一定具

有议事规则。第2款新增的最后一句话目的是提醒解

释者，缔约国会议的决定往往为适用条约提供了实际

解决办法，而这些办法不一定产生与解释条约相关的

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最后，最后一个短句“包括经

协商一致” 所隐含的意图是打消这样的看法：即经协

商一致通过决定必然以实质上存在一项协定为前提。

评注将指明协商一致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在解释

条约方面可能产生的问题。

7.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逐条通过A/CN.4/L.833号
文件所载的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各条结论草案。

结论草案第6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识别

结论草案第6条通过。

结论草案第7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对解释产生的影响

结论草案第7条通过。

结论草案第8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权重

结论草案第8条通过。

结论草案第9条 与条约解释有关的缔约方协定

8. 卡姆托先生说，在他看来，使第三十一条第

三项 (甲 )款和 (乙 )款所称的协定未必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规则没有得到充分证明。另外，1969年《维也纳

公约》的几条规定专门论述了同意，它们可以适用于

据之缔结的所有协定。而且，如果某些协定指明它们

具有约束力，那么是否就应当逆向推断凡未指明这

一点的协定就不具有约束力？最后，由于解释以这

样或那样的方式造成了对条约的一定程度上的修订，

所以难以接受一个国家既然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当事方，会反对该协定。

9. 福尔托先生也重申了他对上述规则范围的保

留意见，他说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述的协定必然具

有约束力。此外，结论草案第9条第1和第2款涉及

当事方的接受，这似乎显示出任何协定均须以同意

为基础的要求。结论草案第4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的定义 )的评注 154 并未真正证实上述规则。结论草

案第9条的评注在这方面也应当更有说服力。

10.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起草委员

会中，他一直愿意通过哈穆德先生的提案，这样做本

可以使委员会通过表明第三十一条第三项所述协定

“产生了法律效力” 且“就此而论它具有约束力” 而超

越这一辩论。另外，他还援引了各种渊源证明这样的

协定或许不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性。经过冗长的辩论，

起草委员会最终采纳了目前的措辞，卡姆托先生和

福尔托先生或许会在评注就其相关性说服他们之时，

接受这些措辞。

11. 卡姆托先生不太确定这样的实质性问题能

够在评注中得到解决。况且，能够找到的不具有约束

力的决定或确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君子协定” 的例

子，与它们的出现频次或它们的内容雷同有关，并

没有使它们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协定”。问题很可能

出在用“协定” 一词来提及并不属于协定范畴的安排

上。不过，他将会等待特别报告员在评注中就此作

出澄清。

154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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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草案第9条通过，条件是对第1款的法文本

进行编辑修正。

结论草案第10条 在缔约国会议框架内通过的决定

12. 主席以委员身份发言说她赞成在第3款的

西班牙文案文中用“sustantivo”取代“sustancial”，这

样先前一次会议上围绕着这个词展开的辩论就不再

有实际意义。

结论草案第10条通过。

起草委员会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

嗣后实践的报告，照A/CN.4/L.833号文件所载，整

体通过。

上午11时05分散会

第3216次会议

2014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

主席：村濑信也先生 (副主席 )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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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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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逐外国人 (续完续完 **) (A/CN.4/669和Add.1;  
A/CN.4/670; 以及A/CN.4/L.832)

[议程项目2]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介绍了载于

A/CN.4/L.832号文件的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关于驱逐外

国人的条款草案的标题和案文，内容如下：

驱逐外国人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1条 范围

1.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一国驱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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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驱逐” 是指可归于一国的使外国人被迫离开该国领

土的一项正式行动或行为；它不包括引渡到另一国、移交给一

国际刑事法院或法庭、或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一国；

(b) “外国人” 是指不拥有其所在国的国籍的个人。

第3条 驱逐权

一国有权将外国人驱逐出境。驱逐应符合本条款草

案，不应影响适用的其他国际法规则，尤其是与人权有关的 

规则。

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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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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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虑及所有情节，在相关情况下尤其应考虑到事实的

严重性、所涉外国人的行为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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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不得以违背其国际法义务的理由驱逐外国人。

第二部分

禁止驱逐的情况

第6条 与驱逐难民有关的规则

本条款草案不影响与难民有关的国际法规则，也不影响

关于难民保护的任何更有利的规则或惯例，尤其是不影响下

列规则：* 续自第320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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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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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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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驱逐无国籍人有关的规则

本条款草案不影响与无国籍人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尤其

不影响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外，一国不得驱逐合法

地在其境内的无国籍人这一规则。

第8 [9]条 为驱逐的目的剥夺国籍

一国不得仅为将其国民驱逐的目的，通过剥夺国籍使其

国民成为外国人。

第9 [10]条 禁止集体驱逐

1. 为本条草案的目的，集体驱逐是指将外国人作为一个

群体予以驱逐。

2. 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

3. 一国可同时驱逐某外国人群体的成员，条件是，驱逐

是在对该群体的每一名成员的具体情况按照本条款草案进行

了评估之后并在评估基础上进行。

4. 本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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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条 禁止变相驱逐

1. 禁止以任何形式变相驱逐外国人。

2. 为本条草案的目的，变相驱逐是指由于可归于一国的

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间接后果，外国人被迫离开该国，包

括该国支持或容许其国民或其他人实施意图以非法律规定方

式促使外国人离境的行为。

第11 [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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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条 禁止为规避正在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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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

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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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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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条 禁止歧视

驱逐国应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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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 [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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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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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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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条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驱逐国应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家庭生活权。驱逐国

不得任意或非法干涉此项权利的行使。

第19条 为驱逐目的而对外国人实施的拘留

1. (a) 为驱逐目的而对外国人实施的拘留不得是任意

性或惩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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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驱逐目的而被拘留的外国人，除非在特殊情况

下，应与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者分开。

2. (a) 拘留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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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司法审查

的另一主管当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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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前提下，为驱逐目的实施的拘留

应在驱逐无法执行时终止，除非可将原因归诸有关外国人。

第20 [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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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第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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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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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可被驱逐至其有权入境或居留的任何国家，或酌情驱

逐至该外国人从其进入驱逐国的国家。

第23条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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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死刑的国家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该外国人被判

处死刑的国家或该外国人面临被判处死刑的真实危险的国家，

除非它已事先获得保证：不会判处死刑，或如已判处死刑，不

会执行死刑。

第24条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可能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国家的义务

一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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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危险的国家。

第四章

过境国境内的保护

第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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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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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于国家安全方面

的强有力理由而须实施的驱逐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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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国不得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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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境内短暂停留的外国人的任何法律。

第27条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当存在着造成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危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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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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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条 个人申诉国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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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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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 [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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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驱逐国规定的

义务驱逐外国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

第31 [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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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4日至27日，起草委员会举行

了11次会议。它完成了关于31条条款草案的工作，

并决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建议对此条款草案

予以二读通过。

3. 这对委员会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外

国人的待遇是1949年被列选为拟审议的14个最初专

题之一，155 而且驱逐外国人这一项目自2004年以来就

在议程之上。156

4. 各项条款草案所依据的前提是，在遵守一般

性限制条件以及具体实质和程序要求的情况下，各

国均有权驱逐外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仲裁做

法业已阐明了这些限制条件，尽管当代人权法也对

与驱逐外国人有关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代表

起草委员会对特别报告员表示赞赏，特别报告员精

通这一专题，效率很高，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的工作。

还要感谢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和秘书处。

155 《1949年……年鉴》[英 ]，给大会的报告，第277页起，

特别是第281页，第16段。
156 见《2004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页，第

19段。

5. 第1条草案阐述了条款草案的范围。一读

时就通过了当时拟议的第1款案文，157 但“合法或非

法地” 一词除外——为明晰并消除一些国家政府的顾

虑起见，删除了这一措辞。正如该条草案评注所解

释的那样，这一修正并不意味着改变条款草案的属

人范围，因为条款草案适用于外国人，无论其身处

于一国境内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158 然而，这一修

正是要说明条款草案中并非每一项规定都普遍适用

于两类外国人：一些规定对两类人员做了区分，特别

是有关这些人员享有的权利。此外，在法文本中，“des 
étrangers”一词被替换为“d'un étranger”，以避免与

禁止集体驱逐的第10条草案不一致。

6. 第2条草案是关于用语的传统规定。讨论侧

重于是否如一些国家政府所建议的，在定义中加入

有关意图性的内容，以及与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的一致性。159 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即

第2条草案所载的驱逐一般定义和其他条款草案中所

载定义不一致。为了处理这些关切，已对第2条草案

(a)项的定义做了改进，由于制订了第6条草案这一

“不妨碍” 条款，“非难民的” 一词被删除。

7. 关于驱逐权的第3条草案是案文的核心条

款，在一国驱逐难民这一无可争议的权利与国际法

对这一权利的限制之间实现平衡。有人对第二句话

提出了一些关切，这句话似乎意味着整套条约草案

都反映了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因此，起草委员会根

据“不妨碍” 条款的思路重新表述了这句话。

8. 在第5条草案第2款中，决定删除明确提及

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理由的语句。虽然它们是国际

文书中规定的仅有的驱逐理由，但它们被视为涉及

特殊情况，在评注中予以提及更好。有人对第3款表

达了同样的关切，该款也按照第2款的思路做了修改。

第4款做了修改，以表明一国不应以违背其国际法

“项下义务” (而不仅是“国际法” )的理由驱逐外国人。

新的措辞还统一了第5条草案与第25条草案的用语。

9. 在第二部分关于禁止驱逐的情况中，一些国

家政府以及全体会议辩论中的一些委员建议，应删除

157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页起，第

45段。
158 同上，第19–20页，第46段，条款草案第1条的评注。
159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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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草案中所有提及难民的辞句，原因是与难民有

关的国际法制度极为复杂，条款草案可能并不总是

与之一致。起草委员会认为，难民是外国人中的重

要类别，应在条款草案中加以提及。委员会决定通

过一条由两部分组成的新的第6条草案，一方面处理

与关于难民问题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之间可能出现

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强调根据国际法难民所享有的

免遭驱逐的特别保护。新条款草案的第一部分将概述

本套条款草案不妨碍有关难民的国际法规则以及任

何对难民保护更为有利的规则与实践。评注将更详

细地述及现行规则，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比条款草案

规定的规则更为有利，但鉴于对保护难民的重要性，

起草委员会决定在第6条草案案文中提及实践。

10. 第6条草案第二部分由两项组成，着重指出

了对本专题特别重要的关于难民的具体国际法规则。

原第6条草案第1款的案文被编为 (a)项，原第6条草

案第3款成为 (b)项。对 (b)项的案文做了修改，以准

确反映《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用语。涉及难民非

法处在一国内但已提出承认难民身份申请问题的原

第6条草案第2款 160 已被删除：起草委员会认为更适

合于在评注中论述这一仍属拟议法领域的问题。鉴

于对第6条草案做了大量修改，该条的标题被修正为

“与驱逐难民有关的规则”。

11. 在审查关于无国籍人问题的第7条草案时，

起草委员会决定将第一部分重新措辞为一个“不妨

碍” 条款，以避免条款草案与关于无国籍人的现行制

度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第7条草案的第二部分阐

明了除因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理由外，一国不得驱

逐合法在其境内的无国籍人这一具体规则。其标题

被修正为“与驱逐无国籍人有关的规则”。

12. 鉴于对第6和第7条草案的修改，161 原第8
条草案——一个“不妨碍” 条款，旨在确保适用法律规

定的、但在第6和第7条草案中未予提及的、与驱逐

难民和无国籍人有关的规则——已成为多余，因此已

被删除。

13. 出于文体原因，现为关于为驱逐的目的剥

夺国籍的第8条草案标题中的“仅” 字被删除。

160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5页，条款

草案第6条。
161 同上，条款草案第8条。

14. 在第9条草案中，对第1款中集体驱逐的定

义进行了两项编辑更正。一读通过的第2款明确提到

禁止集体驱逐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162 起草委员

会认为最好不提及这一类外国人。新的案文更直接

地阐述了禁止集体驱逐原则，与有关区域文书的案

文更为一致。但这一修正并不意味着对集体驱逐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具体禁止被排除在条款草案

范围之外；这方面将在评注中详细阐述。

15. 第3款具体规定了一国同时驱逐某外国人

群体成员而不会被认为是本套条款草案意义范围内

的集体驱逐的条件。第3款的最初案文规定驱逐是在

对该群体每一名成员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合理、客观

的审查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因为这一标准可能引发

与关于国家当局审查驱逐决定的其他条款草案的不

一致，起草委员会决定删除提及该标准的内容，并

用更一般性的措辞提及“对该群体的每一名成员的具

体情况按照本条款草案进行了评估”。

16. 在第10条草案中，起草委员会提炼了第2
款所载变相驱逐的定义，以期更明确地说明其主要

内容，即可归于一国的作为或不作为意图产生的结

果使得外国人被迫离境。该定义还阐明了一种具体

情况，即驱逐是国家国民或其他人实施非法行为导

致的，定义明确规定该种禁止仅涵盖意图以非法律

方式引起外国人离境的行为和不行为。

17. 起草委员会对第12条草案进行了若干细微

编辑修正：在标题中加入了“正在进行的” 一词以便

与案文一致，并在案文中“驱逐” 之后加入了“外国人”

一词。有人建议在评注中提及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

组织的责任方面的工作，163 以便解释第12条草案中对

“规避” 一词的使用。

18. 第三部分涉及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

利，关于其中所载的第14条草案，一些国家政府对

一读通过的该条款草案第1款所规定的非常笼统的禁

止歧视表示关切。164 根据各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判例

法，驱逐国有权对不同类别的人规定不同的规则，但

它有义务尊重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不得进行任

162 同上，条款草案第10条。
163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

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9日第66/100
号决议，附件。

164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页，条款

草案第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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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歧视。起草委员会决定将第14条草案重组为一段，

以更直接地概括这一规则。该条草案的标题被改为

“禁止歧视”。

19. 第18条草案第2款的最初案文承认家庭生

活权可能受到限制，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充分支持。

起草委员会承认2012年通过的案文过于接近《欧洲人

权公约》的案文 (第8条 )，认为更适当的做法是合并

第1款和第2款，并使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七条中的术语重新起草案文，这些术语也被区

域人权文书所采用。第18条草案现在规定，驱逐国

不得任意或非法干涉家庭生活权的行使。

20. 第19条草案阐述了与为驱逐目的而对外国

人实施的拘留有关的具体规则。对第1款 (a)项进行

了提炼，以说明一项原则，即为驱逐目的而非其他

目的对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实施拘留时，不得是惩罚

性的。还需对第1款 (a)项的禁止加以补充，以便涵

盖对为驱逐目的而实施的惩罚性和任意性拘留。鉴

于第1款 (b)项所述义务可能被各国理解为拟被驱逐

的外国人应与其他被拘留者分开拘留的一般性义务，

对其措辞进行了修改，以明确地指出该义务仅适用

于为驱逐目的而被拘留的人。

21. 第2款 (a)项第一句的措辞非常笼统，以致

于该句成为多余，因此被删除。对第2款 (b)项做了

修改，以更好地反映一项原则，即延长拘留期的决

定仅可由法院或受制于司法审查的另一主管当局作

出。新的表述处理了一些国家表达的关切 (在这些国

家，这一决定也可由行政主管当局做出 )，确认了国

际判例所确认的原则，即在这类案件中，延长的决

定必须是可审查的。

22. 对第 3款 (b)项做了修正，以顾及各国政

府对其过于宽泛的范围所表达的关切。该项现在

明确规定，仅在拘留是为驱逐目的而非任何其他

目的而实施的情况下，如驱逐无法实施，拘留必

须终止。

23. 第19条草案的标题被修订为“为驱逐目的

而对外国人实施的拘留”。

24. 第20条草案案文被从关于驱逐的法律后果

的第五部分调整到了关于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的

第二章末尾。起草委员会未作修正通过了第20条草

案的案文和标题。

25. 在标题为“与目的地国有关的保护” 的第三

章中，一些国家政府对第23条草案第1款所述禁止

表示了关切，认为该款扩大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范围，涵盖了外国人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因

此，起草委员会决定不涉及这一领域的国际法发展，

将“自由” 一词从该条草案的标题和第1款中删除。对

第2款进行了改写，以便与有关判例法规定的标准保

持一致，目前明确规定，没有死刑的国家不得将外

国人驱逐至该外国人曾被判处死刑的国家或该外国

人面临被判处死刑的真实危险的国家。经修正的第

23条草案标题为“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会受到威

胁的国家的义务”。

26. 第24条草案要求驱逐国不将外国人驱逐至

其可能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

处罚的国家。有人表示关切的是，该条扩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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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载的禁止内容，后者仅提及酷刑，而

未提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然而，鉴于

一些国际和区域司法机构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不对该条草案进行修正，但有

一项谅解，即《公约》及其相应条约机构采取的限制

性方针将在评注中得到适当反映。

27. 在第四章“过境国境内的保护” 中，第25条
草案经一处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28. 条款草案第四部分阐述了驱逐外国人情况

下适用的具体程序规则。

29. 第26条草案第1款 (b)项涉及对驱逐决定提

出异议的权利。然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三条规定了这一权利的例外情况，即除非在国

家安全的紧迫原因另有要求的情况下。因此，为了

与《公约》一致，起草委员会在第1款 (b)项的新措辞

中纳入了类似的限制条件。

30. 第4款提及驱逐国有关驱逐非法在其境内

停留不超过六个月的外国人的法律，采用了“不妨碍”

条款的形式。这一规则，特别是六个月的门槛，是

一种逐渐发展的做法。有人建议，这一门槛可能看

似是任意的，当外国人非法在境内短暂停留的准确

时间无法明确证实时，这一规则在执行中可能会面

临困难。因此，起草委员会认为应该将六个月的门

槛替换为更为灵活的表述“短暂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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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鉴于许多国家政府针对第27条草案发表了

意见，不同意其宽泛的范围，165 认为该条构成了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因此对案文进行了修正，以表明外

国人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并非总具有暂停效力，仅

限于当存在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害的危险时才具有暂

停效力。

32. 第28条草案的目的是说明，在某些情况下，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有权向主管国际机构提出个人申

诉。标题已做修改，以避免使人误认为该条草案涉

及国内程序，目前的标题为“个人申诉国际程序”。

33. 在第五部分关于驱逐的法律后果中，对第

30条草案的措辞进行了提炼，指出驱逐国违反本条

款草案“规定” 的—而非“根据” 本条款草案具有

的—义务时所引起的国际责任。

34. 最后，他表示希望委员会全体会议能够通

过A/CN.4/L.832号文件所载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

款草案。

165 见A/CN.4/669和Add.1号文件。

35. 主席请委员会二读通过载于A/CN.4/L.832

号文件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的标题和 

案文。

条款草案第1至第31条通过，但需对法文本第

19条草案作细微编辑修正。

36. 主席说，他的理解是，特别报告员将为条

款草案编纂评注，以便将之纳入提交大会的委员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37. 按惯例相互致意之后，主席宣布第六十六

届会议第一期会议闭幕。

上午11时20分散会

* 续自第3210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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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7日至8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

第3217次会议

2014年7月7日，星期一，下午3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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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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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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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166 (A/CN.4/666，
第二部分，B节; A/CN.4/673；167 A/CN.4/L.850168)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国家官员的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 (A/CN.4/673)。

166 在第六十五届会议(2013年)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在

第二次报告(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61
号文件，附件)中拟议的六条条款草案并暂时通过了三条条款草案

及其评注(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页起，第48–49段)。
167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168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的第三次报告专门探讨了“官员” 的概念，这

符合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遵循的工作计划。该报告

是根据她在初步报告中拟议的工作方法起草的，169 即
单独处理该议题提出的各个不同问题。由于所审议

的报告构成了将在下一次报告里完成的属事豁免研

究的第一部分，它载有确定属事豁免的基本特征以

及界定属事豁免规范性标准的章节。此类标准有三

项，但第三次报告仅讨论豁免的主体要素，换言之，

即“官员” 的概念。“官员” 的概念对属事豁免有着特

别意义，因为它澄清了其人员范围，但它同样涉及

属人豁免。因此，为了提供一个对两类豁免都有效的

该概念的定义，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她采

取这一方式是由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页数有限，并

且因为“官员” 的概念需要单独、专门的处理。此外，

秘书处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备忘录 170几

乎没有谈到该术语，多个会员国在第六委员会中强

调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

3. “官员” 的概念对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这一议题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就是本专题的标题

明确提及官员的原因。对该概念的任何正确分析都

必须基于四个初始前提：㈠ 国际法中没有“官员” 概

念的通用定义；㈡ “官员” 这一术语的定义必须涵盖

享有属事豁免者和享有属人豁免者；㈢ 选定的术语

必须涵盖所有相关人员，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差异；

及㈣ 该术语在所有语文中都必须是一致和可比较的，

169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54号
文件，第三章。

170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于委员会网站

查阅，第六十届会议文件 (2008年 )。最终文本将转载于《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86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而且必须尽可能与委员会的既有实践相一致。因此，

“官员” 的定义提出了两类不同但又相辅相成和相互

依存的实质问题和语言问题，第三次报告将分别分

析这些问题。

4. 就实质问题而言，报告重点关注确定可享有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人员类别的界定标准。在这方

面，应当首先注意到，为确保其特点既包括享有属事

豁免者也包括享有属人豁免者，必须横向探讨“官员”

的概念。尽管委员会已经确定了以此名义享有属人

豁免的人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171)，然而，

对于属事豁免，不可能拟订一份名单，列出为本专题

之目的归类为“官员” 的所有职务或职位担任者，因

为各个国家的组织方式存在着广泛差异。国际法没有

提供任何关于“官员” 概念的通用定义，而不同国家

的法律制度却用它来描述所履行职能差异甚广的人

员。因此，只能使用“辨别标准”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为明确这些标准，她借助了国

家和国际判例法、条约实践以及委员会先前的工作。

对国家和国际判例法的分析包括了所有与管辖豁免

相关的司法裁决，甚至包括那些严格来讲与刑事管

辖领域不相关的司法裁决。由于这一原因，还考虑

到了与民事管辖豁免相关的裁决，因为它们在界定

“官员” 概念的特征方面可能具有相关性。对条约实

践和委员会先前工作的审查涵盖了不属于本专题范

围、但是有助于为所审议的条款草案目的，确定用来

辨识所指国家官员标准的文书。根据对实践的研究，

第三次报告第111段在澄清“官员” 概念的标准方面得

出了以下结论：㈠ 官员必须与国家有联系，这一联系

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久的；㈡ 
官员必须作为国家代表行事，或代表国家履行职务；

㈢ 官员必须行使政府权力要素，以国家名义和代表

国家行事。为了确定某人是否为“官员”，特别是为

属事豁免的目的，必须逐案决定是否符合所有这些 
标准。

5. 就术语问题而言，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

告中提醒注意前任特别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选择了

“官员” 这一术语而不是“机关” 一词，但他也没有堵

死重新审议这种选择的可能。172 同样还考虑到了委

171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4页
(条款草案第3条 )。

172 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1
号文件，第209-210页，第108段。

员会不同委员考虑过可能在英文案文中使用“respre-
sentatives (代表 )” 或在法文案文中使用“agents (代理

人 )” 等词。为了涵盖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各类

人员，“funcionario”、“official”或“représentant”等术

语也许不是最适当的词语，它们在西班牙文、英文和

法文中有不同的含义。如果能够知道在阿拉伯文、中

文和俄罗斯文中是否同样如此，将有所帮助。无论如

何，正如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脚注237173

中所指出的那样，“官员” 一词的使用尚需进一步审

议。而根据工作计划，其审议将在本届会议期间展

开。为此，第三次报告对“funcionario”、“représent-
ant”和“official”等术语进行了个体分析和比较分析，

以确定它们是否是对享有外国刑事豁免者的适当 
描述。

6. 除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和“外交部长”

等明确和统一的表述用法外，已研究过的判例法和

公约乃至法律著作在提及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所指人员类别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至关重要的一

点是，采用一个在条款草案的各种语文本中可互换

使用的术语，为此，第三次报告第113段拟议了三项

标准，即：㈠ 术语的含义必须足够广泛，以涵盖所

有享有豁免的人员；㈡ 术语必须遵循委员会的惯例；

㈢ 所选择的术语必须不会误导负责适用刑事管辖豁

免规则的国家官员。因此，有必要避免使用在不同

国家有确切和不同含义的术语。

7. 鉴于前文所述，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中总结说，为必要的明晰和法律确定性起见，明智

的做法是在所有语文中选择一个单一的术语来指称

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人员。很明显，对委员会

当前使用的术语所做的比较研究表明，只有“官员

(official)” 一词才能在广泛意义上用于概括享有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者的所有类别。从严格意义上讲，术

语“funcionario”和“fonctionnaire” 指的是与行政系统

有关，但不从事任何政治行动的人员。因此，他们

不能被用于指称国家首脑、政府首脑或部长。“代表”

一词强调了其所指人员的代表身份，不宜用来指代所

有可能享有豁免的人员类别，这些人员除国家首脑、

政府首脑以及外交部长之外，并不都履行国家法规

则项下的该种职能。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在各语文

中使用“国家代理人 (agent of the State)” 或“国家机关

(organ of the State)” 以及与之相当的术语。这两个术

173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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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优点是在国际实践中经常被用于指称任何与国

家有联系，以国家名义或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员。此外，

由于它们通常被解释得较为宽泛，因此可被用于指称

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的人员或行使政府职权要素的人

员。术语“机关 (organ)” 或许是最合适的，委员会已

经在两个与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的专题—即国

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174和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工作中使用过这一术语。175 当然，在那些情

况下，该术语指的是人员和实体，但是这丝毫不妨

碍它被用于正在审议的专题中，用来专门指代自然

人。此外，以这一术语指称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更

为合适，这两种人在法律和外交惯例中很少被称为 
“代理人”。

8. 提到条款草案，她解释说，第二次报告 176所

载原条款草案第3条 (定义 )将变为条款草案第2条；

她建议在该条中添加一个 (e)项，为“国家官员” (或
“国家机关” )概念提供一个通用定义，适用于任何享

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自然人。它还反映了根据属

人豁免和属事豁免对两类官员的区分，前者为“三要

人” 成员，后者则根据第三次报告第108段所列出的

标准加以确定。每一类都构成一目的主题。第㈠目指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第㈡目指其余国

家代表或国家机关。新增 (e)项第㈡目的措辞来源可

以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4
条和第5条中找到，因此包括任何行使政府权力要素

的人或实体，即使他 /她 /它可能不代表国家。因此，

行使政府权力是国家代表 (或机关 )的关键特征。

9. 条款草案第5条专门处理属事豁免主体范围

的界定，仿照了委员会2013年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

第4条。177 三要人的提法被替换为“行使政府权力要

素的国家官员”。因此，该条草案纳入了行使政府权

力要素这一标准，作为界定属事豁免主体范围的方

法。行使政府权力要素，再加上与授权此种行使的

国家之间存有联系这一基本标准，为出于国家利益，

174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

《199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5页起，第28段。
175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176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1

号文件，附件。
177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4页。

为保护国家主权特权而承认刑事管辖豁免提供了正

当理由。个人以国家名义行事，行使政府权力要素，

则国家与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之间存在联系。不能将

官员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同享有豁免保护的行为混为

一谈，后者构成了属事豁免的第二个规范要素。某一

特定行为如果能够被称为“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

并且是某人担任国家官员时所实施的，则享有属事豁

免。既然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以保障国家

主权，所以此类豁免只能赋予有行使主权特权身份

的人，换句话说，行使政府权力的人。 因此，豁免

被赋予条款草案所说的国家官员，而不是作为一项

“一般规则” [“con carácter general”或“d’une manière 
générale”]赋予所有广义的国家官员。

10. 决定哪些案例涉及到真正行使政府权力，

就要考虑到司法实践而逐案进行分析。后者表明，一

般来说，为其援引属事豁免的绝大多数外国官员是高

级或中级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出结论认为，

所有与国家有永久联系、使其有资格被称为广义上

的官员的人员一定享有属事豁免，或者，反过来说，

仅仅高级官员可以要求属事豁免。最后，有必要记

住前国家元首、前政府首脑和前外交部长如果符合

有关规范标准，也可享有属事豁免。由于这一原因，

三要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属于条款草案第5条界定的

该类豁免的主体范围。

11. 村濑先生说，他对在条款草案的目的方面

缺乏共识表示遗憾。委员会是打算冒着助长有罪不

罚现象的风险制定高层级国家官员享有豁免的原则，

还是相反，为禁止犯有严重国际罪行者的有罪不罚

现象而努力起草限制豁免范围的规则？从法律角度

看，这是两件十分不同的事情。无限制地承认豁免

将导致犯罪者有罪不罚。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在

上一届会议上通过了条款草案第3条，似乎在朝这个

方向前进。它同样违背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27条所体现的现行法和国际社会关于制止有罪不

罚现象的规范性要求。即使国家法院的管辖权因法

律制度不同而各异，不能等同于国际刑事法院和法

庭的任务，国家和国际制度远远不是截然对立的关

系，而应当相互支持。 此外，委员会应当忠实于先

前的工作，特别是1966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第7条。178 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在条款草案第

178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起，特

别是第28–29页 (条款草案第7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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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内以“不妨碍条款” 的形式纳入第3款，措辞为以

下二者之一：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 [关于 ‘例外’ 的 ]条款草

案第X条所指罪行。”

或者

“本条款草案绝不影响种族灭绝罪、危害

人类罪和严重战争罪 [或 [关于 ‘例外’ 的 ]条款

草案第X条所指的任何其他罪行 ]的个人刑事 
责任。”

这样一个条款将明确条款草案仅处理国家主要领导

人根据国家法律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罪行，并

且为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例外” 奠定基础。特

别报告员应当定义这些例外并界定它们的必要 
范围。

12. 属事豁免概念的规范内容仍然不清楚。如

果它主要依据“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 这一概念，

它就可能是有效排除严重国际罪行的犯罪者享有豁

免的一把有用工具，因为正如希金斯、科艾曼斯和

比尔根塔尔法官在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刚果民

主共和国诉比利时 )的联合单独意见第85段中所裁

定的那样，文献中越来越多地主张严重国际罪行既

不是正常的国家职能，也不是只有国家才能够履行

的职能，所以不能被视为官方行为。令人遗憾的是，

委员会的委员们未能就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之间的

关系达成一致意见。然而，根据该单独意见，也许

已经可以假设的是，作为特别法，属事豁免将限定

条款草案第3条里给予一些国家官员属人豁免的范围

并构成通用规则。条款草案的措辞阻碍了这一逻辑，

因为属事豁免不是作为一项限制原则提出来的，而

是作为额外豁免的单独基础被提出来的。第二次报

告和第三次报告关于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解释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复。

13. “官员” 这一术语的使用与犯罪者的身份相

关，应当联系条款草案第1条加以讨论，因为条款草

案第5条的侧重点是可能引起豁免的行为的性质。有

必要在评注中考虑可能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地方官

员的行为，并同时牢记条款草案涉及的是排除其他

官员的“国家官员” 这一事实。

14. 鉴于“属事豁免” 这一表述引起的矛盾及其

各种不同的内涵，在条款草案第5条中应当将其替

换为“基于行使官方职能的豁免”。该条草案的措辞

过于宽泛，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国家官员，因此，应

当根据条款草案第4条的内容加以修正。在条款草案

第2条 (e)项㈠目中，应当明确拟议的定义不涵盖事

实上的官员。最后，条款草案第5条和第2条 (e)项㈡

目里的“行使政府权力 (要素 )” 这一表述可能令人混

淆，因为条款草案第2条定义国家官员为代表国家或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任何人，而条款草案第5条规定，

仅授予行使政府权力的国家官员属事豁免。换句话

说，代表国家但是不行使政府权力的官员不具备享

有属事豁免的资格。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特别报告

员应当解释为什么条款草案第2条提到了这些国家 
官员。

15. 墨菲先生在提请注意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

告的英文译文中一些有问题的段落后说，民事案件

中关于豁免的裁决不一定支持与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相关的主张，因此必须认真加以分析。多年来，当

美国当局作为法庭之友出现在被告为国家官员或前

国家官员的民事案件中时，都会在陈辩书中系统性

地纳入大意为其在民事案件中的立场不预先判断其

在刑事案件中立场的措辞。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

未予提及的两起刑事案件—美利坚合众国诉诺列

加案和关于无名氏案—的裁决与当前审议的专

题相关，委员会在先前的工作中曾探讨过这两起 
案件。

16. 在英文中用“机关” 取代“官员” 一词是不可

取的，因为这一术语几乎从未仅指自然人，而是指政

府或国际组织的组织单位。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判例

(萨曼特尔诉优素福等人案 )确认了这一立场并将第

三次报告中援引的一些下级法院的裁决宣布为无效。

特别报告员似乎把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用作她所提建议的基础，但在进行这种挪用时

需要慎重。例如，只要国家官员是作为国家机关行事，

则其动机不影响将其行为归于国家，这一看法不能

移用于属事豁免，因为国家官员的动机实际上与其

是否代表国家行事有关。“国家官员” 这一术语通常

用于该语境，它涵盖代表国家或以官方身份代表国

家行事的任何人，这大体符合条款草案之目的。因此，

目前阶段不宜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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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处理“国家官员” 的定义方面，有两种可

能的方式。第一种是确定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类别而

不对它们进行定义，正如属人豁免中对三要人的处

理方式一样，始终指称他们为“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

义行事的人员”。第二种是特别报告员所选择的方式，

对国家官员进行定义。条款草案第2条拟议的定义似

乎足够宽泛，但是似乎有必要对其各个不同的要素

进行更加详尽的讨论，并且评注应当提供一个该定义

所涵盖或所未涵盖人员类别的指示性清单并附上原

因。令人好奇的是，该条款草案提到了两类国家官员，

即三要人和其他人，从而把基于地位的属人豁免概

念与基于职能的属事豁免概念合并在了一起，前者

依据的是享有该项豁免的人员的身份，后者则与相

关人员是否仍然在职这一问题无关。因此，可取的

做法是将第㈠和第㈡目合并成一目。条款草案第2条
(e)项㈡目和条款草案第5条里使用的现在时态 ( “who 
acts (行事 )” 和“who exercise (行使 )” )可能引起困惑，

因为这些规定背后的思想是承认国家官员即使离职

仍然享有属事豁免。最后一句中“不论此人在国家组

织中担任的职位” 是为了扩大定义的范围，但实际上

却适得其反，因为相关人员可能实际上不担任政府

职位。

18. 此外，在条款草案第5条的英文本中，可

取的做法也许是用“主权权力要素” 代替“政府权力

要素” 这一表述。在英文本中，该条款草案的标题

可以与条款草案第3条的标题保持一致，写成“享有

属事豁免的人员”，其案文读作：“[国家官员 ]对外国

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属事豁免。” [如果委员会选择

不定义此类人员，可以用一个描述所涉人员类别的

表述来代替“国家官员” 这一术语。] 可另用一条草

案来根据条款草案第4条的内容专门处理属事豁免

的范围。他赞成将条款草案第2条和第5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

19. 坎迪奥蒂先生说，村濑先生认为委员会正

在倾向于把豁免原则替换为有罪不罚原则，他认为

这是言过其实了。豁免是对国家和国际司法机构管

辖的一种例外，因此必须根据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对

它进行狭义的理解。

20.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赞同坎迪奥蒂先生的

意见。当委员会启动本专题的工作时，它实际上意

在制定豁免是一种例外的原则；有罪不罚似乎往往成

为例外。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179(A/CN.4/666，第二部分，

G节；以及A/CN.4/L.844180)

[议程项目3]

工作组的报告

21. 吉滴猜萨里先生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工

作组主席 )说，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对工作组进行

了重组，并于2014年5月6日和6月4日举行了会议。

工作组在载于A/CN.4/L.844号文件的报告中总结了

关于所审议专题的结论和建议，并审议了第六委员会

代表团所提出的、在2013年报告中未曾述及的若干

问题，即：(a)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在习惯国际法中

的地位；(b) 目前条约制度中的缺陷；(c) 将嫌疑人移

交一国际法院或特别法院或法庭，作为除引渡和起诉

外可能采用的第三种选择；(d)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与普遍义务或强行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 (e)  2009
年总框架是否依然具有相关性。

22. 工作组已经审议了所有需调查研究的问题，

其审议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工作组的报告与2013年的

报告。因此，工作组建议委员会：(a) 通过工作组的

2013年报告和目前这份最终报告，在委员会看来，

这将为各国提供有益的指导；(b) 结束对“或引渡或起

诉的义务” 专题的审议。

179 在2006和2011年间，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兹齐斯

拉夫 · 加利茨基先生的四次报告 (《2006年……年鉴》，第二

卷 (第一部分 )，A/CN.4/571号文件 (初次报告 )；《2007年……

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585号文件 (第二次报告 )；
《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03号文件

(第三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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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9年 )上，委员会就该专题成立了一个不设成员名额的工

作组，在阿兰 · 佩莱的主持下，为该专题的审议定义了一个

总体框架 (《2009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49页，

第204段 )。在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0年 )上，工作组进行了重

组，并在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主持

工作 (《2010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1–192页，

第337–340段 )。在第六十四届 (2012年 )和在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对不设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了重组，由

江萨 ·吉滴猜萨里先生主持工作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4–76页，第208–221段和《2013年……年鉴》，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8页，第148–149段 )。在第六十五届

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 (《2013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一，第88–96页 )。
180 油印件，可查阅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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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工作组

载于A/CN.4/L.844号文件的最终报告，但有一项理

解，即它将与2013年报告一起，由委员会在后续会

议上审议年度报告草稿时予以通过。

就这样决定。

24. 在坎迪奥蒂先生、朴先生和萨博亚先生的

要求下，主席代表全体委员会感谢吉滴猜萨里先生

作为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专题工作组主席做出的宝

贵贡献。

下午5时35分散会

第3218次会议

2014年7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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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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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

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议程项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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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穆罕默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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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法协为促进国际法所领的任务之一是就委

员会所讨论的各专题交流信息和看法。多年来履行

该任务协助两个组织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互

派代表出席对方的届会业已成为惯例。

3. 在委员会的议程项目中，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专题尤为相关和重要，原因是识别现行习惯国际法

规则有困难，以及国家法庭和法官、律师、仲裁者

及法律顾问，因可能缺乏正式国际法培训之故，在

运用这规则时会遇到困难。该专题令亚非法协成员国

尤其感兴趣的方面包括渊源的等级问题。传统上寻找

习惯国际法证据的着重点是各国际法庭的裁决。然

而，通过审查国内惯例和区域或分区域法院的裁决，

可更真实地感知各国的立场。关于国际法庭的裁决，

也应考虑反对意见和单独意见。各国在国际论坛上

的表态以及国际和政府间组织通过的决议也可有助

于确切判定他们对某些具体问题所持的立场。最后，

任何一套识别习惯国际法的规则都应具有足够的灵

活度，以便适应习惯与惯例不断演化的性质。

4. 在2013年9月9日至12日于新德里举行的第

五十二届亚非法协年度会议上，各成员国就该专题发

表了若干评论和建议。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特别

报告员是否应视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决议为习惯国际

法的组成部分。两个成员国提议将强行法概念列入

该专题范畴。某个成员国阐明的观点称，决议草案

应反映出世界各区域所有主要法律体系国家的实践。

该成员国还建议，不妨探讨习惯国际法与各条约以

及与各法律一般原则之间的关系。

5. 2013年11月，亚非法协秘书处与马来西亚

国立大学联合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讲习班，审议了

委员会议程上的若干项目。与会者包括各成员国代表

和马来西亚各所大学的学员。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就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保护大气层和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做了介绍。在这次讲习班取

得圆满成功之后，各方同意应每年举行一次讲习班，

并应设立一个识别习惯法工作组，为该专题特别报

告员的工作提供便利。工作组将以文件形式记录亚

非各国为逐步发展国际法所作的贡献，并转达亚非

法协各成员国针对特别报告员所提问题做出的建议。

6. 亚非法协的大部分成员国在关注为履行遵照

气候变化制度所作的承诺，开展政治谈判之际，视

保护大气层为令国际社会日益深感关切的问题。关

于特别报告员第一次专题报告 (A/CN.4/667)所列的大

气层定义，或许可在条款草案第1条中加入对大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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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圈层及其气体组成的详细描述。虽然提及诸如跨

界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是全面理解该专题的

关键，但这些问题不应成为实质性讨论的内容。多

年来，随着各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判决以及国家实践

习惯而演变的国际环境法原则主要专注于防范办法，

而非预防原则。然而，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必须预

防因大气污染的广泛影响，给大气层带来破坏。因此，

国际合作和诸如平等、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之类国际环境法的关键性原则，必须是本专

题今后取得进展的基础。亚非法协秘书处支持特别

报告员在指南草案第3条 (a)项中列明的观点，即应

赋予保护大气层令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法律地位。

7.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他说，亚

非法协各成员国欢迎特别报告员在第七次报告

(A/CN.4/668和Add.1)中列入关于为救灾人员、设备

和物资提供保护的第14条草案之二。然而，成员国

对第12条草案 181 所提及的可能参与救灾工作的“政府

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这些组织的认证和

信誉问题，表示关切。

8. 亚非法协成员国对报告就该区域近期通过的

条约—2005年《东盟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协定》和

2011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应对自然灾害快速反应

协定》—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欢迎。它们与第17条
草案相关，根据该条，针对受灾情况适用的国际法

特别规则在其它规则与之相冲突时，拥有优先地位。

它们也与第18条草案相关，该条预先设定在受灾情

况下，国际法规则始终为指导规则 (见A/CN.4/668和
Add.1号文件 )。因此，国际法一般性原则规定，首

先必须得尊重受灾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这是亚非法协成员国强烈认同的一点，即使是在受

灾国寻求外部援助—他们辩称受灾国并无此义

务—时，亦是如此。

9. 至于国家官员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

题，亚非法协成员国发表评论称，对于该专题必须

从现行法和拟议法 (现时法律和本该有的法律 )双重

角度进行探讨。该专题应集中探讨国际法、特别是

习惯国际法，而不是国内法项下的豁免问题。关于

第2条草案，一代表认为，按外交或领事关系、总部

协议或类似协议所赋予的刑事豁免不应被纳入本专

181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59页 (条款

草案第12条 )。

题的范围，因为这些都是既定的法律领域。关于第3
条草案，有观点认为所有国家官员都应享有豁免，应

将“某些” 一词删掉。有人提出对以国家或政府首脑

身份行事的国家官员，如总统或总理，应在第4条草

案中予以处理。182

10. 援引的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支持属人

豁免应扩展的观点，豁免不仅适用于三要人，即国家

首脑、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而且还应扩展至诸如国

防部长和贸易部长等其他高级别官员。然而，同时

也必须得审慎从事：国际法还没有发展到可将属人豁

免理解为可纳入他刚才所提及的各高级官员的地步。

亚非法协承认时代在发生变化，而今的国际事务是由

一系列广泛的国家官员在执掌。因此，对于将豁免

扩展至超出三要人范围的问题，应给予认真的审议。

为此目的，委员会应兼顾一系列因素，诸如目前世

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实践、就国内管辖所表达的司法

意见以及学术见解。

11. 最后，他向委员会保证亚非法协将继续配

合委员会开展工作。

12.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亚非法协不妨考虑两

个主题：国家管辖领域之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问题；以及就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而论，如何在各国对民族和解与区域和平的关注，

以及确保犯有严重罪行的责任人，特别是国家首脑和

政府首脑不得逍遥法外的需要之间达成平衡的问题。

13. 哈苏纳先生赞扬亚非法协为支持委员会工

作所作的奉献。在这方面，他说亚非法协若能为委

员会的工作方案建议一些新的专题将是有益的，他

还鼓励亚非法协成员国回复委员会为征求各国有关

目前所探讨专题意见而发出的调查问卷。鉴于亚非

法协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联合组办的讲习班对与会

各方的助益如此之大，他敦请该组织与其它学术机

构一起开展类似的活动。

14. 穆罕默德先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在回应吉滴猜萨里先生的评论时说，亚非法协已经

开始探讨国家管辖领域之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包括曾在一次海洋法年度讲习

班上对之进行探讨，并将在各类专家的支持下继续

182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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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该问题。关于严重罪行的有罪不罚问题，他说

有义务确保尊重这方面的国际法并将与成员国就此

问题展开讨论。

15. 大部分亚非国家，特别是大学的法学系学

生，不太了解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为此原因，亚

非法协秘书处将欢迎有机会让学术界和法律从业者

在亚非法协成员国境内与委员会的委员们会面；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亚非法协缺乏资助委员会委员们到

访的资金。亚非法协的网站 183上有一页是专门介绍国

际法委员会的，其秘书处将继续提醒各成员国就他

们所关注的问题，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反馈意见。

16. 关于协助委员会明确今后可列为委员会工

作方案的专题，他说亚非法协计划编撰一份关于网络

安全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个未在多边层面展开过

探讨的问题—并将把研究结果转发给委员会。亚

非法协认为值得委员会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投

资法。

17. 墨菲先生说，他赞赏亚非法协为参与委员

会工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自愿协助探索委员会委员

参加亚非法协会议的方式。关于国家官员享有的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秘书长似乎建议委员会重新

审议一个问题，即享有属人豁免者是否仅限于三要

人，还是应包括更广泛的高级政府官员。非洲联盟

首脑会议刚刚批准的一项议定书草案阐明：“任何在

职的 [非洲联盟 ]国家和政府首脑……或其他高级国家

官员” 不可成为非洲司法与人权法院起诉的对象。184 
提及“其他高级国家官员”，非洲联盟暗示其支持属

人豁免应适用于三要人之外的、范围更广泛的官员。

议定书草案似乎未列任何明豁免例外—例如某些

特定罪行，相反，所倡导的是一种基础广泛的豁免，

至少在非洲法院的背景下是如此。

18. 穆罕默德先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亚非法协并未建议委员会重新考虑就谁应享有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所持的立场。各成员国之间对是

否仅为三要人提供这类豁免的问题持有分歧，而秘

书处将努力向委员会通报占据主导的立场。亚非法

协将研究议定书草案提出的关于非洲司法与人权法

院问题，并会让委员会知晓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183 www.aalco.int/ilcmatters。
184 见《〈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第

46A条之二。

19. 特拉迪先生说他个人认为该议定书草案创

立了两项制度：第一，设立了国家和政府首脑享有的

属人豁免机制，但外交部长则不享有豁免；第二，适

用于其他国家官员的豁免，且仅赋予他们与行使职

权相关的豁免，意即属事豁免。他不支持某些亚非

法协成员国据称所采取的宽泛解读。

20. 雅各布松女士询问，亚非法协下届年度会

议议程是否会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新专题。作为

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环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如果亚非法协成员国能就此专题发表评论将会对她

大有助益。尽管无论如何都应鼓励亚非法协成员国

回复委员会就其报告发出的调查问卷，但各成员国亦

不妨考虑审议一份再经限定的特定问题清单，对这些

问题的评论是委员会尤其感兴趣的，该清单已被列

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也可将这些问题反映到亚非

法协的网站上，以便利亚非法协各成员国发表评论。

21. 黄先生说，鉴于亚非法协所代表的成员国

数量众多，且成员国所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巨大，亚非

法协值得委员会给予更大的关注。亚洲和太平洋地

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亚非法

协成员国就委员会议程上各个专题所发表的意见和

建议是珍贵的参考意见。委员会应加强与区域和国际

组织，包括与亚非法协之间就法律事务开展的合作和

交流，共同努力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

22. 穆罕默德先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请委员会委员出席拟在德黑兰举行的亚非法协第

五十三届年度会议。该年度会议议程列入了他在发

言中提及的国际法委员会的四个专题。如果委员会

的特别报告员希望出席该次会议，可随时为其分配

会议时间。此外，也可为委员会委员召集若干次会议，

以便对法学院的学生，乃至亚洲和非洲各地政府官

员开展有关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教育。

23.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说，亚非

法协在众多亚非国家的法律事务方面发挥着重大作

用，因此，它为委员会提供的意见是弥足珍贵的。

24. 瓦科先生说，他认为亚非法协推出的年度

会议报告极有助益，他希望亚非法协将考虑允许委

员会及时地获得这些年度报告，从而使委员会能够

更好地考虑到该组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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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鉴于对习惯国际法的识别需要对惯例作出

评估并将该惯例接受为法律，亚非法协成员国为相关

调查问卷所做的回复就尤为重要。豁免问题与有罪不

罚问题密切相关，是一个动态且在时下引人关注的

议题，委员会也希望听取亚非法协在这方面的意见。

他期待着与该组织更密切的合作。

26. 穆罕默德先生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 )
说，亚非法协的工作方案不会删除关于与条约解释

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秘书处将向委员

会转达亚非法协就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

题进行辩论的结果。

27. 主席感谢亚非法协秘书长就亚非法协的工

作所提供的宝贵信息。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续续)(A/CN.4/666，
第二部分，B节；A/CN.4/673; A/CN.4/L.850)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续 )

28.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第三次报告

(A/CN.4/673)。

29. 特拉迪先生说，第三次报告全面追溯了国

内法案例、条约实践和委员会有关专题的做法，并

就特别报告员所期望的今后报告走向给出了一个

大体概念。在她所拟议的两条条款草案中，他大体

同意第2条 (e)项，但对第5条草案的实质内容持有 
疑问。

30. 特别报告员在第12段中述及的属事豁免的

三个重要特性中的前两个特性，为识别该种形式的豁

免规定了实质内容，即该种豁免是赋予所有国家官员

的；而且仅能在行为可被定性为“以官方身份实施的

行为” 时才能赋予。这两项要求虽说相互有关联，却

又是各自有别、自成体系的；前者涉及行为主体—

“谁 (who)”，而后者则指行为的本质— “做了什么

(what)”。特别报告员似乎在报告的各个地方把这两

个要素混为一谈了；然而，两者之间必须从概念上予

以澄清。

31.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34段中援引了

几个案例，意图对“官员” 一词的使用规定进行提炼。

有好几次，关于所议行为可归于国家时，强调的重点

似乎并不是“谁 (who)”，而是“做了什么 (what)”。对

于“作为其职能的一部分而履行的” 行为或“在国家控

制下” 行事的描述，所述及的并不是官员，而是该行

为的性质。借用第三次报告第18段的措辞，这些并

不是可以提供充分理由，为条款草案之目的，认定

某特定个人是“官员” 的“识别标准”。相反，它们所

说的似乎是第二项要求，因其似乎被引至一个问题，

即某特定个人的行为是否可被定性为“以官方身份进

行的行为”。

32. 国际法院就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法国 )做出的裁决隐含了关于确定属事豁

免之可适用性的两个阶段。判决第35和第194段显

然表明法院确认了共和国检察官和国安局长是官员

这一事实，并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第二个因素之

上，即“做了什么 (what)” 或者说是“行为”。法院查

明不存在违反豁免的行为，因为吉布提不曾宣称那

些个体行为的“所有权”。然而，判决将“谁 (who)” 与

“做了什么 (what)” 两者之间，以难以作出拆分的方式

关联了起来。虽然，“机关”、“机构” 和“部门” 看起

来指的是“谁 (who)”，然而，在判决第196段的背景下，

描述却是行为。因此，他不赞同特别报告员三次报

告第41段的结论，即法院裁决书所述的“机关” 指的

是“行为方”。

33. 此外，细读1997年10月29日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就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下

达的判决第38和第44段 (报告第48和第49段予以

援引 )表明，“纯粹的国家机器”、“国家部门” 或以一

国“名义行事” 等措辞，并非如特别报告员所述的那

样，与“谁 (who)” 相关，而是与“做了什么 (what)” 有

关。在判决第51段中，这一点更加明显，在法院所

审案件中，国家官员 (第一个要素 )并非作为其国家

的一个部门而行事 (第二个要素 )。

34.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多次就三要人

和其他官员在条约法和法院实践中的不同进行了区

分。他本人仍坚持对上次报告 (A/CN.4/661)185 就如何

处理三要人问题所持的保留。186 虽然委员会处置属

人豁免采取的方式，需要在适用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

的不同规则之间做出划分，出于界定“官员” 的目的，

185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1号
文件。

186 见《2013年……年鉴》，第一卷，第3164次会议，第19–20页，

第20–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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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要人与其他官员之间进行区分却并无明显的必

要。特别报告员所研究的各类公约可能有关，然而它

们也有它们的局限性，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具体类别

的官员，因此很可能体现的是委员会想要涵盖的“谁
(who)” 之分项。审议《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

所列的“公共官员” 的定义或许会有助益，因为该定

义比第86段所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载列的定义更

为简明扼要。

35. 至于将专题标题改为“国家机关的豁免”

的建议，从报告来看，主要的问题是尚无可将英文

“official”转为法文和西班牙文的精准译文。然而，

国际法院在述及国家官员的豁免时使用“fonction-
naires” 一词以对应“官员” 时似乎并未遇到困难。此

外，不论最终选定哪个术语，关于术语使用条款的根

本宗旨是解决特别报告员介绍性发言所准确指明的

那类不一致现象。虽然“机关” 一词会将所审议的这

类豁免与国家豁免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令他感到

关切的是这一概念被理解为首先指的是实体，其次

才是人。为此原因，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141
段中建议用“机关” 一词来专门指人，将会与其含义

所指不同，并且很可能会导致混淆。

36. 虽然他大体上支持条款草案第2条 (e)项所

拟议的“官员” 用语，然而他质疑是否有必要明确指

出它所指的是三要人，三要人的成员作为官员，显然

对他们以官员身份从事的官方行为享有属事豁免权。

鉴于第㈡目所识别的三要素，即“以国家名义行事”，
“代表国家” 和“行使政府权力……”，三要人若不被该

定义所囊括，令人难以想象。然而，他担心“以名义……

行事” 一词可能会造成他早前提到的“混为一谈”。特

别报告员应拟议一条替代草案，清楚阐明定义“官员”

的核心是实施该行为的“官员”，而不是行为本身。

37. 若保留目前第2条草案的措辞和立场，那

么第5条草案中的那句“行使政府权力的要素” 将会

是多余的。如果像第三次报告第148条所述的那样，

“政府权力” 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政特权”，那么，

该专题的范围就受到了限制，因为国家所聘用的官

员，换言之，与行政官僚机构长期相关的人员，通常

并不行使这类特权。为此原因，他提议将“政府权力”

改为“官方职能”。将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限于那

些行使政府权力的国家官员—国家官员的一个分

类—将会排除一大部分国家官员。虽然这将实现

在尽可能大程度上限制国家官员豁免的目标，然而，

他想知道保护决策者而不是那些履行决策和国策的

倒霉蛋，是否是明智之举。他同意墨菲先生的意见，

即列出一份可被术语“官员” 涵盖的指示性清单将有

助于委员会编纂出恰当的定义。

38. 他赞成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3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第三次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即该专题应涵盖所有

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个人，不论他们身居何职 (若有官

职的话 )，而且他们可就某些行为享有属事豁免。虽

然可以重新审议专题的标题，然而他不同意将“官员”

改为“机关” 的建议。若重点在于可引起豁免的行为，

而不是个人，那么界定哪类或哪些类别的人可享有

豁免就会是多余的。当个人以国家名义行事时可享

有豁免，无论他们是谁或者身居何职：他们不一定就

得是公职人员 /官员或公务员—无论国内法如何定

义的这些术语。

40. 尽管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将专题范围限制在

某些类别的人员上，然而，这样做却很难令人满意，

因为委员会届时述及的将只是部分属事豁免问题，而

且将不得不特地阐明委员会的做法不妨碍其他人享

有属事豁免。如果委员会确保专题范围涵盖所有可

享有属事豁免的个人，换言之，所有以国家名义行

事的个人，那么，这一步就没有必要了。

4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在某种程度上详

细审查了可替换“国家官员” 的其它术语。然而，即

使保留了“国家官员” 一词，是否有必要对之加以定

义或界定是有疑问的。如秘书处备忘录 187第166段所

述，不论官员们在其国家机构哪一等级任职，国家

官员一般享有属事管辖豁免，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

的学术支持。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17段中正

确地阐明，专题标题中所提及的“官员” 一词，指的

是豁免可涵盖的所有人员，然而，她随后 (在第18段 )
得出的结论却错误地认为，只能运用“识别标准” 来

判定可划入属事豁免之列的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

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188 预先提出了一个更好的

结论，即与其试图为属事豁免之目的制定一份官员

清单，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行为本身上，即关注“做了

什么 (what)”，而非“谁 (who)”。

187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于委员会的网

站查阅，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 )的文件。最终文本载于《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188 见《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4页，第

1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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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第三次报告第二章B节所审查的各类资

料中，就本目的而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189 该套条款认真解释了行

为—包括个人行为—在何时可归于国家。这些

条款可能为哪些行为可归为属事豁免之列提供有益

的指引—尽管还必须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审查，才

能将该归属测试整体挪用至属事豁免领域。第三次

报告第38段得出的结论与如下事实一致，即重要的

不在于当事人是谁，而是所涉的是何种行为。

43. 一国际性法院就享有豁免人员识别所做出

的可能相关的唯一裁决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上诉分庭就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所下达的裁决。然

而，它所关注的并不是刑事管辖豁免，而是为国家公

文执行司法传令的豁免。2000年4月11日逮捕证案

所涉及的是外交部长的地位问题，并且仅述及享有属

人豁免者的问题。几个引自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

案的段落处理的是个人所实施的行为之性质，而非

这些个人是否是拥有属事豁免的“官员” 之身份问题。

在第三次报告中予以援引的欧洲人权法院所审理的

案件中，没有一个为“官员” 的含义提供了解释。同样，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设立的特殊制度如何为其

它目的协助识别了“国家官员” 之含义也不清楚。报

告第二章B节所审查的所有其它《公约》和“委员会的

其它工作” 亦是如此。

44. 特别报告员得出的正确结论认为，所有官

员，所有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人，都可享有外国刑事管

辖方面的属事豁免。他们是否享有豁免依据的是他们

的行为或不行为，而非他们的职位或与国家的关系。

然而，她所强调的两项各自独立的标准，即“与国家

的关系” 和“以国家的名义行事” 标准，令人难以理

解。第一项是隶属于第二项的：证明所述行为是以国

家的名义做出的即可。

45. 他虽在某种程度上赞同特别报告员希望重

新审查该专题标题的愿望，然而，她建议的备选标题，

尤其是“机关” 一词并不合适。以“国家机构” 来指称

个体官员是一种不太常见的方法。因此，最好还是

保留“官员” 及其在其他语文中的对应措辞。

189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46. 至于在第三次报告中拟议的两条条款草案，

他说，如果必须制订诸如条款草案第2条 (e)项所推

出的定义—虽说他并不认为有此必要—那么就

必须大力简化第㈡目，因为该目载有相关性可疑的限

定条件和限制。列入“及代表国家或行使政府权力要

素的任何其他人，而无论此人行使的是立法、行政

或司法职能，不论此人在国家组织中持有的地位” 等

措辞，可能不当地限制享有属事豁免者的圈子。因此，

他建议将条款草案第2条 (e)项简化为“㈡ 任何其他代

表国家行事的人”。

47. 第5条草案中“那些行使政府权力要素” 一

句，显然混淆了那些潜在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与可

享有豁免的行为。他不认为在目前的辩论阶段应通

过第5条草案，但即使要通过该条，也应参照第3条
草案的模式对该条进行修正，以读作“国家官员享有

行使外国刑事管辖的属事豁免”。

48. 最后，他提醒注意报告英文译本的某些

不完善之处，其中忽视了早些年曾对用语作出过的

更正。

49. 他主张将这两条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50. 主席解释说，鉴于麦克雷先生未出席，福

尔托先生主动提出主持最惠国条款专题研究组的工

作。麦克雷先生发了一份篇幅颇长的报告草稿，以

供专题研究组审议与定稿。若未听到反对意见，他

将认为委员会希望重组专题研究组。

就这样决定。

51. 福尔托先生说，专题研究组的其他成员是：

卡弗利施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哈穆

德先生、卡姆托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朴先生、

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特拉迪先生 (当然成员 )。

下午12时55分散会

* 续自第3216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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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19次会议

2014年7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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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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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续续) (A/CN.4/666，
第二部分，B节；A/CN.4/673; A/CN.4/L.850)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 (A/CN.4/673)。

2. 福尔托先生说，大体说来，他同意特拉迪先

生及迈克尔 · 伍德爵士表达的看法。对豁免例外的问

题采取立场还为时尚早，特别报告员将在其第四次报

告中阐述这些问题，而本届会议的工作不影响委员会

最终将会采取的立场。然而，根据欧洲人权法院2014
年1月14日就琼斯等人诉联合王国案做出的判决，委

员会可能需要对豁免例外予以认可，并确认在提供旨

在避免恶意控告的程序保障的前提下，某些官员行

为，也就是那些涉及到国际犯罪的行为，不在豁免 
之列。

3. 尽管特别报告员做出的假设及其对本专题所

采用的方法是恰当的，他仍不能认同她得出的结论，

也不认同由此编写的条款草案。首先，两条条款草

案之间互不一致。事实上，正如村濑先生所指出的，

由于两者之间缺乏充分的一致性，条款草案第5条似

乎排除了享有属人豁免的人享有属事豁免。更有甚

者，由于两条条款草案中对享有豁免权者进行定义

时参照了他们所实施的行为，特别报告员似乎未遵

循她已宣布采取的处理办法，亦即分别探讨享有豁

免者和享有豁免的行为。但是，考虑到某些人，根

据所实施的行为，有时候是行使管理权，有时候是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 (比如，中央银行行长实施金融

或货币性质的行为 )，所行使的权力的性质不可构成

确定哪些人享有豁免权的标准。要适用这样的标准，

就有必要逐项确定该等人员是否符合条款草案第2条
(e)项中所列的条件；这个标准只能用于识别豁免权

所涵盖的行为。问题由此产生，若采纳了这个标准，

它与大致发挥同样作用的“官方行为” 概念具有怎样

的关系，这两者是否最终真的不是一回事。

4. 其次，报告所引用的判例与实践表明，情况

比条款草案第2及第5条所示的简单：享有豁免的人

就是国家借以行事的人。由于属事豁免源于行为，通

过该行为履行的职能性质才是问题的关键：毕竟，它

是对国家的豁免而不是对个人的豁免。因此，可以

理所当然地认为，凡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或官员行事

的人均享有属事豁免，因而就不需要另定标准。暗

示这一点的有《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它规定享有豁免权的人包括了“以国家代表身份行

事的国家代表”；还有许多判决及国际文书，它们将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定义为以国家官员或代理人的身

份行事的国家代表或代理人，而未进一步予以阐明。

例如，国际法院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吉布

提诉法国 )中做出的判决，似乎把国家“代理人” 和

“机关” 当作了同义词。但是，这并不意味这些官员

或代理人应当享有或实际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一切

都取决于官员或代理人实施的行为本身是否在该豁

免权的涵盖范围内这一不同的问题。

5. 根据这些意见，他希望提出三个建议。第一，

对于在条款草案标题中所使用的术语，他同意“机关”

并不是最恰当的。考虑到在之前的工作中，也就是在

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

中，190 委员会已对机关和代理人做出了区分，若在当

前的条款草案中选择使用“机关” 一词，则看起来就

排除了这两类词语中的后者。且正如委员会也曾在某

个场合指出的，个人也可能是国家的机关，对法人启

动刑事程序并非不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刑事起诉

的豁免涉及的都是自然人，这就意味着“机关” 一词

具有引发困惑的风险。因此，在英文中看起来最适当

190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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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 一词，在法文中用“tout représentant ou tout 
agent de l’État”来表述更为恰当，它包含了行政代理

机构及担任政治职务的人员。其次，对享有豁免的人

进行定义确有必要，该定义可以仿照国际组织的责任

条款草案第2条所载代理人的定义予以简化，191 从而

读作：“国家官员系指国家指派执行或协助执行国家

某项职能，因此成为国家行事媒介的任何人员。”

6. 该定义具有几个好处：除易于翻译外，该条

定义提及的是“任何人员”，而没有对有关人员做进

一步限定；它使用了中性措辞“职能”，而非易于引起

争议的词语“政府权力要素”；它强调了国家，国家通

过其代理人，成为属事豁免的主要受益者；而且该定

义涵盖了不同类型的相关人员。

7. 最后，他建议用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提案对条

款草案第5条进行相应修正。因此条款草案第5条将读

作：“国家官员对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属事豁免”。

8. 朴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方法，这种

方法从国际法通常未对“官员” 之概念进行定义这一

假设出发，审查了国家和国际实践，以制订识别可受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保护的人员标准。该方法确实优于

依赖“官员” 这一概念之定义的方法。在第三次报告

的第111段 (a)项中，基于对相关做法的审查，特别

报告员认为国家官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采取多

种形式 (宪法规定、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 )，且就性

质而言可能是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在这种情况下，

条款草案第2条 (e)项㈡目中“不论此人在国家组织中

担任何种职位” 的表述似乎限制了官员或法律上的官

员这一概念，因此，阐明这一点将受到欢迎。同时，

对事实上的联系进行阐明也十分有益：关于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条款第5条所述的人员，即并非该

文本第4条中所定义的国家机关但经该国家法律授权

而可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人员，可否被视为事实上

的官员？而同一文本第8条中所述的人员，即那些奉

国家指示或在国家的指挥或控制下行事的人呢？

9. 对于术语的选择，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

点，即“representant (代表 )” 一词并不是最恰当的。

“organ(机关 )” 一词也并没有好很多：该词已在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中使用，用于指称代表

191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国家行事的自然人及实体。此外，正如墨菲先生及

福尔托先生所指出的，该术语可能令人困惑，因为

它可给人一错误印象，以为委员会的工作是处理国

家豁免，而实际上委员会处理的是代表国家或以国

家的名义行事的自然人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由于

没有一个术语可充分达到委员会的期望，所以术语

问题没有简单地归结为选择一个词语。为此，他建

议在法文本中使用“fonctionnaire de l’État”这一表述，

在西班牙文本中使用“funcionario”这一表述，而在

英文本中使用“official (官员 )” 这一表述，并明确指

出为条款草案之目的，这些术语的含义独立于依据

各国法律之规定而可能具有的含义。

10. 至于拟议的条款草案，他表示条款草案第

2条 (e)项第㈡目似乎复制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

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1条
第1款中的宽泛概要，由于该目对代表国家和行使政

府权力要素的区分存在问题，因此，应予以重新起草。

实际上，担任高级职务且与其下属一样完全同属公务

员 (fonctionnaires)的人，被认为代表国家，因此，履

行此类职责与行使国家权力要素并无不同，实际上其

源于国家权力要素。“不论此人在国家组织中担任何

种职位” 这一表述假设国家官员均为公务员 (fonction-
naires)，这也是有问题的。最后，有必要以与关于国

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4条相同的方式继续

推进，指明“官员” 一词既指中央政府的官员亦指领

地单位的官员。同时，亦有必要决定临时代表国家

行事的人是否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11. 关于条款草案第5条，他注意到特别报告员

在第三次报告第150段中的解释，但认为这些内容应

该出现在条款草案本身，而不是评注中。该条可重

新措辞为：“行使国家权力要素的前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及条款草案第2条 (e)项第㈡目中所述人员享有

属事豁免”。一旦完成对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问题

的审议，委员会就可在条款草案第5条中增加文字，

以指明三要人之外的官员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享

有属事豁免。最后，他认为应制订一条新的草案条款，

以涵盖属事豁免的时间要素。与特拉迪先生及福尔

托先生类似，他认为审议村濑先生提案的时机尚不

成熟，它会导致复杂的问题。总之，他支持向起草

委员会提交条款草案第2及第5条。

12. 萨博亚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分析用于识

别享有豁免人员的标准时，参照了条约实践及其它，

特别是“对于界定哪些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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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其如何涉及国际关系”。她对该主题所开展的研

究非常突出，且毫无疑问，非常有用，但应牢记于心

的是由于这些条约定义了需要各国紧密合作才能打击

的严重国际犯罪或跨国犯罪并确定了相应的处罚，这

些条约具有不同的宗旨及目标，且各自具有特定的实

施环境。当然，国家官员或代理人也会实施这类罪行，

但这些罪行经常是由与国家并无官方联系的个人为排

除国家承担责任的风险而与国家合谋或在国家的煽动

下实施的。因此，识别国家机关或代理人所用的标准

必须足够宽泛，以涵盖并非国家官员或代理人但与国

家合谋或经国家同意或在国家的煽动下行事的人。

13. 正如多名委员所回顾的那样，豁免仍是一

种例外情况，且应当以限制性方式加以处理。对于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而言，国家官员的定义依据的标准

必须有别于条约中与国际犯罪 (比如种族灭绝、酷刑

或腐败 )有关的标准，且更为严格。这些条约更适于

识别哪些行为构成“官方行为”，哪些行为可谓是豁

免规则的例外。在对外交及领事关系条约的分析中，

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国际法中如何处理豁免的有用例

证。为确定最高权力机关中哪些人员享有属人豁免，

委员会列出了一份限制性清单。对于属事豁免，委

员会必须优先考虑严格的标准。

14. 因此，看起来难以将事实上作为国家代理

人行事的人纳入，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也难以将在外国为公共部门的公司或实体工作的人

纳入，正如第三次报告第93段中所表明的那样。若

出于特定原因及彼此利益，两个国家有意赋予这些人

员以特权或豁免权，这两个国家就可通过双边协议这

样做。同样，虽然为确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有人可以认为即使是事实上作为机关或代理人行事

的人也可以行使这种权力，条件是如第三次报告第

109段所指明的那样，该人是“在不存在官方权力机

构及在需要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情形下，事实上正

行使国家权力要素”，但这不能同样适用于外国刑事

管辖的属事豁免，除非存在一种特别安排—比如，

在一国正在为另一国和叛乱组织主持谈判。出于这

些原因，他总体上支持第三次报告第111段中为本专

题而提出的在确定什么是国家官员方面使用的标准，

但 (a)款末尾做出的阐述除外，因为它指出国家官员

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联系。

15. 对于用语，他支持在英文本中使用“official”
一词，即便这意味着放弃与其他语言保持一致。该术

语与其西班牙文中的同义词“funcionario”类似，并

不适于指代立法或司法机构中当选的成员，但这种

细微差别可在评注中加以解释。他还认为日益增长

的放宽豁免例外规则以支持反对有罪不罚的趋势也

必须考虑在内。无论如何，特别报告员对该问题采

取的审慎方法应该得到遵守，而且整个问题，包括

村濑先生拟议的“不妨碍” 条款，必须在适当的时候

得到审议。总之，他支持将特别报告员拟议的两条

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6. 卡弗利施先生说，对于哪些行为及哪些人

员免于外国刑事管辖的问题，有必要找到一个定义，

涵盖自然人或法人，以国家名义及代表国家实施的、

所有可施以刑事处罚的行为。因此，问题是包含以

国家名义及代表国家实施的所有类型的行为，但排

除并非在该特定背景下实施的行为，即便这些行为

可归于一名公务员，并排除国际犯罪—这个问题

将在近期处理。可纳入该类别的是所有归于普通雇

员 (且非“公务员” )的行为，以及可归于私法或私

营实体的行为，比如，一家总部位于瑞士、根据合

同在他国行使政府权力的私营公司。毫无疑问，起

草一份享有豁免的人员及行为名单将几乎毫无用处，

原因是根据定义，所有名单均不具有穷尽性。因此，

也正如特别报告员可能打算的那样，应制订一个抽

象的定义，涵盖所有不受外国刑事属事管辖的行为。

为此目的，初看起来，条款草案第2条 (e)项第㈡目

中的措辞似乎是适当的。对于术语的选择，他认为

“fonctionnaire (公务员 )” 这一词语是不适当的，因为

它专指通过特定地位而与国家建立联系的人。对于

“employé (雇员 )” 一词，尽管这个词语有着广泛的使

用，由于它并不涵盖代表国家行事、但并未通过雇佣

合同而与国家建立联系的人，所以它存在歧义。由

于在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员中，根据通常赋予“organe 
(机关 )” 的含义，有些人士及实体并非国家机关，该

词也并不会更恰当。然而，应指出的是，归入本专

题范围之内的所有人或实体均代表国家行事，且因

此至少某些人“represent (代表 )” 国家 (根据该词语

的通常意义 )。为此，他支持福尔托先生使用“agents 
et/ou représentants de l’État (国家代理人及 /或代表 )”
这一措辞的提议，且他不反对在英文本中使用“官员

(officials)” 一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接

受将该词译为“fonctionnaire”。有很多人代表国家行

事，但并不能称为“fonctionnaire”，法官就是一个例

子。还应注意的是，有必要确保在以国家的名义及

代表国家行事的过程中，相应的“官员或代理人” 应

严格遵守其任务规定，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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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她才能享有豁免。最后，他不反对将条款草案提

交给起草委员会。

17. 吉滴猜萨里先生回顾说，第六届委员会的

代表们曾着力强调，就豁免而论，委员会应澄清它

是在编纂习惯国际法还是在逐渐发展国际法。

18. 坎迪奥蒂先生说，进行这种辩论是不明智

的，因为所审议的专题已足够复杂了。无论如何，委

员会的做法是不明确区分其任务规定的这两个方面，

而是如实地承认它们是同一职能的两个方面。

上午11时30分散会

第3220次会议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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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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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续续)(A/CN.4/666，
第二部分，B节；A/CN.4/673; A/CN.4/L.850)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第三次报告

(A/CN.4/673)。

2. 卡姆托先生说，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

报告第三章A节中关于“官员” 一词的意见。在第19
段，她指出“官员 (représentant)” 一词在指称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所涵盖的各类人员时不是最适当的用语。

然而，他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不赞同她对“机关” 一

词的偏好。

3. “机关” 一词可指个人、自然人或实体，在

这种情况下很难谈及刑事责任。有一句拉丁语格言

说：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社团不能犯罪 )。即

使是今天，在考虑公司刑事责任时，实际上所援引

的是高级经理的责任—至少是在自然人的刑事责

任需要课以监禁刑罚时—而不是公司本身的责任。

此外，在本语境中提及“机关” 会产生的风险是，模

糊国家代表的豁免和国家本身的豁免之间的区别。

4. 他不赞成特别报告员拟议的任何“官员” 一

词的替代办法。法语的“agent”或“fonctionnaire”两词

完全不适当，因为在许多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它们指

的是公共行政部门的雇员，其地位由国家劳动法管

辖；因此，他们不能包括委员会意图覆盖的所有人员。

5. 使用拟议的“représentants et agents de l’État 
(国家代表和代理人 )” 这一组合词语不仅解决不了

问题反而会引出更多问题，因为在许多讲法语的国

家中，一名“représentant de l’État (国家代表 )” 可能

不是“agent de l’État (国家代理人 )”，但一名“agent 
de l’État (国家代理人 )” 从“representative (代表 )” 一

词的广义角度上讲，永远都是“représentant de l’État 
(国家代表 )” —从“representative (代表 )” 一词的严

格意义上说，“agent de l’État (国家代理人 )” 指的是

三要人成员以及其他高层政府官员。

6. 但是，“représentant de l’État”一词很宽泛，

足以涵盖三要人成员 (他们已享有属人豁免权 )和其

他人员，无论他们是国家代理人，“fonctionnaires 
(公务员 )” 甚或是国家的临时代表。决定性因素，并

且在事实上藉以识别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者的唯

一标准是此人是否代表国家并以国家名义行事。这

种方法可消除为区分三要人成员以及代表并以国家

名义行事的其他人之缘故，而将 (e)项细分为㈠目和

㈡目的必要性。同时，只要该专题的处理取决于在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之间所作出的根本区分，则必

须在“国家官员” 一词的定义中反映出享有这两种类

型豁免人员之间的区别。因此，条款草案第2条 (e)
项的当前结构对他并不构成无法克服的问题，他赞

成将第2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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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识别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者的问题，

也需在三要人成员和其他国家官员之间作出区分。用

来给予三要人成员属人豁免 (以便利国家间关系 )的
理由在给予他们属事豁免时也同样有效。 然而，对

于其他国家官员却非如此，其豁免可能取决于他们

所犯刑事罪行的性质，因此是相对的，而不是完全的。

当然，对三要人成员的完全豁免并不妨碍国际刑事

法院的刑事责任制度。正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27条第2款、《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192第

7条第2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193第6条第2
款所明确表明的，一国的领导人，不论是谁，在这

些法庭都不享有豁免。有罪不罚的关键问题应在以

下根本区别的基础上加以处理：在国际刑事法院无豁

免权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反

之亦然。

8. 第三次报告未曾提及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三要

人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官员是否都可以获得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这可能被视为意味着特别报告员认为他

们可以获得豁免。在国际法项下对这一规则之正当性

辩护是有待商榷的。类比国际刑事法律制度，人们

可能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刑事管辖权迄今仅

限于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官员。他援引《〈非洲司

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第46 A 条之

二，作为将豁免扩展到“hauts fonctionnaires (高级公

务员 )” 的一个实例。委员会正在制定的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制度应该覆盖所有国家官员吗？还是仅覆盖

某些官员？如果仅覆盖某些官员，应该是哪些官员？

他猜测，在解决属事豁免的范围问题之前，不可能

完全拟订出答案。

9. 在关于1951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的工作中，委员会决定将其工作限于包含政

治因素的罪行，或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

明确排除了海盗、贩毒、儿童和妇女贩运和奴役。194 
在1996年关于同一主题的工作 195中，委员会认为该

《草案》仅应涉及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然而，国家法

192 安全理事会1993年5月25日第827 (1993)号决议，另

见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第808 (1993)号决议第2段所做报告

(S/25704及Corr.1和Add.1号文件，附件 )。
193 安全理事会1994年11月8日第955 (1994)号决议，附件。
194 见《1951年……年鉴》[英 ]，第二卷，A/1858号文件，

第134页，第52 (a)段。
195 委员会通过的草案及其评注载于《1996年……年鉴》，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19页起，第50段。

律条款定义了多种罪行，这些罪行不属于属事豁免

的范围，可造成在东道国刑事法庭前起诉国家官员。

10. 基于这些考虑，他对第5条草案提出了若干

改善意见。首先，应在案文中反映出三要人成员和享

有属事豁免的其他国家官员之间的区别。为此目的，

应将第5条草案改为第7条，列于委员会已于2013年
审议的第4、第5和第6条草案 196 之后。第二，应当

基于的一项理解是，该条款草案的措辞取决于特别

报告员的建议以及委员会就豁免将覆盖何种刑事犯

罪所做的决定。在提出这些建议之后，他赞成将第5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1. 雅各布松女士说，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

报告第15段中指出，第13段中确定的关于属事豁

免的三个规范性要素不能理解为说的是对此种豁免

的例外或承认豁免在性质上是绝对的，她对此表示 
欢迎。

12.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24段中所

正确指出的，“官员” 一词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国

家定义反映了国家的法律和宪法结构，因此在国际背

景中没有决定性。特别报告员寻找一个符合三个标

准 (职位、行使的职能和代表性 )的词语超出了为国

内法官的工作提供便利。它的目的在于实现对根本

概念的普遍一致使用，而不论使用的语言如何。然

而，她本人并未被放弃“官员” 一词并代之以“机关”

的建议所说服。她担心的是，这一建议只会导致混乱，

而且在对实质可达成一致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豁免

例外问题有更好的想法之前，这样做还为时过早。

13. 关于条款草案，她说，在第2条草案 (e)
项㈡目的措辞与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

款 197 案文第4条第1款的国家行为定义之间有着非常

密切的联系，这是预料之中的。在国家为一名国家

官员要求豁免时，该名官员代表国家行事时从事了

一项犯罪行为而且该行为可归于国家，那么，毫无

疑问，国家应对该行为负责。该规则反映了豁免与

有罪不罚的并置。真正的挑战是建立与国家的联系，

这种联系并不总是很明显，正如许多历史和当代实

例所证明的那样。鉴于国家有可能试图通过与以国

196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4页，脚注

234–236。
197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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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名义或代表国家行事的人脱离关系来逃避责任，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名单应受到限制，而不是加以 
扩大。

14. 第2条草案 (e)项㈡目对国家官员的描述是

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其在不同国家宪法和法律机制中

的应用可能造成不一致，这是必须避免的。鉴于缺乏

国际层面的定义，另一种解决办法可以是完全避免

对“国家官员” 一词作出定义；然而，在对“国家官员”

一词所涵盖的人员类别没有清晰想法的情况下，识

别豁免例外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15. 第5条草案的措辞有些令人困惑，因为它似

乎意味着只有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国家官员才享有

属事豁免。村濑先生提出的完全避免使用“属人理由”

一词的建议是令人感兴趣的，应在起草委员会中讨

论。她赞成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6.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由于缺乏在相关领

域的统一实践，关于谁享有属事豁免，此类豁免涵盖

何种行为，以及此类豁免在多长时间内可被援引和适

用问题，尚不清楚如何作答。因此，他同意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即在确定哪些人由属事豁免所涵盖时，

仅在逐案基础上适用“识别标准”。在第三次报告第

111段中，特别报告员就识别何为官员拟议了三个标

准。在第一个标准中，与国家的联系这一要素对于在

官员及其所实施的行为与国家两者之间建立有效联

系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认为这种联系可以是法律

或事实上的看法可产生扩大“与国家的联系” 概念的

效果。在第二个标准中，不必指出该官员是在“国际

上” 行事，因为足够明显的是他或她作为国家代表行

事，而不论该行为是在何处或何种背景中实施的。履

行官方职能的概念不同于作为国家代表行事的概念，

因此构成一个单独标准。在第三个标准中，“行使政

府权力要素” 一词和最后一句是多余的。

17.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识别“官员”

涵义的标准应适用于享有属人豁免的国家官员和享

有属事豁免的国家官员。他也同意，为确定某人是

官员，必须在逐案基础上确定是否满足了所有标准。

他认为，使用“机关” 这一词语指称享有豁免的人员

会造成解释和误解问题，而且不符合国家实践，在

国家实践中，“官员” 一词是广泛接受的。尽管“官员”

一词自带某些语言弱点，但他坚定地认为委员会应

在专标题以及条款草案内容中保留该词。

18. 关于第2条草案 (e)项，他赞同特别报告员

的意见，即国家官员的定义应包括三要人成员和任

何享有属事豁免的其他人。他也赞同迈克尔爵士的

意见，即 (e)项㈡目需简化。从目前的措辞来看，它

是各种相互重叠因素的混合物，令人困惑且可能对

负责解释定义的主管部门造成困难。

19. 关于第5条草案，他同意朴先生的意见，即

从目前的措辞来看，该条排除了也享有属事豁免的

三要人成员。他认为“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国家官员”

一句在识别享有属事豁免的官员方面排除了其他标

准。因此应重新拟订案文。

20. 提出这些意见和建议后，他支持将这两条

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1. 哈苏纳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在其论据充分

的第三次报告中所作的出色分析。

22. 她在定义“国家官员” 时大量参考了条约内

容。因此，认真并成功使用了条约项下的豁免，对

并非源于条约的豁免进行了定义。另一方面，在国

家责任的背景下将政府官员行为归于国家与在豁免

背景下“国家官员” 的定义之间的联系不很明确。特

别报告员不妨具体指明若干情境，在这些情境中，关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中规定的归属规

则可用来界定享有刑事管辖权豁免的国家官员的定

义范围。为此可规定如下：“当国家为享有属事豁免

的政府官员的越权行为或私人行为主张豁免时，这

种行为由国家接手，国家在国际法项下对该不法行

为负责”。这种措辞与国际法院在刑事事项互助的若

干问题案 (吉布提诉法国 )中的判决用语是一致的。

23. 联邦实体的官员在海外代表实体政府时在

何种程度上对其在行使职能时所做的行为享有刑事

起诉豁免，就这一点做出澄清也会有所助益。应明

确的是，当联邦实体的代理人行使国家权力要素时，

“国家官员” 的定义并不局限于中央政府的官员。

24. 条款草案第2条 (e)项㈠目和㈡目所作的区

分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似乎表明三要人成员构成单

独一类国家官员，而为定义“国家官员” 之目的，他

们仅仅是㈡目所载通用定义也涵盖的一些官员实例。

但是，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在一个单独条款

中处理三要人问题，那么，另一类国家官员，即外

交人员，也应在一条单独条款中予以提及。条款草

案应当区分外交人员与其他政府官员，前者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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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项下得到明确保护，以便国家可向海外派出

代表从事国际关系。

25. 第㈡目拟议的定义似乎符合第三次报告第

111段列出的识别标准，但应更加注意措辞。“代表”

国家和“以国家名义” 行事之间的关系应明确，以确

保代表国家但也许不是“以国家名义” 行事的人不被

排除于该定义的适用范围之外。同样，或代表国家

或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选择办法意味着行使政府权

力不包括代表元素。尽管十分重要，第三次报告未

就政府权力概念作出定义，因此，在评注中列出若

干行使这种权力者的实例，或至少就该词作出定义，

并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部门的代表，将是十

分明智的。一个更为精确的措辞是“国家权力部门”。
他赞成将第㈡目简化为：“任何代表国家行事的其他

人都享有属事豁免”。

26. 在第5条草案中，“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国

家官员对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属事豁免” 一句是

有问题的，因为它可能被认为意味着行使政府权力的

国家官员构成独特或单独的类别，而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这一原因，应予以删除。

27. 他赞扬特别报告员对该专题提出的复杂术

语问题所进行的深入分析。然而，将“官员” 一词替

换为“机关” 的建议是有问题的，原因是机关一词也

可指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员、公务部门或机构，而该

专题涉及的是代表国家行事者的个人刑事责任。此

外，不能确定的是，在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中，是

否可以在以上语境中使用“机关” 一词。可用容易理

解的词语对国家官员作出定义，清楚地指明某人的

职称和在一国家机构中的职位在确定他们是否符合

“国家官员” 定义时不起决定作用。最后，“国家官员”

一词的优势在于它指的是个人，而且适合在广义上

使用，使它能够适用于刑事管辖豁免所涵盖的各类

人员。

28. 他同意将两条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9. 福尔托先生在提及卡姆托先生和哈苏纳先

生所说的法人实体不可承担刑事责任时指出，这不完

全正确。例如在法国，法院承认法人在刑事诉讼中

享有属事豁免。在埃莉卡案中，最高法院刑事庭在

2004年11月23日的一项裁决中裁定，马耳他海事管

理局 (这是一个政府机构 )享有属事豁免。因此，法

人可能不被排除于专题范围之外。类似“国家代表和

代理人 (représentants et agents de l’État)” 的语句可涵

盖这类实体。可在评注中提供必要的澄清。

30. 卡姆托先生说，除了对高级管理层判刑外，

很难理解如何对公司施加刑事处罚。法人的刑事责

任取决于归因，因为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公司所犯罪

行的责任。对法人执行刑罚采用的是罚款形式，因

为法人不能被监禁。

31. 福尔托先生说，根据《法国刑法》第121-2
条，198 法人也可独立于高级管理层或部门经理的责任

而承担刑事责任。可对公司判处惩罚性损害赔偿和

行政处罚。

32. 萨博亚先生对福尔托先生表示赞同。在巴

西，一些公司因破坏环境罪行被课以巨额罚款。他

不排除在将来，法人甚至国家可承担严重国际罪行

的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33. 彼得里奇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为第三次报

告所做的大量研究。该报告专门处理了谁享有属事

豁免的问题，委员会已于前一年决定，只有三要人

有权享有属人豁免。199 他个人仍认为，根据现代国

际关系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属人豁免应扩大到在国

际关系中代表国家的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而不仅限

于三要人。

34. 像很多先前的发言者一样，他希望在条款

草案的英文本中保留“国家官员” 一词。“机关” 和

“代理人” 不太恰当，因为豁免权授予的是自然人或

个人，而“机关” 一词还包括集体国家机关和法人。

35. 由于该专题限于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而且

由于标准在民事程序中与刑事程序中有很大不同，委

员会研究国家法庭民事纠纷中有关豁免问题的案件

是不恰当的。在这方面，他赞同墨菲先生的意见。

36. 豁免基本涉及国家间的关系而非国家与个

人之间的关系，这提出了若干问题。一国可在另一

国为国家官员名单之外或不符合委员会可能采用的

定义要素的某人主张豁免，条件是该人是在国家命

令或指示下行事的。由另一国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一

198 可于www.legifrance.gouv.fr查阅，法文本位于Les codes 
en vigueur (现行法案 )项下，若干英文译文位于Traductions 
(翻译 )项下。

199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4页起，

第48–49段，条款草案第3和第4条及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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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即使该人被第一国视为国家官员。在当今世界，

公私伙伴关系接手了许多先前由国家履行的职能，这

就使得建立一份国家官员名单或提供一个通用定义

更难了。他甚至不能确定试图建立这种定义或名单是

否真的有用。属事豁免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个人的行

动是否是国家行动，换言之，个人是否代表国家行事。

属事豁免并非来自所涉人员的地位；国家必须证明此

人是作为官员、代理人或经特别授权代表它行事。

37. 第三次报告拟议的这两条条款草案均应提

交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应予以简化。

38. 萨博亚先生在谈及彼得里奇先生的意见――

属事豁免问题本质上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仅

需声称此人代表它行事，就可使其享有这种豁免――

时说，他希望知道，如果一国声称一名恐怖分子或

间谍以其名义行事，他国是否必须接受这种声称并

给予豁免。

39. 迈克尔 ·伍德爵士提请注意库尔茨 ·巴特案，

在该案中，一家英国法院采纳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律师的论点，即拟被引渡至德国、因代表蒙古国犯

下类似酷刑的罪行而面临起诉的被告，将不在领土

国德国享有豁免。

40.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的观点是委员会能否

设计一个令人满意的“官员” 定义令人怀疑，如果能

够，它可能随后发现它建立了一些令人生疑的限制。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确定哪些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来回

答谁应有权享有属事豁免的问题。

41. 诺尔特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

所作的细致研究表示祝贺。他同意，任何对可触发

属事豁免的公务行为和有关例外的考虑都应留待委

员会在稍后阶段进行审议。福尔托先生建议将“官员”

一词译为法文的“représentants et agents”，这可解决

法文术语困难。他怀疑将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 200 第
2条草案所载的“代理人” 定义挪用至国家领域是否

妥当，这些条款是考虑到国际组织的具体需要制定

的。虽然他也赞同委员会不应采用“机关” 一词来代

替“官员”，但也不应像上述第2条那样将该词明确排

除在外。亦见于第2条的“其他人员或实体” 一语是

有问题的，因为并非官员的人员不应被界定为官员。

200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委员会不应试图处理法人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

因为这只会进一步增加一个已经很困难的专题的复

杂性。

42. 他赞同福尔托先生和特拉迪先生的意见，

即定义“官员” 时应为“官方行为” 概念留出空间，以

服务于一个独立的目的。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为

“官员” 制定一个较“公务行为” 所涵盖内容更广的

定义是否有益于任何实际目的。法文案文中“agent 
(代理人 )” 一词的好处是，它表明有关人员不一定必

须拥有国家官员的正式地位。他赞同有人就区分与国

家有“联系” 的个人与代表国家行事的人所表达的疑

虑，因为后者必然隐含前者。他也质疑在第2条草案

中列入限定条件，即国家官员不仅“代表” 而且“以国

家名义” 行事。这是否意味着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总是

宣布他们为国家行事？“并代表国家或行使政府权力”

一句是否意在将该定义局限于行使特定形式公共权

力的人？该句是否排除为法律上独立的公共实体工

作或不能宣称代表国家的人？他认为，对所行使职能

性质和在国家组织中所持职位的提及可放在评注中，

但不应纳入定义本身，因为这会使定义模糊不清。

43. 在第三次报告第147段中，特别报告员使用

了与国家有正式联系但未被赋予涉及行使政府权力

职能的教授们作为实例。在德国，大学教授被视为

代表国家行事，甚至在履行为期末考试评分等任务

时被视为在行使政府权力——这涉及发出行政指令，

可在法庭上予以质疑。然而，教授们是否应有权享

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令人怀疑。该实例有助于表明

委员会应考虑是否应对代表国家行事的人降低门槛。

问题不是在低级和高级官员之间进行区分—例如，

警务人员是低级官员，但无疑享有属事豁免—实

际上，这是一个识别代表国家行事但未履行国家典

型职能的官员的问题。

44. 特别报告员为自己的下一次报告制定了一

个雄心勃勃的议程。与“国家官员” 的定义相比，什

么是“官方行为” 及可能的豁免例外情况都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和辩论。

45. 斯图尔马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

告，他欢迎在该报告第13段中甄别出的关于豁免范

围的三个特点：主体、属事和时间。无论界定哪些人

享有属事豁免有多重要，关键要素是定义官方行为，

因为属事豁免本质上是职能性的，它与行使政府权力

有关而与行使该权利的人无关。特别报告员当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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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时候处理此种豁免所涵盖的那种官方行为：这

种行为不同于国际法下的私人行为和犯罪行为，因

为这两者都不应享有豁免。

46. 关于术语，他赞同那些希望使用英文术语

“官员” 而非“机关” 的委员们的意见，因为享有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的是自然人而非实体。这一问题不是纯

语言性的：看似相似的词语在不同语言中可能有不同

内涵，反映了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区别。一国的“官员”

在另一国可能不具有相同地位。此外，正如特别报

告员所指出的，该定义必须足够宽泛，不仅涵盖国家

行政部门的官员，而且涵盖行使立法或司法职能的人

员。不过，从国内法中产生的不同内涵不应构成任

何障碍，因为任何定义都会在国际法的背景下采用。

47. 至于应在何种宽泛的程度上定义“官员”，
他赞同第三次报告第111段的三个结论。然而，由于

将对官方行为进行单独定义，他并不认为报告中所

包含的所有标准都需要出现在第2条草案 (e)项关于

国家官员的定义中。福尔托先生的建议受到了关于国

际组织责任的条款第2条 (d)项的启发，有一些优点。

一个足够宽泛的做法是，纳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第4和第5条所涵盖的情况，也可包括第

9条所设想的情境。不过，官员的定义不应包括国家

承认并视为自身行为的私体个人行为 (第11条 )或由

国家指挥或控制的群体行为 (第8条 )—如民兵—

因为这可被视为鼓励滥用豁免。定义本身应很简短，

在评注中反映其他考虑。

48. 关于第5条草案，他赞同删除“行使政府权

力要素” 一语的提议，该句似乎指的是行为性质，而

非享有豁免的人。或者可提及官方行为的实施，尽

管这会引入豁免的属事和时间范畴。特别报告员曾

经说过她打算在第三次报告中讨论这些内容。他完

全支持这种做法。

49. 最后，他建议将所有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50. 吉滴猜萨里先生赞扬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

报告中作出的出色研究。他表示完全支持她的结论，

即就属事豁免而言，不可能列出全部可被归类为官

员的人，因此需要有识别标准并逐案加以应用。他

赞同一些人的建议，即“官员” 而非“机关” 是最适当

的英文术语。

51.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12段中

阐述的属事豁免的特点，他说，将某人的行为归于

国家，以便使国家承担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这与

确定享有豁免权的人员是很不同的。前者坚实扎根

于侵权或不法行为责任法，涵盖多种人与实体，而

属事豁免的范围更为有限。并非所有关于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二章中提及的人都是享有

此种豁免的“官员”。

52. 享有属事豁免的官员必须在国家组织中拥

有职位。没有合理的法律依据或政策理由将这种豁

免范围扩大至非官员，例如私人承包商，他们不能

行使固有的政府权力。在一些司法管辖区，例如美国，

私人承包商被禁止从事在性质上固属政府的活动，因

此不属于第三次报告第2条草案 (e)项㈡目定义的以

国家名义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员范畴。

53. 第2条草案 (e)项㈡目构思巧妙但可能需

要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他同意有人提出的建议，即

“或行使政府权力要素” 一句可涵盖不同寻常的情况，

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在法律上和事实上

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54. 处理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之间的关系并考

虑后者是限制还是扩大了前者的范围是十分关键的。

尽管他不支持不应使用属事豁免一词的建议，但肯

定需要作出澄清。应进一步讨论一种可能性，即第5
条草案可被理解为排除同时享有两种形式的豁免的

人员。他还希望特别报告员的下一次报告将涵盖越

权履行的行为。

55. 可能的豁免例外问题有可能引起争议，

他希望委员会能够找到充分证据，为所提出的任

何例外提供佐证。任何豁免例外都不得损害仅有

纯礼仪角色的国家元首的豁免，他们对可构成国

际法所禁止的核心罪行—对于这类罪行不允许

任何豁免—的作为或不作为没有事实上的权力。

国际法还必须承认一国的国内法在以下情况下给

予其政府官员的豁免：他们真诚地为维护法律和

秩序采取了行动，但没有任何具体的侵犯人权的

意图。

56. 他表示支持朴先生提出的、将属事豁免扩

大至三要人前成员的起草建议，同时考虑到墨菲先

生的提议，建议将第5条草案修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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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草案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

事管辖的属事豁免。”

57. 黄先生注意到委员会委员间关于该议题的

根本原则分歧似乎在缩小，他表示关切的是，尽管在

前一届会议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委员会遵循的方法

仍过度侧重于逐渐发展而对编纂工作的侧重度不足。

关于豁免和有罪不罚之间的关系的争议与此问题有

关。委员会应侧重于编纂而不是逐渐发展，以期就

该项复杂且敏感的专题达成共识并制定出广为承认

和适用的条款。

58. 豁免和有罪不罚之间没有固有的联系。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并非意在免除官员的实质责任；更准

确地说，它是一个中性的程序性机制。解决有罪不

罚现象需要政治措施，例如在2000年4月11日逮捕

证案中所提及的措施。

59. 国家官员的豁免与国家的豁免和责任紧密

相关。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委员会早前就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进行的讨论。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条款第4条和第5条为属事豁免之目的提

供了一个确定谁是官员的依据，特别报告员在第三

次报告第111段中提出了这方面的逻辑标准，他对此

表示同意。在特定情况下，在确定谁可被视为官员时，

应更加重视本国法律，因为在国家间法律和实践的

差别很大。有鉴于此，官员的定义不应扩大到甚至

将诸如私人承包商等人员也包括在内。

60. 属事豁免和属人豁免之间的区别应适用于

该专题的具体方面，例如豁免的主体、属事和时间

范围。属事豁免源自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因此可

被视为国家豁免的延伸。否认属事豁免的可能性即

是否认国家豁免，这是不能接受的。高层官员需享

有豁免以有效履行责任。废除这种豁免将对一国的

内部事务构成严重干涉，破坏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

且危害民主和稳定。豁免的根本性质必须保留，仅

对真正需要例外的情境规定几个例外情况。

61.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侧重于术语，这

表明为该专题的目的从属事豁免和属人豁免两个角

度对“官员” 作出定义，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在前一

种情况中，该定义需侧重于所履行的职能，而在后一

种情况中，该术语需具体指明代表国家的特定公职

人员。在选择最为恰当的术语时，享有豁免者所履

行的职务性质必须已知，国内和国际司法实践必须

考虑在内。在英文中，“State official (国家官员 )” 一

词似乎是适当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organ (机关 )”

一词最常指称的是实体。除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外，

应考虑委员会其他三种工作语文中的术语，以确保

一致性。例如，使用“organ (机关 )” 指称个人会在中

文翻译中造成问题。

62. 考虑到该专题的重要性，委员会应力争在

本五年期内完成工作。他表示支持将第5条草案，按

特别报告员所拟议的措辞，提交起草委员会的建议。

下午12时55分散会

第3221次会议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下午3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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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纳先生、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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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

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续续) (A/CN.4/666，
第二部分，B节；A/CN.4/673; A/CN.4/L.850)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A/CN.4/673)。

2.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正如特别报告

员所指出的，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属事豁免的

三个规范要素，即主体范围、属事范围和时间范围，

应当一并考虑，以便确定这类豁免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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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术语，特别是寻找一个可指称所有适

用豁免者、可以在多种语文间互换的术语，他说

特别报告员使用“机关” 而非“官员” 的建议存在问

题。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01第4条，

“国家机关” 一词包括人和实体。然而，本专题只涉

及自然人，不涉及法人或实体。此外，在许多国家

的国内法律中，“机关” 一词用来指国家实体，而非

与国家有关联的自然人。《厄瓜多尔共和国宪法》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 他同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观点，认为英文

“official (官员 )” 一词似乎充分涵盖了所有可能享有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各类人员，而西班牙文“funcion-
ario”一词的通常意义范围较为有限。他认为，辩论

期间提出的用“representante (代表 )” 和“agente (代理

人 )” 两词作为“official”一词的对等词的建议不是最

合适的解决办法，因为“agente”一词在多国国内法

律中的范围有限，而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条款中包涵了自然人和实体。类似地，“representante 
del Estado (国家代表 )” 一词可能范围有限，并可能

被解释为主要指三要人，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

外交部长。

5. 关于识别国家官员的要素，特别报告员指出

第一条识别标准是人与国家的联系。就属人豁免而

言，这种联系在三要人的情况下是明确的；委员会已

得出结论，认为根据国际法，三要人成员仅因其职务

即享有这种豁免，无需国家授予其特定权力。202 关
于属事豁免的主体范围，在特定情况下享有豁免的

人也必须与国家存在某种关联，即他们可以从事涉

及行使政府权力的行为。

6. 尽管如此，就本条款草案而言，国家官员并

不仅因身为官员、有能力行使政府权力就享有属事

豁免。还要满足属事豁免的另一条规范性要素，比

如援引豁免的行为必需是以官方身份、而非私人身

份进行的。

201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会

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30页起，第76–77段。

202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8页
(条款草案第3条的评注第 (2)段 )。

7. 关于第2条草案 (e)项，“国家官员” 的定义应

该包含三要人和其他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然而，他

认为无需把本项分为独立的两目。

8. 他在提到关于属事豁免的第5条草案时说，

同样，某人的国家官员身份并不意味着他自动享有

这种豁免。相反，享有属事豁免取决于综合考虑所

有规范性要素的具体情况。因此，鉴于行使政府权

力的国家官员事实上只是潜在有权享有属事豁免、而

非实际享有这种豁免的人员，像第5条草案中这样绝

对的说法似乎并不恰当。

9. 在有关两条条款草案的辩论中提出的诸多问

题可以由起草委员会处理。因此，他赞成将其提交

起草委员会。

10. 辛格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即该专题应涵盖所有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不论

其职位高低—以及所有就特定行为可享有属事豁

免的个人。然而，他质疑尝试具体规定一类或几类

可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是否有必要，甚至是否有益。

他同意其他委员们的意见，认为如果委员会把重点

放在可能产生属事豁免的行为上—即不是以私人

身份做出、而是代表国家做出的行为—而不是放

在相关人员身上，那么就没有必要定义一类或几类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相关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事时

可能享有豁免，这与其身份和担任或未担任的职位

无关。他们无需是“fonctionnaires”、“officials”或“civil 
servants”——无论这些术语在国内法中如何定义。此

外，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这些术语在一般国际

法中没有定义。

11. 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拟订官员概念的

定义对本专题至关重要的意见，也不同意她认为只

能用识别标准来判断享有属事豁免者的结论。在他

看来，应将注意力放在所实施的行为上，而不是行

为人的身份上。事实上，这一立场得到了特别报告

员第三次报告第38段中的结论的支持，即一般说来，

国家法院没有为确定一个人是否为官员规定标准。

12. 关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第54段中所

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某些要素可能有助

于识别国家官员，尚不确定这一特别制度—其涵

盖的是与国家有特殊关系的人—如何有助于为其

他目的定义“国家官员”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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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多处强调了识

别可能享有豁免者的两条独立标准，即与国家的关

联和代表国家行事。然而，只要表明行为是代表国

家做出即可，无需表明其与国家存在其他联系，虽

然这一联系可能构成一种事实要素，有助于确定该

行为是否是代表国家做出的。

14. 关于特别报告员用“机关” 代替“官员” 一词

的建议，他同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见，认为这一

术语的变更没有必要。

15. 关于第2条草案中“国家官员” 的定义，他

同意一些委员们的意见，认为 (e)项㈡目应该大幅简

化。该目当前含有一系列相关性存疑的限定词，可

能被解释为排除那些并非出于官方职能、但仍是代

表国家做出的行为。他还同意目前的措辞对享有属

事豁免者的不当限制过多。

16. 关于第5条草案，把享有属事豁免的人限定

为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官员，模糊了可能享有此种

豁免的人同享有豁免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他同意第5
条草案应以第3条草案为模板的意见，读作：“国家官

员对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权享有属事豁免。”

17. 他赞成将两条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8. 卡姆托先生说，他同意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的观点，即法人不应被纳入享有属事豁免的人

员之列，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棘手的问题，

而且现在国际法中支持这一立场的基础也不充分。然

而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委员们都这么认为。他同意

辛格先生的观点，应对可能产生豁免的行为予以适

当的考虑，然而，应有一些因素表明相关人员是以

相关国家的名义或代表相关国家做出的行为。

19.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赞同卡姆托先生的

关切，并认为应在术语定义中明确“国家官员” 指

的是自然人或个人。法人的豁免问题可在国际组织

的管辖豁免专题下处理，该专题目前在委员会的长

期工作方案中。203 同样，本专题不包含国家为履行

安保行动等某些职能而签约的私营公司个人雇员的 
豁免。

203 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5–26页，

第22段；以及《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78
页，第369段。

20. 福尔托先生说，或许应该考虑关于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58条，该条申明该案文

不妨碍代表一国行事的任何人在国际法中有关个人

责任的任何问题。

21. 主席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说，他赞同

特别报告员通过考虑三个关键问题处理属事豁免的

办法，即谁享有豁免、豁免涵盖哪些类型的行为以

及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援引豁免。

22. 第三次报告第14段指出存在广泛共识认为

属事豁免的时间范围没有限制，这回答了上述问题中

的最后一个。然而，这一重要要素在特别报告员拟议

的一系列条款草案中没有反映出来。人们可能会认

为不提及这一问题可以被理解为豁免的时间范围不

受限制。然而，他希望将来的条款草案作出明确说明。

23. 谈到享有豁免者的定义，他说他支持特别

报告员的总体结论，即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上诉分庭在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中的话来说，凡

属“仅是一国的工具” (裁决第38段 )的人，都应在豁

免涵盖的范围之内。然而，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

把这一非常重要的结论变成具体的定义，并最终纳入

条款草案。特别报告员对事实材料开展了广泛调查，

并分析了相关术语。然而，他认为比起定义享有豁

免的人，这些事实材料更适合于定义官方行为。如

果像第三次报告所提出的那样，官员的定义基于官

方行为的定义，那么就会是多余且没有必要的。因此，

一些委员建议对官员的概念不做定义。他虽然理解

这种观点，但认为现阶段委员会值得花时间寻找一

个定义，可用于这一专题今后的工作，更重要的是

有助于嗣后适用所发展出的任何规则。

24. 第三次报告第24段指出，“官员” 的概念尚

未在国际法中得到界定，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

都有自己的定义。检察官诉布拉什基奇案的判决在

这一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到了根据习惯

国际法，国家有决定其内部结构、指定个人作为其

代理人或机关的自由。在国际层面拟订的任何定义

都不应削减这种自由。

25. 判决还提到，每个国家都有权主张国家某

个机关以官方身份采取的行为或进行的交易归于国

家，因此不得追究该机关对这些行为或交易的责任。

换言之，它强调豁免属于国家的事实。在他看来，这

两个要素直接影响对官员的定义。例如，可以把官



108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员定义为国家根据国内法律指定为其代理人或机关

且身份得到国家确认的个人。这一定义的重要之处

在于，区分了享有豁免的人和引起享有豁免的行为

或情形。

26. 在特权和豁免的适用中，关于某人身份的

通知尤为重要。例如，1946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

公约》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解决了官员定义的问

题。《公约》在第五条第17节中规定：“秘书长应确定

适用本条和第七条规定的职员类别……列入这些类别

的职员姓名应随时告知会员国政府。” 虽然这一程序

不适用于目前情况，但在对官员的定义中纳入国家

对某人相关身份予以确定的程序性要素是有益的。

27. 尽管他认为所有国家通过其行事的人都应

享有属事豁免；但同时就本条款草案而言，最好还是

在狭义理解上的官员—即作为国家结构一部分的

人—和广义理解上的官员—即作为国家代理的

人—之间进行区分。这一点可以通过在条款草案

中分别定义“官员” 和“代理人” 加以实现。代理人的

定义可以效仿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 204中的定义，

关键要素是受国家“托付履行某项职能，因此” 国家

“借助他们” 来实施行为。将“官员” 和“代理人” 分开

定义的好处在于突出了官员与其职务的关联。这还

将允许以后在定义中加入对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官员

与对国家代理人适用豁免的程序区分。显然，确认

某人在国家结构中履职的官方身份是一个相对简单

的问题，这自动推定了该人拥有或享有豁免。至于

国家代理人，程序将会有所不同，因为确立他们同

国家的关联略为复杂。

28. 他在谈到第5条草案时说，他同意草案

的主旨，但认为需在措辞上做进一步推敲，因为

“政府权力” 和“享有” 这样的词汇在本语境下是不合

适的。

29. 最后，他表示支持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下午3时55分散会

204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第3222次会议

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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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续续) (A/CN.4/666，
第二部分，B节；A/CN.4/673; A/CN.4/L.850)

[议程项目5]

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

别报告员总结关于她的第三次报告的辩论情况。

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回顾称，她已在其前一次报告中逐一审查了属人豁

免的三个规范性要素 (哪些人、哪类行为、在什么时

段内 )，205 并就此对属事豁免进行了同样的处理。这

种做法受到了好评。尽管大多数委员同意对享有豁

免—不仅是总体上的，而且是与属事豁免特定相关

的—的人进行定义，一些委员则认为没有必要定义

该类豁免形式，因为这种豁免取决于行为而不是人。

这一点是正确的，即便是那些赞成分开论述主体范

围的委员们也同意行为本身的相关性，与确定属人

豁免的情况相比，在该种背景下，行为确实重要得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行为超越了行为体，特别是由

于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门适用于人—关于这一点，

此前已多次作出过强调。唯一可能出现的困难是确定

哪一项规范性要素占有更大的权重，是行为还是人，

205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1号
文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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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属人豁免而言，情况同样如此。出于这一原因，

似乎有必要定义属事豁免中“国家官员” 的概念。这

一观念已引发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属事豁免方面：例

如，豁免是否适用于事实上的国家代表、它是否专

属于国家官员抑或同样延及联邦或地方实体的代表、

或者服务于国家的公共或私人机构雇员，又或者它甚

至可以适用于法人。所有这些问题都证实了一点—

如果还需要证实的话，那就是“国家官员” 的定义取

决于豁免的类型。

3. 大多数委员都支持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方法，

即确定适用于所有可能享有豁免权者的共同标准，无

论是属人豁免还是属事豁免。不过，一些委员并不确

信与民事管辖豁免相关的判例法在这方面具有相关

性。前任特别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秘书处的研究报

告 206以及委员会上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第3
条的评注 207曾提到这一点，但除此之外，在本报告中，

此种判例法仅被用来说明关于哪些人员享有豁免的

国家实践，且并未从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正如某位援

引美利坚合众国实践的委员所建议的那样，就民事

管辖豁免标准与刑事管辖豁免标准做出区分或可有

所助益，因为其他法院和法庭，无论是国家一级或

是国际一级的，有时会进行类似的区分，欧洲人权

法院在审理琼斯等人诉联合王国案时就是这样做的。

其他委员不同意参照确立特殊制度的国际条约，这

些条约被明确排除在当前审议的专题之外。同样需要

记住的是，条约实践是在过去使用的，现在仅用它来

识别国家官员的特定标准，而不产生任何其他影响。

然而，正如一些委员所正确强调的，这些文书中的部

分文书有着迥异的目标和宗旨—如打击腐败—

它们在定义国家官员的概念时是着眼于涵盖尽可能

多的刑事责任人，而管辖豁免则应狭义地予以解释。

关于委员会以往的工作，一些委员认为只有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08具有相关性，而其他委员

则认为，将这些概念挪用于豁免恐有风险。她认为，

206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于委员会的网

站查阅，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 )的文件。最终文本载于《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207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21–22页，

条款草案第3条的评注。
208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这些条款草案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209都

是有所助益的。

4. 辩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列出享有

属事豁免的人员。倘若能举例说明，特别是在评注

中这样做，定会有所助益，但拟定有关人员的清单

可能会造成混乱，特别是鉴于此种清单必定不能详

尽无遗，唯有如此，方能充分反映出惯例的多样性。

此外，它不能虑及职位和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

生的任何变动。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委员会过去才

决定不起草此种清单。

5. 关于“国家官员” 的定义，几名委员认为拟

议的标准过多，而且“代表 [……]和以 [……]名义” 的

表述也多余。代表国家的职能和行使政府权力要素之

间的区别似乎并不明晰。采用不同的表述是为了确定

所涉人员与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强调该人员活

动的公共性质，同时又不将其行为的性质 (做了什么 )
与其作为一名官员的身份 (是谁做的 )关联起来。换

句话说，目的就是要证明所涉人员凭借自身与通过

他们行事的国家之间的联系，能够实施涉及行使政

府权力—或主权—的行为。然而，某些委员认为，

目前拟议的条款草案案文是主体要素和属事要素的

大杂烩；因此，宜由起草委员会审查该部分，并特别

考虑到福尔托先生和墨菲先生所作的提议。

6. 一些委员想知道是否所有官员，包括联邦或

地方实体的代表、以及以国家名义和代表国家行事的

公共或私人机构的雇员，都享有属事豁免，而且在这

方面，官员职位高低是否有任何影响。他们还想知道，

事实上的代表和法人是否包含在该类型的豁免之内。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务必要审慎，并避免对与豁免

相关的规则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因为这些规则只

是对法院地国行使司法权限的一种限制。因此，应

该从尽可能狭义的角度去解释第三次报告中提到的

标准，同时牢记豁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赋予官员的

一项权利，旨在保护国家的主权特权。在这种情况

下，在实践中找不到足够的要素能够谈论全体法人

的豁免，此外，明确并普遍承认事实上的代表的豁

免，特别是那些与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官方联系或

者未被委以明确职责的人员的豁免，非常危险。因此，

不可能遵照某委员的建议，在国家官员中纳入关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8条所涵盖的人员

209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页起，第

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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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另一个问题是，并非行政机构成员但在某一

段时间内被国家委以某一特定任务的人员是否可被

视为事实上的代表并依此享有豁免权。她个人认为，

考虑到豁免的最终目的，如果将其行为可归因于国

家的人员视为该国的代表，未免太过了。

7. 正如第三次报告第149段所指出的那样，仅

凭级别本身不足以就一个人是否是国家官员下结论，

当然，在确定国家与该名官员之间的联系所属类型时

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委员会在豁免问题

上选择采取一种限制性的做法，那么，特拉迪先生

就奉国家命令行事的代表提出的论点就应予以保留。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承认一名代表的身份与承认豁

免之间并不总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后者取决于所实

施的行为的性质，下一次报告将对此展开论述。此外，

还应记住一点，即第三次报告中所定义的“官员” 概

念仅适用于条款草案的目的，且以国际法为唯一依

据。国家层面所采用的该概念的定义只适用于国内

一级—这是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的必然结果。为了

保持现有国家权利和条约权利的自主性，或许可以

在条款草案中纳入一项“不妨碍” 条款，大意是“官员”

的定义仅适用于本套条款草案的目的。

8. 关于术语的选择，她对大多数委员赞成保留

英文本中的“state official (国家官员 )” 一词表示感激，

因为该术语满足了指明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适用人员

的必要条件。但她无法接受那些认为“机关” 一词不

恰当的委员们所提出的大部分观点，因为该术语在

多部文书当中被用来指称自然人和法人，并且已经

为委员会所使用。尽管使用不同的、不可互换的术

语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实际的实质性问题，但她不

会坚持将“机关” 一词作为唯一的术语而保留。最实

际的解决方案是从每一种语文中选择一个术语，而

不是在所有语文本中使用相同的术语；在这方面，福

尔托先生就法文本提出的建议甚得人心。不管怎样，

因使用不同术语造成的语义问题都将得到缓解，而

这要得益于定义的采用和评注，它们将提请注意所

使用的各种术语和就条款草案的目的而言每一个术

语的含义。

9. 她提议将条款草案第2条和第5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供其结合委员们在辩论过程中所作的评论加

以审议。“官员” 的概念可以在条款草案第2条中单拟

一款来界定，而㈡目可以简化，但不得删除提到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的文字，因为他们显然有

别于可能享有刑事管辖豁免的其他官员。关于条款

草案第5条，某些委员就关于删除“行使政府权力的”

这一短语的提案所作的评论耐人寻味。不过，在她看

来，在界定属事豁免的主体范围时，使用“官员” 术

语而不作进一步阐释是不够的，因为它没能充分凸显

出此种豁免极具功能性的层面。这个问题将交由起

草委员会作进一步深入的审议，确立时间段的问题

同样如此，使三要人的成员在任期间以官方身份实

施的行为不会丧失属事豁免，否则就将与既定目标

背道而驰。不过，她并不认为有必要在该条草案中

明确提到三要人的成员，因为这只会让属事豁免和

属人豁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可能会产生 
误导。

10. 各国就上届会议上向其发出的关于以官方

身份实施的行为的问卷调查 210作出的答复将会在第四

次报告中得到考虑。她认为，关于已在上届会议期

间探讨过的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之间的关系，条款

草案第4条 (属人豁免的主体范围 )的评注 211所作的说

明足够详尽，因为其中提到了时间方面。为了正确

地定义这种关系，还务必要考虑到属人豁免和属事豁

免的实际范围，尽管这两种类型的豁免在不同的情

况下按照不同的规则可能会适用于同一类主体，国

家即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然而，似乎很难

得出结论认为这两种豁免之间的关系受严格意义上

的特别法原则的支配。最后，虽然她理解关于修正

条款草案第1条的提议背后的理由，但她指出，该条

款草案已获得委员会暂时通过，现阶段重新审议其

案文是不恰当的。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11.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起草委

员会的委员名单宣读如下：坎迪奥蒂先生、福尔托先

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吉滴猜萨

里先生、墨菲先生、朴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

亚先生 (主席 )、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特拉

迪先生 (当然成员 )。

210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页，第

25段。
211 同上，第47–50页。
* 续自第321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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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212 (A/CN.4/666，第二部分， 
D节；以及A/CN.4/672213)

[议程项目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12.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介绍其关于习惯国际法

的识别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2)。

1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指出由联

合国出版的第二次报告中出现了大量错误，这些错

误主要与脚注有关，使得在正确位置找到它们十分

困难。他希望尽快提供一个经更正的版本。

14. 特别报告员说他的第二次报告涉及大量依

据，并没有像他最初所打算的那样仅仅着眼于国家

实践，这是因为在编制报告期间才清楚地意识到很

难脱离法律确信单独审议本专题。关于第二次报告

导言所概述的本专题历史，应该回顾，委员会中的

大多数委员早在2013年即已认为不应该在本专题下

处理强行法。然而，尽管习惯法和强行法的识别必

须分开审议，但这两个问题还是互为补充的，因此，

他对委员会为将后一个专题纳入其长期工作方案以

便并行不悖地审议这两个专题所做的努力表示欢迎。

他将在第三次报告中对“特殊” 或“区域” 习惯法进行

分析，这两种习惯法的重要性已于2013年在第六委

员会中得到强调。

15. 关于第二次报告第二章，委员会和出席第

六委员会会议的国家似乎均普遍支持关于专题成果

应该采取“结论” 草案的形式的提议。然而，这并

不排除以后—例如在这样做似乎更为妥当的情况

下—将该术语更换为“准则” 的可能性。结论草案

第1条 (范围 )第1款指出草案所关注的只是习惯法规

则的方法而非实质，为本套结论草案的宗旨提供了有

益的定义。但第2款的内容同样也可以纳入评注，甚

至是结论草案的介绍性“总评注” 中。

16. 关于第二次报告第三章所载的结论草案第

2条 (术语的使用 )，“为本结论草案之目的” 而拟议一

212 在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

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CN.4/663号文件 )并收到了秘书处关于该专题的备忘录

(同上，A/CN.4/659号文件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

专题名称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改为“习惯国际法的

识别”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8页，第65段 )。
213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个习惯国际法的定义上可能会显得相当别扭，仿佛

这一表述就其他目的而言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而

事实绝非如此。因此，将 (a)款的内容纳入介绍性总

评注中可能会更为妥当；如此一来，(b)款可能就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

17. 第二次报告第四章所论述的是结论草案第

3条 (基本方法 )中提到的识别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方

法，即两个构成要素的方法。这种方法现已牢固确立，

并适用于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不过，在适用时可能

会因所涉领域或规则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

他很想听听委员会委员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结论

草案第4条 (证据评估 )强调必须考虑到与习惯法两个

要素的证据有关的背景。

18. 第二次报告第五章涉及两个要素中的第一

个，即惯例。在结论草案第5条 (实践的作用 )中，选

择“惯例” 这一表述而不是“国家实践” 的原因是，考

虑到其他行为体特别是某些国际组织可能发挥的作

用，使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丑 )款
的语言似乎更为可取，特别是鉴于这一表述中含有普

遍性这一基本必要条件。他请委员会委员与他分享

他们对非国家行为体实践的作用的看法。该条结论

草案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际法院就大陆架案 (突尼

斯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所作裁定的启发。结论草

案第6条 (行为归属 )基于的是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的相应条款。214

19. 在实践证据和接受方面存在的困难需要特

别注意。他打算在第三次报告中进一步探讨这个问

题。与此同时，他请委员会委员就这一点发表评论。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 (实践的形式 )的主题，即实践的

表现形式，委员会应该审议是否要将第1款中提到的

国家语言行为纳入考虑的问题。另外，考虑到结论

草案面向的不仅仅是国际法专家，第2款中列出的国

家实践的可能表现形式显然未必是详尽无遗的，但确

实有用。其中所列的很多实践类型还可作为法律确信

的证据。第三次报告将对与条约和国际组织决议相

关的实践这一基本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为此，

他欢迎委员会委员就这个问题各抒己见。不应该忽

视不行为的重要性，并应该本着评估国家实践的同

一审慎态度，评估国际组织的实践。

214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第4条。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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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结论草案第8条 (权衡与实践有关的证据 )
申明，实践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没有预先确定的等

级之分，换言之，国家的实践应视作一个整体，根

据每一种情况的具体场景或者依照所涉的规则来衡

量其权重。结论草案第9条 (实践必须具备普遍性和

一贯性 )所规定的要求至关重要，系从国际判例法中

衍生而成。

21. 第二次报告第五章专门论述习惯法的第二

个要素，即其主观要素，事实上，该要素所引发的

理论难题要比实际困难多得多。在结论草案第10条 
( “接受为法律” 的作用 )中，选择“接受为法律” 一词

而不是其他表述，特别是法律(或必要)确信，是因

为考虑到其使用可能会包含隐含的意图，而且就该

术语进行定义会带来困难。此外，“接受为法律” 更

为贴切地说明了促使各国这样做的信念，并考虑到

了前瞻性层面。结合结论草案第7条来解读结论草案

第11条 ( “接受为法律” 的证据 )十分有益，因为后

者第1、第2和第3款与前者的第1、第2和第3款有

相似之处。第4款反映了一个观点，即实践被接受为

法律的证据可产生于实践本身或者可从中推导而出。

然而，接受要素是独立于实践本身的另一必要条件，

应该在每一种情况下逐一确立。委员会可能更倾向

于在靠近结论草案第3条的地方用一条单独结论草案

反映这一观点，对之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22. 他建议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以供在

本届会议期间暂时通过。他将在下一届会议上提交

相关评注。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中拟议的结论草案

可在该届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就此纳入委员会提交给

大会的2015年工作报告。

下午12时15分散会

第3223次会议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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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

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续 *)

[议程项目14]

美洲法律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1. 主席欢迎美洲法律委员会副主席诺瓦克 · 塔
拉韦拉先生来访，并请他向委员会发言。

2. 诺瓦克·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称， 
美洲法律委员会是美洲国家组织 (美洲组织 )的国际

法律事务顾问机构；该机构应美洲组织大会的要求或

自主对国际法律事务开展研究。2013年，该机构举

行了两届会议，完成了五份报告，并已开始就美洲

关切的四个问题开展工作。215

3. 关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及表达问题的第一份

报告调查了美洲国家国内法在保护不因性取向和性

别认同而受歧视的权利方面的进展。报告分析了一

些成员国的法院裁决，并指出了可能用于保护上述

权利的美洲文书，以及美洲人权法院支持不因性别

认同而受歧视的最新判例。

4.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第二份

报告载有示范立法，以协助成员国落实国际人道法

的原则和标准。该文件由12章组成，涉及除其他外，

文化财产的标记、识别与编目、紧急措施规划以及

监督和遵约机制等。主要目的是说服美洲国家在和

平时期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以便在发生武装冲突

时保护和维护该地区的文化遗产。

5. 贩运人口和毒品、恐怖主义、军火走私和有

组织犯罪对该区域安全的威胁催生了关于美洲司法

合作的第三份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

* 续自第3218次会议。
215 见美洲法律委员会向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四十四届常会提

交的年度报告(OAS/Ser.G - CP/doc.4956/14)。可查阅美洲组织网

站：www.oas.org/en/sla/iajc/docs/INFOANUAL.CJI.2013.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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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程序和立法，加强有关当局之间的合作，促进

能力建设并为有效开展区域内司法合作消除障碍。

6. 第四份报告事关起草关于公司在美洲人权和

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的准则。报告考虑了几个国际

组织的工作和该区域的特点。它反映了立法的进展

及公司实践中在保障人权和环境方面的改善。报告

还指出了一些缺点和困难，美洲人权法院因此倡导

各国进一步监督在其境内经营的公司活动。

7. 第五份报告的标题为“边境一体化通则”，其

中包括了50多项旨在便利跨境合作和一体化协议的

标准，这些标准借鉴了美洲和他处的最佳做法并包

括了后续机制。

8. 2013年下半年，美洲法律委员会开始就其他

一些对美洲而言特别重要的事项开展工作。制定越境

移徙管理准则是为了向美洲组织成员国通报边境检

查的最佳做法，这些做法将保护国家安全与严格尊

重非居民和移徙者人权相结合。正在开展的关于国家

管辖豁免的工作目的是发现成员国当前的司法实践

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和原则，尤其是《联合国国家

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中体现的标准和原则。关于

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使用监管工作的报告不仅试图

确定国内立法与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各项药物管制

公约―― 的兼容性，还试图确定单个成员国在“软性”

毒品消费方面的立场。就农业产品电子仓库收据问

题起草报告的目的是制定一套原则并起草一个法律

范本，以便建立一种制度，使农民能够在两次收获

之间存储一些种子，并使用仓库收据作为贷款抵押。

9. 美洲法律委员会还就国际法问题与非洲联

盟国际法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并交流了信息。2013年，

委员会主办了第四十届国际法课程，由该领域内一

些最著名的专家授课。

10.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询问美洲法律委员

会关于美洲企业社会责任的准则同2011年获人权理

事会支持的《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216 等其他国

际文书相比具有的附加价值是什么。美洲法律委员

会或许可为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工

作组即将举行的讨论作出有益贡献。

216 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

补救” 框架 (A/HRC/17/31)，附件。另见人权理事会2011年6
月16日第17/4号决议，第1段。

11.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称，委员会关于人权和环境领域企业责任的报告的

主要贡献是填补了一项空白。虽然一些美洲国家已

接受联合国制定的准则，但尚无准则专门针对该地

区的局势。报告的重点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

脱节造成的最严重问题的预防办法以及如何使公司

意识到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真正含义。报告还

强调监督，因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少有监督，令本

国和外国公司都得以从事不尊重环境或人权的活动。

因此准则可能对上述工作组有所帮助。

12. 吉滴猜萨里先生询问美洲实践中在强迫失

踪案件中诉讼时效法问题上的立场。美洲人权法院

的审议适用本地法还是普遍习惯法？

13.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说，美洲人权法院的任务是保障《美洲人权公约：哥

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以及其他一些保护人权的美洲

文书中规定的权利。法院在阐释和界定这些权利的

真正范围时并不局限于公约内容，而是考虑一般国

际法。法院裁定中常引用一般法律原则。法院认为

强迫失踪是一种持续的罪行，自某人消失时起，直

到知晓其下落为止。美洲的判例法体现了这一原则。

14. 彼得先生说，在世界某些地区，企业的社

会责任似乎是“掠夺一吨回馈一盎司” 的同义词，换

言之，公司享有大幅免税但对其业务所在地却少有

回报。美洲地区也是这种情况吗？美洲法律委员

会通过与非洲区域的互动是否业已确定一些最佳 
做法？

15.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表示，委员会上一年同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召开

的首次会议值得关注，会议表明，尽管非洲和美洲

地区有一些共同问题，但两者的实践和现实情况差

别很大。

16. 一些美洲企业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同于仅

仅建设几个公共工程，而实际上它意味着对东道社

区的承诺或与之建立长期关系。该地区有一些 (但不

是所有 )公司的行为是负责任的，照顾到了环境，并

尊重了工人权利和人权。主要问题不在大公司而在

中小企业，它们因资金较少而声称比较难以将社会

责任纳入公司战略。但美洲法律委员会认为，所有

的公司都可根据自身规模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关

于这个问题的工作进展顺利。



114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17. 美洲法律委员会起草有关准则时的主要关

切之一是如何在支持以有力的规定约束公司的成员

国和倾向更大灵活性的成员国之间取得平衡。虽然外

商投资的益处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但同时公

司必须尊重人权和环境。他认为这种平衡已经实现。

18.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询问美洲法

律委员会是否打算就国家管辖豁免问题起草一份区

域法律文书。如果未打算这样做，是否认为《联合国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反映了现行国际法中国

家管辖豁免的核心内容？她想知道美洲法律委员会

是否曾有机会研究美洲地区民事和刑事法院在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方面的实践。美洲法律委员

会与国际法委员会就此问题交流信息可能有所帮助。

19. 关于获取公共信息和保护个人数据这一专

题，她询问美洲法律委员会审议个人获取公共信息

问题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十分想了解该项工作的大

方向以及其是否受限于特定的议题方面。

20.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表示，鉴于已有上述联合国文书，美洲法律委员会

无意起草一项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区域公约。美洲

法律委员会这样主张是由于美洲各国的实践差异很

大甚至相互矛盾。由于未对该主题进行过区域研究，

似乎必须编纂资料，内容包括国家法院目前在国家

的管辖豁免方面的实践、如何定义豁免以及豁免受

到的限制。美洲法律委员会正在分析各国外交部对

其发出的问卷调查的答复。委员会还起草了一份关

于保护个人数据的指南。

21. 朴先生询问美洲法律委员会在讨论性取向、

性别认同及表达问题时是否出现了一些内部意见分

歧，还是轻易地达成了一致。美洲对该议题的态度

与欧洲和亚洲是否有所不同？

22.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表示，欧洲在讨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方面远比美洲先

进。但美洲各种国内和国际论坛也在处理这些问题。

起初该议题难以在委员会内进行讨论主要是由于术

语等技术原因而不是原则性反对。该主题固然是区域

内的敏感问题，但总体上美洲法律委员会的明确目

标是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法律保护并防止歧视。

23. 哈苏纳先生表示欢迎美洲法律委员会同非

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开展的合作，并询问是否计划

同其他地区的机构合作，以及区域间更密切的政治

合作是否会影响法律事务上的合作。

24. 美洲法律委员会在移民问题方面的工作涉

及到了驱逐外国人的问题。他询问美洲法律委员会

是否使用了国际法委员会在这方面制定的原则，217 其
在何种程度上遵循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它是

否协调了与国际法委员会的立场。

25.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称，美洲法律委员会对其他类似机构的工作持开放

态度并且无疑能够从中获益，但预算紧张不可避免

地阻碍了合作。已尽可能寻求解决办法，例如组织

互访和联合开展活动。美洲法律委员会及其委员个

人都密切关注着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国际法委员

会在广泛的国际法议题中开辟了一条道路，其报告

受到高度赞赏。美洲法律委员会试图与国际法委员

会保持立场一致。

26. 萨博亚先生表示关切的是，尽管取得了一

些进展，美洲地区仍有很多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的歧视行为，其中有些非常严重。

27. 他询问美洲司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规定的进程，以

及美洲法律委员会是否审议了腐败、洗钱、奴役和

童工等问题。

28. 国际法委员会在驱逐外国人方面的工作侧

重于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目前的情况是，

由于美洲组织通过了《关于难民的卡塔赫纳宣言》，218 
美洲区域采取了更支持的立场，他询问美洲法律委

员会是否打算起草一部关于难民权利的公约。

29.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表示，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仇恨罪―― 包括暴

力甚至谋杀―― 比率高是美洲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一比率似乎正在上升。解决该

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因为歧视并不局限于任何

一个领域，并且受害者的生命和人身完整面临威胁。

这些因素促使美洲法律委员会开始就这一问题开展

工作。

217 见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2012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6页起，第45–46段。

218 在1984年11月19–22日哥伦比亚迦太基举行的中美洲、

巴拿马和墨西哥难民国际保护座谈会上通过；可查阅：www.
acnur.org/cartagena30/en，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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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美洲司法合作，美洲法律委员会的目

标之一是拟定各种建议，以协助在萨博亚先生所提到

的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在非法贩运毒品和贩卖人

口等其他领域开展合作，因为这在美洲和其他地方

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警察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合作似

乎得到了有效开展，但司法一级还可开展更多工作。

31. 关于可能就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

订立一部区域公约的问题，他表示美洲法律委员会

未就该事项开展工作，并且目前尚无计划这样做。

32.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称，尽管整个美洲

地区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有所增加，美洲

法律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得到了大量政治支持，

包括他的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司法和立法的发展就

体现了这一点。

33. 美洲多个国家和集团不仅对本区域的司法

和仲裁机构表示不满意，也对国际上的一些法院和

法庭表示不满意，因此而产生了建立一家美洲法院

的想法，以行使目前属于国际法院的一些职能。他

询问美洲法律委员会是否讨论了这件事，以及美洲

在司法和仲裁事项方面就普遍管辖权的态度是否产

生了变化。

34. 诺瓦克 · 塔拉韦拉先生 (美洲法律委员会 )
称，美洲法律委员会几年前曾考虑过是否有可能成

立一家区域法院，但由于各种原因，多数委员认为

不应这样做。美洲人权法院的经验表明，预算和资

源的约束可能难以克服。总体上，国际法院和现有

其他国际法庭尽管有缺点，但一般认为它们足以帮

助各国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即便对某国不利的

判决有时会引起国内的不满。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  
D节；以及A/CN.4/672)

[议程项目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35.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习

惯国际法的识别问题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2)。

36. 朴先生建议将拟议的结论草案第一和第二

部分进行合并，因为结论草案第1至第3条都可视为

介绍性材料；结论草案第4条可纳入其后的文本。他

表示原则上支持采用“两要素” 的方法来决定习惯国

际法的存在和内容，特别是鉴于第二次报告中的分

析很有道理。

37. 虽然结论草案第2条中拟议的“国际组织”

的定义很清晰，但他怀疑其必要性。可以用“政府间

组织” 取而代之。如需更具体的定义，他建议采用国

际组织的责任条款中所用定义。219 他还建议将目前

结论草案第5条中的“实践” 以及目前结论草案第10
条中的“被接受为法律 (法律确信 )” 移至结论草案第2
条，成为全新的 (c)项和 (d)项，以便一开始即定义两

要素方法的基本内容。“国家实践”、“国际组织实践”

和“法律确信” 的使用频率超过“惯例” 和“被接受为

法律”，因此两套术语并行使用可能会有所帮助。一

般认为“一般实践” 包括国家实践和国际组织实践。

38. 他支持两要素方法，但指出两要素间的关

系未提及。特别是未提及二者间的时间关系。在有些

情况下，有可能仅以法律确信支持习惯国际法的规

则，直至惯例完全形成，关于外层空间的一般原则就

是这样形成的。尽管惯例通常形成于法律确信之前，

但国际法的某些领域出现了不同趋势，尤其是当技

术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有新需要时。因此他拟议了一

条新的结论草案，读作：

“惯例 (国家实践 )一般情况下先于接受为

法律 (法律确信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接

受为法律 (法律确信 )可能会例外地先于惯例

(国家实践 )。”

39. 他敦促在对国际法院和类似机构的判决作

一般概括时应慎重，因为它们只涉及特定的争端当

事方的具体案件。例如，在外层空间法方面至今没

有国际案例，因此不宜以该领域的国际法院的判决

为依据。

40. 结论草案第4条中采取的方法无疑是合理

的，但也十分笼统，且作为实用指导有些含糊。似

乎没有必要用一整条结论草案来作一个如此笼统的

声明，特别是因为结论草案第8和第11条处理的是类

似事项。因此他建议将结论草案第4条并入结论草案

第8和第11条。他还建议结论草案第5条应明确提及

219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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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实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构成惯例，即便

随后结论草案第7条声明了这一点。

41. 结论草案第6条的内容是行为归属，但出现

了将非国家行为方的行为归属于国家的问题。特别报

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34段中显然根据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条款，220  暗示实际上作为一国的国家机

关行事或许可以视为国家实践。关于国家对国际不

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9条—该条规定了国家对某非

国家行为方的行为未施加任何影响的情况—这种

行为无需由国家承认即可依国际法被视为国家行为。

但此类规则是为国家责任之目的而通过的，是否可适

用于为识别习惯国际法目的来决定非国家行为方的

行为属于国家实践，尚不确定。因此他建议在国家实

践方面认真审查可归于国家的行为并在结论草案第6
条的评注中加以讨论。

42. 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仅列出了国家实践的

各种表现。他建议采用更系统的方法，将各种实例

归入内部实践和外部实践两大类。他还建议对结论

草案第11条第2款做相同处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在第二次报告第45段中提出的意见，认为尽管个人

和非政府组织在遵守国际法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其行动为本议题目的不能被视为构成实践。

43. 谈到结论草案第7条第3和第4款时他表

示，未表示异议或未回应另一国单边行动的做法构成

默许时，不作为可能被当作一种实践，这尽管是正

确的，但在识别实践方面对作为和不作为之间的关

系需要进一步探讨。特别是需要处理三个问题。首

先，为使不作为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中发挥有意义

的作用，其最低标准是什么？第二，少量作为在伴

有大量不作为的情况下，是否足以构成习惯国际法？

第三，对于第三国的单边行动，如果某些国家不作为，

而其他国家坚持不懈地予以反对，这种情况应如何

处理？他对结论草案第11条第3和第4款也持同样的 
评论。

44.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对于将国际组

织的行为，包括决议，纳入实践的可能形式清单有

一些关切。各国通常根据政治交易而非法律确信投

220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票支持或反对某一特定决议，而且并不总能轻易看

出一国背后的目的或动机，而这一因素对确定法律

确信至关重要。此外，联合国决议的法律价值视所

涉决议类型和为其投票时的背景而各不相同。应注

意不要给予国际组织的行为过大的权重。因此他建

议删去结论草案第7条中提及决议和国际组织行为的

部分，并将该问题与国家实践分开处理。

45. 谈到关于实践必须具备普遍性和一贯性的

结论草案第9条时，他表示，尚不明确一贯反对者对

满足笼统性的标准有何影响。

46. 最后他注意到第二次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

重要问题，即关于习惯国际法存在的举证责任，该

议题具有重大实际意义。他最初的想法是援引某一

特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一方负有证明该规则存在的

举证责任。但该议题应详加探讨。

47. 他支持将整套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48. 村濑先生称，尽管结论草案第2条 (a)项所

载习惯国际法的定义较上次报告 221 有所改善，但出

于若干原因仍不可接受。首先，在定义中纳入“被接

受为法律的惯例” 这一模棱两可的表述令人难以理

解，该表述已受到很多学者的严厉批评。将习惯国

际法表述为“接受为法律” 纯属同义反复，而且“接受”

一词因其附带的多种含义而不适合被纳入定义。

49. 第二，“产生于并体现了” 一语非常含糊；

为确保赋予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同等地位，结论草

案第2条 (a)款应重新措辞为“习惯国际法指由惯例和

法律确信构成的国际法规则”。

50. 第三，习惯国际法的定义似乎至少部分依

赖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在习惯的形成中，惯例

必须总是先于法律确信。然而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

确实，传统上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始于国家实践，随

后出现与之相关的法律确信，但近年来这一顺序常

常颠倒。法律确信，如大会决议或国际会议宣言中

所表述的那样，常常早于一般国家实践。若委员会

计划遵循习惯形成的两要素方法，则习惯国际法的

定义应对两要素做同等处理。

221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3
号文件，第130页，第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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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四，该定义未能提及习惯国际法是“不成

文” 的法律 (不成文法 )。即便习惯国际法的某一规则

在条约或成文的文书基础上形成的，习惯规则本身

并非“法律规定如此”，它属于不成文法。

52. 最后，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将结论草案第2
条 (a)项挪至总评注的意见。222 需要用一条单独的结

论为习惯国际法提供一个定义，与其他术语的使用

区别开来。

53. 关于谈到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重复计数和

反复引用同一证据的问题，他表示，若委员会计划延

续习惯形成的两要素模式，必须尽可能地对两个要

素进行区分。但特别报告员为两个要素引用了同一

证据，从而削弱了该模式。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中

所列国家实践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与结论草案第11条
第2款中所列法律确信的证据形式几乎完全相同。特

别报告员不应罗列法律确信的证据渊源，而应详述

实践者可用以找到法律确信的证据方法。

54. 他建议委员会在理论上保留两要素模式，

但在实际识别主观要素时应根据国际法协会《适用于

一般习惯国际法之形成的原则伦敦声明》第十九节采

取更灵活的方式。223 根据该方法，法律确信可弥补

国家实践相对缺乏的情况，从而起到补充作用。无

论如何，对法律确信这一复杂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

思考。因此委员会应等到2015年再将结论草案第10
至第11条提交起草委员会。

55. 谈到结论草案第1条时，他表示第1款中

“methodology (方法论 )” 一词应改为“methods (方法 )”，
第2款中“所涉” 和“的方法学” 应删去。

56. 结论草案第3条开头处“为确定习惯国际法

规则是否存在” 令人产生由谁来确定的疑问。习惯国

际法领域的举证责任对于一些国内法院是重大问题。

例如根据日本的民事程序规则，如确认某规则为习惯

法，则法院必须自发就此作出决定。另一方面，如果

该规则被确认为实际上的习惯，仍具一定规范效果，

则证明其存在的责任在确认的一方。不同于国内法

体系，国际层面没有最高法院就习惯规则做出最终

222 见上文第3222次会议，第111页，第16段。
223 《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之形成的原则伦敦声明》，国际

法协会2000年7月29日第16/2000号决议 (一般习惯国际法的

形成 )通过。见Report of the Sixty-ninth Conference held in Lon-
don, 25–29th July 2000，London, 2000, 第39页。《伦敦声明》
[英 ]，转载于同上，第712–777页。

决定。此外，多数争端最后并未提交国际法院或其

他国际司法机构。因此，各方的态度和论据在国际

法中比在国内法中更加重要。

57. 他同意朴先生对结论草案第4条对评估证

据是否有用的疑虑。首先，尚不清楚特别报告员实

际上指的是何种证据。评估证据需要比“必须考虑

到……” 这一表述更清楚、更确凿的标准。在评估证

据时，不应依靠“背景” 和“相关情况” 这类不确定或

临时的因素。

58. 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首句“实践可能采取

多种形式” 只是一种事实描述，可能不宜出现在结

论中。

59. 结论草案第8条似乎没有必要。他对第1款
和第2款均有保留意见，第1款所述的似乎是显而易

见的内容，而第2款似乎无视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关表

达相互冲突的观点属正常情况这一事实。

60.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他对第1款在描述实

践必须具有普遍性这一要求时所用的较为含糊的措

辞表示怀疑。较好的做法是使用国际法院在北海大

陆架案中所用的“广泛的和几乎是一致的” 这一措辞。

他还对第4款提及“特别受到影响” 的国家这一有争

议的概念表示疑问。

61. 结 论 草 案 第10条 第2款 以“单 纯 ” 描 述

“常例”，说明后者不具约束力。然而情况并不一定

如此，因为法律确信尚未依附的实际上的习惯或常

例可能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都具有若干有限的规范 
效力。

62. 最后，他表示希望特别报告员作为其未来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工作的一部分，探讨单边措

施及其可施用性问题。

63. 卡弗利施先生称自己对结论草案仅有几点

意见，他认为应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64. 关于结论草案第1条，他同意村濑先生的

意见，认为应以“方法” 替换“方法论”。

65. 结论草案第2条 (a)款可用于澄清《国际法

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丑 )款。

66. 在结论草案第4条中，或许提及“周围情况”

就已足够，这一表述理应已涵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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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在结论草案第5条中，“首先” 一词并非用

于接受某项实践为法律的情况，而是用于该非国家

行为方对实践可能的贡献。这一点或许应加以澄清。

68. 根据结论草案第9条所述，国家实践必须要

“足够普遍” 才可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足够” 一词

或许删去较好。

69. 他理解特别报告员希望探讨《国际法院

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寅 )款中提及的“一般法律

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他希望报告员提及某项

足够一致运用的一般法律原则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

的情况。他的关切并非纯粹出于理论；某项原则变成

习惯规则的情况可能影响为该规则确立依据。

70. 关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65至第68
段中所探讨的法律确信，他不确定情况是否有变，因

为理论曾确认有关行为并非出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确信而是出于更高层次的需要时，某一信仰可视为

心理因素。

71. 或许应考虑联邦国家各邦的实践和法律确

信。对于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依国际法负有职责

的非政府组织，在其职责与实践和法律确信相关的

情况下，也应予以考虑。

下午12时55分散会

第3224次会议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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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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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续 )

[议程项目14]

欧洲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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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莱恩萨德女士和欧洲委

员会条约办公室及国际公法司司长兼公法顾委秘书

雷克纳女士来访。

2. 莱恩萨德女士 (欧洲委员会 )说，她欢迎每

年为公法顾委提供一次向国际法委员会介绍工作的

机会。公法顾委是一个政府间委员会，每年召开两

次会议，召集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外交部国际公法法

律顾问以及大批观察员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审议与

国际公法相关的问题，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意见交

流与协调。公法顾委还应部长理事会的请求提供意

见。2014年3月，它就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关于对国

际组织由于其活动可能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问责的

第2037 (2014)号建议发布了一项意见，在意见中公

法顾委强调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对于它们完成任

务至关重要并且受到国际法制约的事实。224 公法顾

委请国际组织考虑酌情在个别案件中放弃此类豁免

并提请它们注意欧洲人权法院最近关于此类豁免范

围以及是否存在“合理替代方法” 的判例法。

3. 公法顾委还审议了豁免的某些实践方面，特

别是与国际组织相关的方面。在3月的会议上，公

法顾委就国际组织为当事一方的私人性质争端的解

决进行了意见交流，会议强调侵犯人权案件中国际

组织问责制原则适用方面的差距—一个与维持和

平行动有着特别重要关系的问题—以及通过补充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29节处理这一情况的必 
要性。

4. 公法顾委工作方案中的另一个专题，在借国

有文化财产的豁免是近年来多起争端，特别是蒂亚

戈人类公司诉捷克共和国案中的一个议题。它引起

了多个问题，特别是关于所涉财产的来源以及收缴

构成文化遗产一部分的财产来偿还商业债务是否可

接受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澄清此类

财产的地位，特别是因为涵盖该事项的《联合国国家

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尚未得到广泛批准。因此，

224 公法顾委，2014年3月20–21日，斯特拉斯堡，第47次
会议，会议报告 (CAHDI (2014) 11号文件 )，附录三，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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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顾委审议了它如何能够协助继续思考提高对出

借的文化物品的保护程度，并就一份不具约束力的、

承认该《公约》相关条款习惯法性质的宣言草案进行

了讨论。其他讨论的中心问题包括特派团的豁免，一

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专题，因为各国派遣的特派团越

来越多；以及最近的乌克兰事件引起的国际法问题，

即侵犯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以及禁止武力威胁

或使用武力之类基本原则的行为。已经向各成员国

和观察员国发出了关于每个议题的调查问卷。公法

顾委将在9月的会议上审议各国对问卷的答复。公法

顾委还审查了多部欧洲委员会公约，其中包括《关于

和平解决争端的欧洲公约》，公法顾委得出结论认为，

应当鼓励批准该《公约》，因为尽管它被用来将一些

案件提交国际法院，但该《公约》尚未广泛为人所知。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公法顾委将研究国际组织的责

任、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责任划分、司法互助以及

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可能性事宜。最后，

应当注意的是，公法顾委已就下列领域成立了数据

库：与国家豁免相关的实践，多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办

公室的组织与职能以及执行联合国所实施制裁和尊

重人权的国家措施。

5. 雷克纳女士 (欧洲委员会 )说，部长理事会当

前的工作重点是加紧合作，以打击腐败并加强对弱势

群体和年轻人的保护。《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5号
议定书》和《第16号议定书》已分别于2013年6月和

2013年10月开放供签署。截至发言时为止，第一项

议定书已经获得8个国家的批准和31个国家的签署，

它规定在《公约》序言中明确提到辅助性原则和纳入

“判断余地” 理论，并把可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期限从

六个月减少到四个月。第二项议定书规定在案件有

待审理的情况下，最高国家法院和法庭可以请求欧

洲人权法院就《公约》或其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原则

提供咨询意见。

6. 2014年，两项新的议定书正式生效，即

《欧洲保护视听遗产公约关于保护电视制品的议

定书》和《欧洲引渡公约第四附加议定书》。《欧洲

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

公约》预计将在不远的将来生效。还应当注意的是，

部长理事会最近通过了《欧洲委员会打击贩运人体

器官公约》和《欧洲委员会关于操纵体育竞赛的公 
约》。

7. 欧洲联盟法院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

经修订的关于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协议草案

及2013年向其提交的附带说明报告 225给出意见。总

的来说，欧盟加入欧洲委员会条约引出了许多复杂

的问题，不仅需要从欧盟法律的角度，而且—特

别是—需要从包括条约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的角

度加以解决。

8. 关于欧洲委员会的欧洲睦邻政策，议会大会

已经确定了“民主伙伴” 地位，以便促进与相邻地区

非成员国议会的机构合作—它们期待从议会大会

的民主建设经验中获益并参与关于超越欧洲边界的

共同挑战的政治讨论。在这一背景下，计划在拉巴

特成立一个欧洲委员会办事处。部长理事会最近接

受了科索沃加入欧洲通过法律实现民主委员会 (威尼

斯委员会 )的申请；但是，这并不影响委员会各成员

国对于该实体地位的各自立场。226

9. 最后，她强调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进行

合作的重要性，并回顾作为促进国际法发展的一种

方式，欧洲委员会欢迎其他区域的国家加入它的法

律文书。就此，她注意到大法庭最近在涉及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制裁问题的阿尔 -杜立米和蒙大拿管理公

司诉瑞士案中所做的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法院

没有质疑《联合国宪章》和《欧洲人权公约》的等级关

系，但它裁定可以推定安全理事会无意向成员国施

加将违反保护人权方面基本原则的义务。法院指出，

一国不能援引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约束性质为侵犯人

权辩护，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落实制裁制度。法

院得出结论认为，只要联合国未能针对将个人或实体

列入制裁委员会名单的合法性提供有效和独立的司

法审查，那么至关重要的是允许这类个人和实体请

求国家法院审查为实施制裁制度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10. 吉滴猜萨里先生问，鉴于其在某些方面的

致命失误，旨在改善调查和起诉最严重罪行方面的

司法互助和引渡的国际框架的倡议是否可能获得成

功？他还问，在就乌克兰局势交流意见的过程中，是

否提到了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

合国际法案所出具的咨询意见。

11. 彼得里奇先生询问，在进行上述意见交流

时，是否提到了源于《联合国宪章》并作为国际法基

225 见欧洲委员会，“公法顾委专案谈判小组和欧洲关于欧

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委员会的第五次谈判会议：给公法

顾委的最终报告” (47+1(2013)008rev2号文件 )，附录一和五。
226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第1202次会议，CM/Del/Dec 

(2014)1202/10.3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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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之一的民族自决权，将之与各国主权平等原

则一起，视为一项需要予以考虑的要素，以达成符

合国际法的解决方案。他对科索沃现在成为威尼斯

委员会成员表示欢迎，并对在保护科索沃少数群体

权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科索沃宪法法院仍被排除

在欧洲宪法法院会议之外表示遗憾。

12. 萨博亚先生在提到在借国有文化财产的豁

免问题时，请求就公法顾委为确定《联合国国家及其

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相关条款的习惯法性质所使用的

方法提供更多信息。他想知道，在通过非法手段从

合法所有者处拿走文化财产的案件里，其他原则是

否优先于豁免原则。此外，尽管一些欧洲委员会条

约—它们的普遍意义已经得到强调—发挥了相

当大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非成员国加入它们的

程序非常复杂。为加强与其他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

应当简化该程序。

13. 莱恩萨德女士 (欧洲委员会 )说，公法顾委

在不影响辩论结果的情况下讨论调查和起诉最严重

罪行方面的司法互助倡议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公法

顾委在2014年3月的会议上从欧洲委员会的立场出

发审议了乌克兰的局势，换言之，公法顾委审议了

乌克兰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国

家间诉请、227 议会大会于2014年1月通过的关于乌克

兰民主制度运行情况的第1974 (2014)号决议、威尼

斯委员会关于包括克里米亚公投在内的若干宪法法

律问题的两项意见、228《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咨询

委员会的乌克兰访问计划以及部长理事会进行的讨

论。委员会为乌克兰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提

供了陈述立场的机会，并就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单

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的咨询意见之相关

性以及自决权提出了问题。尽管意见仍然存在分歧，

但公法顾委已经发挥了自身作用，为部长理事会提

供了使其得以表达欧洲委员会立场的国际公法方面

的要素。公法顾委未就通过拟议的关于在借国有文

化财产豁免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229 原因是尽管

宣言可能被视为对法律确信的澄清，但一些成员国

227 乌克兰诉俄罗斯案，诉请书编号：20958/14，2014年3
月13日提出，欧洲人权法院。

228 威尼斯委员会，欧洲委员会，2014年3月21日的第

762/2014号意见 (CDL-AD(2014)002)，以及2014年3月21日的

第763/2014号意见 (CDL-AD(2014)004)。
229 公法顾委，2013年9月16–17日，斯特拉斯堡，第46次

会议，“在借国有文化财产的豁免” (CAHDI(2013)10)，第三章。

认为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

条款没有表述习惯规则。

14. 雷克纳女士 (欧洲委员会 )补充说，关于乌

克兰，部长理事会的决定没有提到自决权，而是集中

在领土完整问题上。即便如此，欧洲委员会作为一个

讨论平台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秘书长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所涉及到的两个国家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

接纳科索沃加入威尼斯委员会与承认它为一个国家

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尽管欧洲委员会的条约具

有普遍意义，她赞同非成员国的加入程序相当复杂

的说法，但是，除了必须获得部长理事会的同意—

应当承认，这可能会带来问题—这种复杂性与其

说与欧洲委员会有关，不如说与条约本身所规定的

加入制度有关。尽管这样，申请数量在增加，处理

申请的程序已得到大幅简化。

15. 诺尔特先生希望知道，欧洲委员会为加强

在保护个人数据领域的活动所作努力，即升级《关于

在自动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是否起

到了在全球层面上加强相关问题讨论的作用。他询

问，在不妨碍其地位问题的情况下，科索沃加入威

尼斯委员会是否可能给巴勒斯坦创立一个先例，以

及巴勒斯坦问题是否在关于如何处理科索沃的讨论

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关于乌克兰，他希望知道欧洲

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处理不承认通过非法使用武力

获得领土的问题，以及已经在多个场合就一般国际

法问题给出意见的威尼斯委员会是否已经被要求审

议这一问题。

16. 斯图尔马先生说，奥地利和捷克共和国在

蒂亚戈人类公司诉捷克共和国案后提交的联合倡议

促使拟定了关于国有文化财产管辖豁免的宣言草案，

其目的是避免由于害怕被收缴而拒绝出借文化财产。

关于欧洲联盟加入欧洲委员会条约的问题，特别是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在签署或加入这些文书后各自

权限变化的影响方面，各成员国为支持欧洲联盟而

退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遗憾，这种方案既不利于条约

法也不利于一般国际法。例如，一系列继承规则无

疑将更加适宜，希望聆听公法顾委在这方面的意见。

17.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她希

望感谢公法顾委主席所组织的关于国家官员外国刑

事管辖属事豁免的国际讨论会，该讨论会审议了

“官方行为” 的概念。关于科索沃，部长理事会对科

索沃加入威尼斯委员会施加的限制性“不妨碍”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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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它的立场，即承认一个国家仍然是一种主权和

双边权限，不影响其加入特定组织。鉴于这些与科

索沃之加入相关的要点对巴勒斯坦局势的影响，她

希望知道辩论过程中是否对成员国的承认与组织的

承认进行区分—换句话说，承认其为国家是加入

一组织、机制或机构的先决条件。

18. 瓦科先生询问，是否允许其他区域国际组

织使用公法顾委的网站。

19. 莱恩萨德女士 (欧洲委员会 )说，在就科索

沃加入威尼斯委员会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没有明确

提到巴勒斯坦，但是很明显，与会成员国想到了这

些实体的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的局势。总体来说，

没有处理有关承认的问题，但是，国际组织的意见

不同于国家意见，以及前者认为它们在这方面应当

发挥一定的作用是有可能的。迄今为止，公法顾委

尚未审议过不被国家所承认的实体—特别是巴勒

斯坦—加入条约的问题，也没有审议过通过武力

获得领土的问题。

20. 欧洲联盟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变得

越来越复杂。欧洲委员会的立场是，应当在属于欧洲

联盟的国家与非欧盟的国家之间维持平衡。原因是，

尽管它们共同拥有某些传统并且普遍重视法治和人

权的重要性，但有必要避免发展两个派系。委员会

的作用是寻求一种连贯一致的方法，注意到它们的

不同利益。她个人的意见是欧洲联盟应当深入分析

它在国际公法领域的活动。

21. 雷克纳女士 (欧洲委员会 )说，《关于在自动

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在获得通过时是

该领域最进步的公约之一，但它很快被信息技术领

域的发展所超越。欧洲委员会正在致力于修订《公约》

并为它附加跟进机制，这要求解决许多法律和政治

问题。

22. 巴勒斯坦不具备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观察

员地位，而是宾客地位。同样，它是多项联合国公约

的当事方，计划加入多项欧洲委员会条约；但是，目

前没有就它的加入进行任何谈判。关于乌克兰，威

尼斯委员会已经就两个具体问题发布了两项意见：乌

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议会关于就是否成为

俄罗斯联邦领土问题举行公投的决定是否符合宪法

原则，以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

程序是否符合国际法。但是，局势的演变是如此迅速，

以至于当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时，这些问题已经不

再相关了。

23. 就科索沃来说，部长理事会已经发布声明，

承认科索沃为威尼斯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成员

国。因此，该声明并不影响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在

是否承认科索沃为国家方面的立场。一些国家发布

声明表示，它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委员会机构

的成员，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委员会也没有

解决巴勒斯坦加入特定国际文书的问题，因为这不

在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之内，相反，它是一个由各成

员国通过共识决定的问题。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  
D节；以及A/CN.4/672)

[议程项目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24.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习

惯国际法的识别问题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2)。

25. 墨菲先生说，他赞赏多条结论草案的简洁

明了，但是委员会是否应将提供必要的细微差别并阐

述重要限制或澄清方面的工作留到评注之中令人质

疑，因为许多用户会仅限于查阅结论的案文。哪些

实践和哪些法律确信被认为与确定习惯国际法相关，

这一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结论草案第3条没有说明哪

些实践是相关的或谁接受其为法律。结论草案第5条
称相关的“首先” 是国家实践，这使得许多其他可能

性悬而未决，例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智囊团

等的惯例或法律确信。结论草案第7条在第1款中称，

实践可能采取多种形式，这表明它的范围比较宽泛，

而第3款却未能说明谁的不作为与其相关。类似地，

读者从第2款中得知这种实践的表现形式“包括” 国

家行为，并从第4款中知道国际组织的行为也可作为

实践，但是无法从案文中推断出是否只有这些行为

体的实践是相关的。

26. 这种模糊性可能源自特别报告员的看法，

即大多数实践可能都是国家实践，但也有一些国际组

织的实践如同镶着的银边可算入其中。然而，如果

要考虑到这种实践，就有可能会造成不确定性和混

淆。结论草案中有时仅仅提到了国家，有时又完全

没有提到，这种情况为许多其他行为体打开了大门。

如果委员会决定提及国际组织，将之作为习惯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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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个主要行为体，更好的做法是在整个结论草

案中都将主要重心放在国家上面，并找到其他适当

方式来考虑国际组织的作用。

27. 提到对个别结论草案的审议，他赞成将结

论草案第1条按照目前的措辞予以保留，但他不反对

将第2款移到评注中。关于结论草案第2条，他认为，

该条试图在单独一条结论草案中定义整套结论草案

中都将用到的术语，往好里说是多余，往不好里说是

令人费解。这样的一项任务最好是留到评注里解决。

他赞同结论草案第3条的措辞，因为他认为在这方面

没有其他不同的方法。他主动提出为特别报告员提供

一些支持“两个组成要素” 的来自美国的近期案件例

证。关于结论草案第4条，他赞同卡弗利施先生的意

见，即“周围情况” 这一表述是无益的，他提议将该

句结尾替换为“包括证据的性质、证据出现的形势以

及它与其他可利用证据之间的关系”。关于结论草案

第5条，他提议或者删除“首先” 一词，或者将它放

到方括号中，直到委员会审议完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

报告为止。与特别报告员所述相反，该词并未出现

在大陆架案 (突尼斯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的判决文

本之中， 而是出现在大陆架案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马耳他 )的判决文本之中，其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其

他行为体的实践同样相关。他提议将结论草案第6条
的标题改为“相关实践”，并且指明国家行为是“一国

授权并可归于该国的” 行为，因为目前的措辞给人的

印象是，即使一国家机关越权或违反其指示行事的

行为也可归于国家。

28.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他赞同第1款所述，

并认为第2款非常优秀，建议用“forms (形式 )” 一

词代替“manifestation (表现形式 )”。他倾向于将第3
款放到方括号中—特别是因为特别报告员在第二

次报告第42段中表示将重新探讨不作为问题—或

者将它移到结论草案第2条中，并重新措辞以表达

“当情况要求做出某种反应时，国家的不作为也可以

作为实践”。他想就第4款—在特别报告员提交第

三次报告前，也可以将其置于方括号中—提出五

点看法。首先，该款没有提到国际组织中的国家实

践—第2款结尾处“与国际组织的机关和会议的决

议有关的行为” 一语中暗示了国际组织—而仅仅提

到了国际组织的实践，与国家实践没有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联系。其次，由于它没有确定任何限制，给

人的印象是国际组织的任何实践都可能相关，而读

完第二次报告显示这并非特别报告员的原意。同样，

最好不要留给评注来提供必要的解释。第三，第二

次报告中没有任何内容支持结论草案第3款提出的主

张。特别报告员援引的案例未能充分证明他的推理。

关于国际组织的实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否与习惯

国际法的分析相关方面，学术文献中存在着严重的

分歧。第四，除了欧洲联盟是一个非典型国际组织

这一事实外，第二次报告第44段指出其会员国已将

专属权限移交给欧洲联盟，这一重要限制并未出现

在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里。最后，特别报告员不曾

处理是否必须要有与实践同步的国际组织的法律确

信问题。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提到了国际组织的实

践，但结论草案第11条没有提及。他询问特别报告

员是否能够提供例子，说明国际组织所采取的行为是

基于一种确信，即根据与约束国家相同的习惯国际

法，它们有义务如此行事。许多国际组织可能抵制这

样一种主张：即委员会制定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条款草

案—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230 以及国际

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 231 —并在诸如豁免等其他领

域也存在同样的一分为二法，这一事实引起了疑问，

即国际组织是否以与国家一样的方式属于习惯国际

法领域的行为体。也许更加明智的做法是认为它们

是在习惯法的不同领域运作着的不同类型的行为体。

然而，似乎广泛认为国际组织的实践不是一个与识别

对国家有约束力的习惯国际法有关的独立实践渊源。

如果委员会提出不同说法，应当基于对实践、判例

法和学术的非常详尽和认真的分析，并附带适当的

实例。

29. 提到结论草案第8条时，他指出尽管实践的

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确实没有预先确定的等级，但在

具体情况下却存在某种的等级。如果没有等级，美

国一个小镇警长的行为将与司法部的行为权重相同，

市法院的判决将与最高法院的裁决权重相同。更有

问题的是如结论草案第2款所述，“如果国家各机构

不用一个声音讲话，应赋予其实践较低的权重”。为

解决这一问题，也许指出所涉及的机构是“最高主管

机构” 即可。

230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231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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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鉴于整套结论草案

中一直使用“惯例” 这一术语，他建议将第1款的开

头重新措辞为：“惯例意味着必须普及……”，并且为

保持一致，应当把结论草案的标题改为：“惯例必须

具备普及性、代表性和一贯性”。也许还应当提到一

个事实，即在特定情况下，对实践不予考虑—例如，

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不一致并且被各国视

为非法的实践。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他提议将第

1款中“伴有” 一词替换为“出于”，并在“义务” 前面

插入“权利或” 等字。他建议增加一个第3款，读作：

“在一些情况下，一国可能由于相信其他国家将遵循

新实践并接受其为法律而偏离惯例。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在结论草案第11
条里，他建议将“表明什么是或不是习惯国际法规则”

这一从句挪至第2款，使其读作：“表明什么是或不是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证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此外，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次报告第74段所载分析，可将

第4款重新措辞为：“单是潜在实践不可作为证明国家

将之接受为法律的证据。”

31. 最后，他赞成将所有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

员会。

下午1时散会

第3225次会议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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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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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续 *)

[议程项目1]

1. 主席提请注意本届会议接下来三个星期的工

作方案。如无人反对，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工

作方案。

2.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分配给条约的暂时适用

专题的时间似乎很少。

3. 主席强调该方案是临时性的。如需更多时间

讨论某个专题，可对方案进行修正。他询问委员会

是否同意基于这一谅解通过工作方案。

就这样决定。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  
D节；以及A/CN.4/672)

[议程项目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4.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特别报告员关于习惯

国际法的识别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2)。

5.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在提及特别报告员

使用“接受为法律” 而不是“法律确信” 的建议时说，

对于使用后者产生的问题多出现在学术界，而不是在

实践中。在国际法院、其他国际和国内法庭中经常用

到“法律确信”，各国以及文献中亦是如此；它体现了

国际习惯法灵活和活跃的性质，并避免了所拟议的

替换说法可能会引起的字面解释或错误解释。特别

报告员本人在第二次报告中数次提到了“法律确信”。
因此，他同意一些人的建议，即在结论草案中出现

“接受为法律” 的地方以“法律确信” 替换之。必须始

终明确的是，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及，习惯的主观要

素不同于国家同意或国家意愿：相反，它指的是一种

信念，即某一具体实践乃是国际法的要求。结论草

案第10条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区别进行了解释，但

应该稍做修改。

6.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建议在结论草案第1
条第1款中将“方法论 (methodology)” 一词应改为

“方法 (method)”。他可以同意该建议，但更赞同用

* 续自第322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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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法 (methods)” 一词，因为可用来识别习惯国

际法的存在与范围的方法不止一种。

7. 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和内容的一个方

法就是对某具体实践及其相应的法律确信进行详尽

的分析；然而，正如国际法院院长指出的，法院未对

具体案件中每一条据称是习惯性的规则进行这样的

研究，而是利用最佳及最方便的现有证据去确定是

否存在某项习惯规则。有时法院直接审查实践；更经

常的情况是，它审查源自国际法的编纂或附属渊源

的证据，包括委员会编写的条款草案和联合国大会

的各项决议。国际法院经常在一项经编撰的规则之

形式中识别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其中亦包括

规则在编纂之后获得习惯地位的情况。对法院而言，

对国家实践进行穷尽式的审查是例外情况。

8. 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对彼此的工作影响

很大。国际法院还影响到其他各国际法院、国家和

国内法院，它们没有重复国际法院为识别一项习惯

规则的存在和范围所做的工作。特别报告员应提及

国际法院在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的实践及其公

认 (委员会也认可 )的权威性。

9. 结论草案第1条中提到了“强制性国际法规

范 (强行法 )”，但在结论草案案文和评注中都应该增

加“一般” 一词，将这句话改为“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 (强行法 )”，这将使其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

措辞一致，并说明一条强行法规则是普遍适用的。

10. 似乎没有必要在结论草案中纳入习惯国际

法和国际组织的定义；如要保留，起草委员会应进

行详细讨论。他不理解受国际法管辖且享有独立于

其成员国法人资格的国际组织为什么不能为习惯国

际法的形成作出贡献。如果这是结论草案第5条包

含“首先是” 一词背后的意图，那么可予以保留。但

该条结论草案的目的有些不明确，因为它的标题是

“实践的作用”。

11.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他表示支持将国际组

织的行为和不作为纳入实践的例子，但强调应将国

际组织的机关和会议的决议放在通过决议的背景下

进行考虑。对投票的解释往往来自对某个具体决议

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的国家。将此类发言作为实践或

法律确信的证据，而忽视赞成票，可能会使分析偏

向少数派的立场。审议根据此类决议做出行为不应

脱离决议本身。国家在国际论坛上进行谈判和通过

决议时特别小心，因为它们知道这些决议可能产生

的法律后果。各国对国际组织的广泛参与对实践和

法律确信作出了同样广泛的贡献。

12. 鉴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删除结

论草案第9条第4款。各领域的一般国际法的内容、

范围、确立和发展关系到所有国家 (而不仅仅是特别

受到影响的国家 )的利益，它们的实践具有同等的重

要性。

13. 最后，他表示支持将所有结论草案提交起

草委员会。

14. 特拉迪先生说，第二次报告和其中所载结

论草案基本上遵循了委员会本专题的工作目标，即

在规范性和描述性之间达成平衡。他赞同以“两要素”

方法来识别习惯国际法，但表示有时似乎缺失了这

一专题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一专题的原标题是习惯

国际法的“形成”，后作了更改以避免翻译方面的困

难，而不是要改变这一项目的工作方向。
232 第二次

报告对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仅仅是偶有提及，但作为

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今后的报

告能更加有意地纳入这一方面。为此，可能需要对

结论草案第1条进行修正。而另一方面，结论草案第

5条清楚地表明委员会既关心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也

关心其识别。

15.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对需要界定“习惯国

际法” 的疑问，但出于不同的原因：虽然可能对于习

惯国际法如何形成和识别还不明确，但这一术语的

含义并没有什么疑问。亦无必要就“国际组织” 进行

定义，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一个标准课本定义之外

的定义。

16. 关于在国际法的不同领域是否存在识别习

惯国际法规则的不同方法，他对第二次报告第28段
断言并非如此表示质疑。各国际法院和法庭处理习

惯法规则识别问题的差异确实表明存在不同的方法，

而委员会应该考虑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方式和原因，

而不是像特别报告员那样简单地说，两个要素都需

要且其他办法可能造成人为分割国际法的危险。如

朴先生指出的，对两要素方法的主张不应过于刻板。

232 见《2013年……年鉴》，第一卷，第3186次会议，第

105–106页，第21段，以及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8页，

第65和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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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结论草案第2和第3条重叠的部分应删除，

最好是从结论草案第2条中删除“习惯国际法” 的定

义。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识别应遵守同样的基本方

法，这一点应纳入结论草案第3条。如果认为结论草

案第4条有必要，可将其并入结论草案第3条或结论

草案第8条，尽管结论草案第8条没有涉及接受为法

律这一概念。

18. 虽然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国际组

织机关的决议可以作为国家实践的证据，但他强调不

应孤立地看待这些决议：应该把谈判和通过的过程作

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同时重点关注单个国家采取的

立场。他还同意不作为可以被视为实践；然而，在结

论草案第7条里应反映出还有一项补充细微差别。只

有、且仅仅只有在有关当局考虑过进行起诉，但最

终决定不这样做的情况下，某高级别国家官员从未

被起诉才可能表明他或她享有属人豁免。

19. 关于结论草案第5和第7条，他同意寻找惯

例主要是针对国家实践。

20. 对非国家实体实践的使用是例外情况，尽

管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国际组织的行为可以反

映国家实践，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的实践本身

可能是相关的。他希望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会

涵盖这类例外情况。

21. 关于结论草案第8条，他同意有人表示的关

切，即如果一国的各个机构发言不一致，则应赋予其

实践较低的权重，他认为这种做法没有考虑到各机

构的相对权力。国家最高法院的决定不应由于市政

管理人员有不同做法而被低估。他还同意一种观点，

即“利益特别受到影响国家” 的实践不应被用来表示

“强国” 甚或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实践，因

为这可能影响到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因此，委员

会或许需要为结论草案第9条第4款之目的对“利益

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 这一术语进行界定。

22. 最后，他反驳了村濑先生的批评，即列举

同一来源既作为实践的证据又作为法律确信的证据，

相当于双重计算，不符合两要素办法。每年就某特

定问题通过的决议无疑被视为惯例；如其中载有劝诫

性的规定，则它也被视为法律确信。最后，他表示

支持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23. 福尔托先生在赞扬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的学术严谨性的同时，表示众多结论草案中提出的

大量问题可能会导致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停滞。明年

还要处理更复杂的问题。因此，更充分地了解规划

了哪些事项，特别是有关评注的形式和内容方面，是

很有用的。

24. 他提请大家注意结论草案法文本标题的一

个翻译问题，他说，特别报告员因理论和概念原因选

择避免使用“法律确信” 这一术语，但各国及各国际

法院和法庭的文献和裁决广泛使用该术语，而且对

所建议的复杂说法，它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替代方法，

因此应该采用该术语。它还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习

惯的创立并不取决于国际社会每个成员的单独接受

情况，而取决于国际社会普遍的看法。

25. 他表示支持结论草案的总体方向，并完全

赞同采用“两要素” 方法识别习惯国际法。在结论草

案第1条中不仅应该提到习惯法规则的存在和内容，

还应提到其范围，以便为审议一贯反对者和非普遍

的、区域性的习惯保留可能性。结论草案第1条应提

及“规则” 而不是“方法论”，这是在该专题上下文中

更准确的术语，涉及帮助确定一项规则如何以及何

时可被视为形成习惯的国际法次级规则。

26. 关于结论草案第5条，他不认为首先是国

家实践促进了习惯国际法的创建。虽然这在与国家

间关系有关的规则方面可能是正确的，但国际法并

不仅限于此种关系。国际组织的实践是直接相关的。

因此应删除结论草案第5条或对其进行大幅修改。

27. 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应提及行政以及立法

行为；考虑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将论述不作为

问题，第3款似乎还不成熟。同理，结论草案第11条
第3款似乎也还不成熟。仅有某些类型的不作为可以

构成实践。不作为可以是直接的，例如遵守习惯性

的禁令，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对其他国家的实践

不予反对，国际海洋法法庭最近对“弗吉尼亚G号”

机动船案 (巴拿马 /几内亚比绍 )的判决 (第218段 )即
是如此。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可对结论

草案第7条第4款进行进一步讨论，但他强调，国际

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因而其实践应该归属于组织本

身，而非组织中的成员个体，使用“惯例” 这一术语

比“国家实践” 更为恰当地反映了这一点。

28. 应将重点放在确立特定实践的一致性上，

而不是像结论草案第8条所建议的那样，对各机构

“不用一个声音讲话” 的国家实践赋予较低权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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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草案第8条第2款规定，必须考虑到一国所有的现

有国家实践，这就带来了两个困难：委员会如何能

够更好地向法律工作者提供现有国家实践，以及，

“现有” 在法律意义上含义是什么？希望法官，特别

是国内法院的法官去寻求与某项规则有关的所有现

有国家实践是否现实？还是他们应当依靠案件当事

方提供的证据？他对在确定习惯国际法的情况下使

用“证据” 一词表示质疑，建议结论草案第4、第8和
第11条应表述为确立实践和法律确信的“方式” 或

“模式”。根据法官懂法原则，应由法官，而非当事方，

确定法律。

29. 在结论草案第9条中，第2和第3款在提到

为确立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实践必须具有怎样的普

遍性方面，应该更加一致。第4款在解释国际法院对

于那些利益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实践作出的裁决

方面似乎走得太远：这有可能造成国家间的不平等。

他赞同结论草案第11条第4款所载原则，因为单一一

份文件很容易既作为实践的证据，又作为法律确信

的证据。

30. 最后，他建议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31. 坎迪奥蒂先生在提到福尔托先生对结论草

案第1条最好谈论“规则” 而不是“方法” 这一评论时

回顾指出，本专题最初的目的是为法律工作者编写

一份指南，233 而不是阐述确定习惯国际法存在的次级

规则。

32. 村濑先生在提到福尔托先生和特拉迪先生

的评论意见时表示，他本人也不理解特别报告员审

议法律确信内容的意图。

33.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认为结论草案的总体

结构和措辞是可以接受的，11条结论草案都应提交

起草委员会。既然结论草案的目的是协助法律工作

者，就应当尽可能明确，即使有些内容对国际法律

专家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34. 关于结论草案第1条，他与朴先生意见一

致，认为有必要以更恰当的词语取代“方法论 (meth-
odology)” 一词。

35. 关于结论草案第2条，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建议，即采用一个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进行措辞

233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9页，第

160段。

的习惯国际法的定义。鉴于《国际法院规约》是最广

为接受的国际法律文书之一，委员会不应大幅偏离

其文字和精神，特别是第三十八条。

36. 不清楚特别报告员在提及习惯国际法时，

为何仅提到“规则”。众所周知的是，一些国际条约

中确立的、仅在当事方之间才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后

来可能被该条约的非当事方普遍接受，并因此成为习

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如果特别报告员能阐明这一决定

的理由并在评注中列入相应的解释，将会有所帮助。

37. 应当明确指出，除非编纂成文，习惯国际

法是不成文的法律，还应考虑这一事实对其识别和

解释造成的后果。

38. 关于结论草案第3条，在评注或结论本身

指明由谁负责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将

是有益的。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或许是法院、仲裁

者或某国际组织的机构。然而，问题是各国自己是

否可通过主张有一种被接受为法律的惯例来自行确

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和内容。

39. 关于结论草案第5条，他同意前几位发言

者对“首先是” 这一说法所表达的关切。如果要保留

这一措辞，则应清楚说明除了国家实践，何种类型

的实践促进了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创建：否则，“首先

是” 可能被理解为表明习惯国际法不同促进者的实践

之间存在等级差别，此外，这一措辞的使用与结论

草案第6条有细微差别，后者提到的仅是国家实践。

40. 在第二次报告第40段，特别报告员援引了

一份包括“国际和国家司法判决” 在内的实践主要形

式的非详尽清单。然而，在结论草案第7条中并没有

提及各国际法院的判决；考虑到结论的未来使用者，

或许应就这一省略作出解释。

41. 此外，虽然第二次报告第41段里国家实践

类型的非详尽清单包括了外交行为和来往信函，但没

有提到承认行为，尽管承认习惯、状况或主张是一个

产生法律效力的重要外交行为。此外，没有提到交涉。

就这些省略作出解释或许有帮助。

42. 结论草案第7条第3款涉及不作为，应在评

注中甚至在单独一条结论中予以详细阐述。

43. 结论草案第8条第1款指出，实践的各种不

同形式之间没有预先确定的等级，这与第2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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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提出一国某个机构的实践可能比其他机构的实

践具有更高的权重。

44.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他同意实践必须普

遍、普及和广泛。他还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

告第53段中表达的看法，即相对少数国家遵循的某

种实践，在没有与之冲突的实践的情况下，能够创

立一项规则。然而，问题在于，在没有另一国反对的

情况下，仅一个国家的实践是否足以创立一项习惯

规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一

个相关的著名实例就是美国在登陆月球后的法律行

为，这使得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法律地位被确立为共同 

财产。

45. 尽管他基本上同意结论草案第10条，但他

不能肯定“伴有一种法律义务感” 这一说法是否恰当。

他认为，有关实践要被认为是一项法律义务，必须

超出某种“感觉”。“认识” 和“理解” 也许是更恰当的

替代用词。

46. 他总体同意关于接受为法律的证据的结论

草案第11条，但建议特别报告员考虑在评注中适当

关注所谓的“专业公众意见”，换言之，专家和国际

法协会等机构的意见，将它们作为促进对被接受为

法律的认识的一个因素。

47.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认为识别过程应切

合实际和现实可行，因此他欢迎结论草案第4条，该

条草案要求必须考虑到有关背景，包括周围情况。就

此，委员会不妨考虑是否有必要采用国际法院院长

认为在法院根据各种情况评估国际习惯法的证据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四个特定方法。这些方法是：参

照多边条约及其准备工作；参照联合国决议和其他以

规范语言起草的无约束力的文件；考虑既定规则是否

作为推论而适用于目前情况；以及采用类比。

48. 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其他各种国际行

为者，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和结论草案第11条第2
款分别包括所有可能的实践证据和接受为法律的证

据之形式是正确的。然而，主要挑战是如何根据结论

草案第10条第1款所要求的，确立“法律义务感” 伴

有一种特定实践，以及如何根据结论草案第11条第4
款识别允许“双重计数” 的情况。

49. 关于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27段中的

主张，国际法协会《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之形成的

原则伦敦声明》234倾向于低估主观要素在习惯国际法

识别中的作用，他认为应当在其自身的背景下考虑

该声明。国际法协会正确地对习惯规则有效期的不

同阶段进行了区分，并得出结论认为，不一定总是

需要将习惯国际法的主观因素存在和客观因素的存

在分开确立。235 此外，国际法协会已经解决了第二

次报告第66段提到的“悖论” 或“恶性循环论证”，协

会指出：“一项习惯规则一旦确立，各国自然相信其

存在，但这并不一定证明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必

须存在主观因素。” 236

50. 关于第28段中论述的两要素方法在国际法

不同领域的适用，他表示，结论草案第4条正确地阐

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领域一项习惯国际法特

定规则的识别都必须考虑到其自身的背景，包括周

围情况。

51. 第二次报告第62段提出，一国采取行动履

行其条约义务时，该行为总体上并不表明一种法律

确信的存在。在这种的情况下，需要解决的难题是，

随着条约缔约方数目的增加，越发难以评估习惯法处

于条约法之外的哪种情况：在条约获得广泛批准的情

况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会建立习惯法。确实，在

有些情况下—如1949年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

内瓦四公约，基本上不可能在公约之外对习惯法的

地位进行评估，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处于该条约

制度之外。为澄清习惯法和条约法之间的关系，委

员会应考虑国际法院院长、法官希门尼斯 · 德阿雷查

加于1978年提出的条约可以与习惯法进行互动的方

式分类。在德阿雷查加法官看来，一项条约可能：具

有编篡现行法律的声明效力；具有编篡新规则的具体

化效力；并具有生成效果以及代表着接受为法律的构

成证据，这将促进习惯法的形成。237

52. 在第二次报告第66段中，特别报告员认为

习惯国际法的主观要素在理论中比在实践中造成的

困难多。鉴于所援引的为该论点提供支持的最近一

234 《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之形成的原则伦敦声明》，国

际法协会2000年7月29日第16/2000号决议 (一般习惯国际

法的形成 )通过。见Report of the Sixty-ninth Conference held in 
London, 25–29th July 2000， London, 2000, 第39页。《伦敦声明》
[英 ]，转载于同上，第712–777页。

235 见《伦敦声明》第一部分评注第 (b) (4)款。
236 《伦敦声明》引言第10段 (b)款。
237 E. Jiménez de Aréchaga,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ast third 

of a century”，载于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8-I，第159卷，第9页起，尤见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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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国际法院判决已经早在1970年，他想知道，是否

有基于国际法院1969年在北海大陆架案中确立的标

准而产生的更为近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如果有，特

别报告员应阐述那些规则是如何被识别的以及帮助

其被识别的因素。

53.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70段中指出，

一些实践本身可能就是法律确信的证据，或对确立

必要实践及其被接受为法律有相关意义。然而，他

在第74段中表示，同一行为不得在具体案件中既作

为实践证据，又作为证明已接受这种实践为法律的

证据。由于这两个段落是相互矛盾的，需要进一步

进行阐述，以澄清结论草案第11条第4款中拟议的规

则。为解决这一矛盾，吉滴猜萨里先生建议指明一

贯的国家实践可以证明接受为法律，反之亦然。

54. 结论草案第2条 (b)项中“国际组织” 一词应

被理解为涵盖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 )等国际实体。第二，结论

草案第4条应详细说明对评估实践而言重要的情况。

第三，特别报告员可以在国际组织审议机关的决议和

国际会议的决议背景下讨论对协商一致的评估问题。

虽然第二次报告第76段 (g)款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但

没有就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作出结论。

55. 第四，尽管不作为可能被视为国家实践的

证据，特别是在成为默许后，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在没有发言义务时保持沉默不一定意味着同意。由

于不同区域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不同，不能以统一

的方式解释不作为。评注中应对何时将不作为解释

为默许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意见。委员会需要制定标

准，以回答一些基本问题，如所要求的不作为的级别，

作为和不作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情况下一贯反对

者的作用等。

56. 最后，关于国家各机构不用一个声音说话

时对国家实践赋予的权重问题，有必要考虑哪些机

构有法律和 (或 )宪法权威就某一特定问题发表意见，

以及是否应将该机构的意见视为代表该国的国家

实践。

57. 最后，他建议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58. 哈苏纳先生说，他赞同“两要素” 方法，并

赞成结论草案第2和第3条的细致措辞。他认同特别

报告员拒绝认为习惯国际法的识别根据国际法的具

体领域可能会有不同；接受这一观点可能会造成对国

际法整体的人为分裂。但评注中应说明对两个要素

分别给予的权重可能会根据相关的国际法领域有所

不同。

59. 关于结论草案第4条，特别报告员说明

“包括周围情况” 这一短语会有助益，该短语似乎可

以归入“必须考虑到有关背景”。“必须考虑” 这一说

法指令性过强，他提议代之以“应适当考虑”。

60.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对于口头行为

是否构成实践存在争议。无可否认，归属于国家的书

面或口头声明或宣言在习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它们既是实践存在的证据，又是将其接受为法

律的证据。然而，这种言辞本身不构成实践。习惯

准则依据的是国家的行为，而不是国家宣称了什么，

即使这些宣言对认识和理解它们的行为不可或缺。

61. 特别报告员在第37段中提出的论点，即从

实践中剔除书面和口头声明“可被视为鼓励对抗，甚

至鼓励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 似乎过于牵强。该段

倒数第三处脚注中为支持这一论点而援引的学术贡

献是不准确的。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作为

也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习惯国际法不仅仅产生于

实践，还要求有实践被接受为法律的证据，所援引

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62. 为了避免关于法律确信的结论草案第11条
和关于实践的结论草案第7条之间的措辞差别，他建

议结论草案第7条以结论草案第11条为样本。因此，

结论草案第7条第1和第2款的开头分别应作：“实践

的证据可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和“证据的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这种办法将反映的观点是，声明和宣言

作为“口头行为”，本身不构成习惯准则，即使有必

要通过其理解国家实践并提供证据。

63.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他同意国际组

织机关 (如联合国大会 )的决议可证明各国采用特定

实践并接受其为法律。然而，这种证明需要详细阐述

表决程序以及决议在何种情况下获得通过。特别报

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就国际组织的实践进行更为详

细的说明时，必须述及一些复杂的问题：国际组织的

实践可以等同于国家实践这一假设在多大程度上符

合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特定主体的法律地位？鉴于

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应如何评估国际组织实践的重

要性？如果国际组织的行为成为实践，其他非国家

行为者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第3225次会议——2014年7月17日 129

64. 结论草案第8条恰如其分地指出，实践的不

同形式之间没有预先确定的等级，但特别报告员关于

口头行动是一种实践形式的结论与这项规定相矛盾。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指出，不能总是采信言辞

的表面含义且抽象的声明本身并不能创建习惯国际

法，这就意味着具体行动优先于与之相冲突的声明。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其他要点表明有

必要审查和重新界定等级这一概念，例如他建议对国

际组织政府间机构的实践赋予比其秘书处的实践更

高的权重，他还建议如果国家各机构的意见不一致，

应将有权在对外事务中采取行动的机构的实践视为

代表该国家。

65. 虽然结论草案第9条符合关于实践普遍性

的国际和国家司法决定，但就一实践是否“足够普遍

和一贯” 或一个国家是否“特别受到影响” 进行评估

会对那些被要求识别习惯规则的人带来挑战。因此，

如果法律工作者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司法决策的例子，

将会有所帮助。报告脚注中援引的许多例子将受益

于结论草案评注中更广泛的讨论。鉴于第3款中所述

的规则，并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所确认的，

他建议应在该条结论草案的评注中提到习惯规则的

自然创立，或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即时习惯”，并提

供一些例子。

66.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他建议将拟

订的“伴有一种法律义务感” 改为“源自一种法律义

务感”。

67. 需要对结论草案第11条第4款当前的措辞

作进一步澄清，原因是依据与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
所做的类比，该实践亦包括口头行为，第4款可被理

解为暗指抽象的声明可能就足以为习惯国际法形成

所必需的两要素提供证据。然而，正如第二次报告

所承认的，这些声明本身不能造法。

68. 关于委员会的今后工作方案，他欢迎特别

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83段中的建议，即应在结论

草案中附以说明，指出在何处和以何种方式找到实

践和法律确信。委员会可以对其2013年请各国提供

资料的要求 238进行补充，要求提供可能包含实践和法

律确信证据的文摘和国家出版物。考虑到委员会收

到的关于习惯国际法形成这一重要专题的书面答复

238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页，第

25段。

数量有限，委员会还可重申其最初要求，239 请各国提

供与之相关的国家实践的资料—在撰写第二次报

告时仅收到9份答复。如此数量稀少的答复对委员会

的工作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习惯国际法的形成首

先是国家的范畴，它们的实践应该是决定性的。

69. 他建议将11条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70. 卡姆托先生说，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发

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总是易于理解，甚至被描

述为“神秘的”。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12段中

指出，“习惯过程必然是灵活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

题，即使其更加刻板是否有益处，若有，应在什么

界限内实现这一目标。习惯国际法的识别既是过程又

是结果，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所采取的“两要素” 方法。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一项实践成为可执行的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重要时刻。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无法回答

这一问题，因为实践表明他们很少能就适用于他们

的习惯法规则设立的确切时刻达成一致意见。相反，

A国就B国所援引的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往往会引发

B国对A国规范性结论接受情况的争议和质疑。

71. 当涉及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识别问题时，

文献似乎忽视了第三方，即法官或法律编篡者的介

入。法官发现甚或创建一条习惯规则的权力是切切

实实的；他或她不仅能够制定规则，还可以拒绝将某

种实践转化为习惯国际法规则。

72. 国际法院裁决的措辞引起了人们对于法官，

特别是在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案件中，是否始终支

持“两要素” 方法的质疑。例如，国际法院在以核武

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第

79段中指出，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应得到所有国

家的遵守—因为它构成了不可逾越的习惯国际法

原则”。这显然是对一条习惯法规则的司法识别，但

我们却不能肯定这种识别是适用了“两要素” 方法。

因此正如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30段中所指出

的，必须审慎和平衡—包括在结论草案的措辞中。

73. 关于第二次报告的实质内容，他想指出的

是，第一，特别报告员的解释和论证有些简单，并

没有充分证实其结论。例如，他在第14段中仅仅指

出本专题的工作不妨碍与强行法有关的问题—该

239 见《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页，第

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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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能成为另一个专题的主题，但没有具体说明

由谁来处理这一专题或在何种背景下考虑这一专题。

74. 第二，在第二次报告第18段中，特别报

告员指出对“国际组织” 的广泛定义似乎是可取的。

然而，这与结论草案第2条 (b)项相矛盾，该项将

“国际组织” 定义为一种“政府间组织”，这一定义与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所载定义相比，相对来说

具有限制性。240

75. 第三，在第二次报告第37和第38段中，特

别报告员指出口头行为可被视为实践的一种表现形

式—文献比判例法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看法。这

一点引起三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将口头行为转为一种

有形媒介，以便将其作为实践？口头行为是否必须

重复才能被视为实践？如果只是口头，能否被识别

为惯例？

76. 第四，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41段 (b)
款中表示，一行政部门的行为可包括“各国在……国

际法院和法庭表达的立场”。然而，应谨慎对待这些

立场。国家书面和口头辩护中提出的论据都遵照相关

国际诉讼的要求，各方的目的都是提出有利于胜诉的

论点。此外，政府甚至可能都不了解自己律师提出的

论点。众所周知，后者提出的论点可能在不同案件

中不相一致，或与自己以前公布的书面文件相矛盾。

77. 第五，在第二次报告第55段中，特别报告

员指出要确立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有关实践必须

是一贯的。他却没有提及它们还应是统一的。事实上，

在报告第57段，他援引1986年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

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判决的

第186段，认为实践没有必要完全统一。然而，所引

用的段落似乎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并不需要统一的

实践这一主张并不相关。国际法院仅是指出，除其

他外，在国家实践中，并不期望相关规则的适用是完

美的—但这完全不是在否定要求实践统一。相反，

引用的段落推定习惯形成过程已达到规则业已确立

的阶段。根据特别报告员本人所引述的法院已确立的

判例法，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存在的要求之一正是持

续统一的实践。因此，在案例法中没有不使用“统一”

一词的明确先例。

240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78. 关于结论草案第1条第1款，他同意坎迪奥

蒂先生对以“规则” 替代“方法论” 一词的警告。这样

做会完全改变委员会这一专题工作的性质；该项工作

的目的不是为确定习惯法规则的存在制定严格的次

级规则，而是为法律工作者和学者理解习惯之形成

提供指导。更激进的解决办法是完全删除该款，或

者将其列入该条结论草案的评注。

79. 他认为当一家国际法院或法庭宣布一习惯

国际法规则存在时，“两要素” 方法似乎并未总是得

到适用，为此，他建议将结论草案第1条第2款改为：

“本结论草案不妨碍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其他方

式、和其他国际法渊源的方法以及与强制性国际法

规范 (强行法 )相关的问题。” [“Les présents projets de 
conclusion sont sans préjudice d’autres modes de déter-
mination d’une règ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coutumier 
ainsi que des méthodes concernant d’autres sourc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es questions relatives aux normes 
impérativ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jus cogens).”]

80. 关于结论草案第2条 (a)项，结论草案之前

的分析既没有解释也没有证实“产生于并体现了被接

受为法律的惯例” 这一说法。“产生于” 和“体现了”

这两个用语的使用造成了混乱；因此，他赞成仅保留

前者。更加激进的解决办法是删除该项。

81. 在结论草案第5条中，“意味着，首先是……

惯例” 和“规则的创建，或表述” 这样的说法模棱两

可；第二个说法造成的印象是，在一些情况下，习惯

规则是创建的，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习惯规则是

表述的，这就意味着规则事先存在。作为替代办法，

他提议更为简单的措辞，读作：“作为习惯国际法的

一个要素之一，存在惯例的要求意味着这种惯例促进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 [“L’exigence d’une pratique 
générale en tant qu’élément du droit coutumier signifie 
qu’une telle pratique contribue à la formation de règl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coutumier.”]

82. 结论草案第8条第2款中的第二句意味着，

尽管对特定国家相互矛盾的实践赋予较低的权重，但

仍将给予其一定的权重。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在

这样的实践各种不同的趋势中，哪些会被选作证据。

假设一种国家元首和议会意见相左的情况，双方都在

特定领域拥有权威，在确定一项习惯规则的存在时，

就很难决定是支持一方还是另外一方的实践。出于这

一原因，他建议将第2句重新措辞为：“对国家机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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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矛盾的实践不予考虑。” [“Il ne sera pas tenu compte 
de la pratique contradictoire des organes de l’État.”]

83. 他建议将结论草案第9条当前的标题替换

为“实践必须一贯和统一” [“La pratique générale doit 
être constante et uniforme”]，这与国际法院在这一领

域确立的案例法相一致。在法文本的第1款中，最好

用“nécessairement”替代“forcément”。第2款以不够

适当的措辞照搬了结论草案的标题，因而是不必要

的。应完全删除该款，或替换为对一贯和统一的实

践的含义的解释。

84. 最后，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第4款，他同意

对“利益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实践” 这一说法所表

达的关切。第二次报告第54段称，除了对北海大陆

架案的裁决，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这一概念只在个

别意见、反对意见或某些作者的著作中出现过。他

个人认为，接受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这一概念将有

损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如果委员会决定保留提及

这一概念，那么特别报告员必须在第4款的评注中对

其进行详细透彻的解释。

85. 他赞成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下午1时散会

第3226次会议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下午3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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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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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  
D节；以及A/CN.4/672)

[议程项目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1. 斯图尔马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

告 (A/CN.4/672)论据充分，不仅对委员会和成员国，

而且对法律专业学生都有助益。与“方法论” 相比，

“方法” 是描述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及其内

容这一过程的最佳术语，因为这一专题的预期成果

是为从业人员提供方法或指导方针。

2. 结论草案第2条所载定义的措辞为报告第三

章概述并在结论草案第3条及其后各条结论草案中体

现的两要素方法提供了依据。惯例和法律确信都发

挥作用，但国际法不同领域对这两个要素的侧重各

不相同。

3. 他理解结论草案第5条并不排除国际组织的

实践。他可以同意结论草案第6条，但有一项谅解，

即它涵盖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4和第5
条所指的国家机构和其他实体，241 而不是所有为责任

目的归于国家的行为。他同意结论草案第9条采用

的方法。但关于时间要素或许应有一条单独的结论，

因为“不要求特定的存在时间” 这一表述，根据具体

情况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勒内—让 · 杜比对“la 
coutume sauvage (不合规的习惯 )” 和“la coutume sage 
(合规的习惯 )” 做出的区分是有价值的，因为它结合

不同情况以及国家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的声明，

澄清了实践和法律确信表述之间的相互关系。242

4. 他赞成结论草案第7条提及的实践的各种形

式以及对这些形式不做等级上的预先划分。值得注

意的是，在第二次报告第24段脚注中提及的捷克共

和国最高法院2004年的判决中，法院在其裁定中作

为证据使用了国际法学家的著作并讨论了国际习惯

法和国际礼让的区别。243 本专题还应包括国际习惯

241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242 R.-J. Dupuy, “Coutume sage et coutume sauvage”, 载于Mélanges 

offerts à Charles Rousseau, Paris, Pedone, 1974, 第75–87页。
243 一名来访王子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案，捷克共和国最高法

院，第11 Tcu 167/2004号，《国际法律汇编》，第142 (2011)卷，

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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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常例和国际礼让之间的关系。特

别报告员或许应审查国际法学者著作在识别国际惯

例要素中起到的作用。最后，国际组织和各国际法

院在习惯国际法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似乎毋庸置疑。

5. 他建议将所有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6. 黄先生赞同对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的诸多

好评，表示应将所有11条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然而，他不赞成全体辩论期间对国际法院判决的广泛

引用，因为这样令人感觉委员会过度依赖这类判决，

而不是委员会委员的意见。

7. 他同意第二次报告第12段所述的本专题目

的。委员会应以与国际社会实际需要有关的当前国

际实践为基础开展工作。委员会应避免单纯的学术

辩论并应制定统一标准，供所有受众用以识别习惯

国际法所有领域的实践要素。

8. 习惯国际法的组成要素构成了本专题的核

心。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两要素方法，这个方法得

到了国家实践以及国内和国际司法实践的证实。可

以将习惯国际法比作一个人，惯例构成了身体，而

法律确信构成了灵魂：换言之，两个要素都至关重要。

9. 惯例被许多国家共同采用，必须是普及和一

贯的。虽然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实践可能采取各种形

式，其间没有预先确定的等级，但必须满足某些条

件才能成为惯例的证据。首先，它必须合法，符合

相关法律和法律程序。希望结论草案第6条的措辞考

虑到这一要求。

10. 第二，被用作惯例证据的个体实践必须与

该惯例相关。第三，实践必须是公开的，秘密或不

公开的实践不能被视为有效实践的证据。第四，必

须存在内部一致性：国家不同机构的实践必须是一致

的。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50段和结论草案第8
条第2款对这一点的处理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要成为

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国家实践必须是相关国家的权

威和有效实践。他希望所有这些方面都将在评注中

得到论述。

11. 他谈及关于一惯例是否构成习惯国际法的

法律确信时说，这必须是多个国家的惯例。这类法

律确信的证据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不作为。法

律确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该特定实践为习惯国际法

一部分的一方承担。

12. 一些委员提出，一种单一实践不能既作为

惯例的证据又作为法律确信的证据，他不同意这种意

见。最后，虽然一些学者想找到其他办法替代两要

素方法的尝试就学术研究目的而言有一些可取之处，

但不应向委员会建议这种办法，委员会应继续以惯

例和法律确信为基础进行审议。

13. 哈穆德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

报告，这份报告研究充分且内容均衡。这一课题的功

用是明确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缺乏明确的识别

方法会使人对某条规则的习惯性质产生疑问。因此，

目前的课题必须设计出有用的工具，协助识别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要素以及识别过程所使用的相关证据。

14. 习惯国际法的定义依据应该是《国际法院

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丑 )款，该款提出了一个简

洁且足够灵活的定义。结论草案第2条中“产生于并

体现了” 一语强调指出惯例和接受为法律都构成并宣

布了习惯国际法规则。

15. 可以确定的是，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包括

两个单独要素：实践的客观要素和接受实践强制性的

主观要素。采取单一要素的方法既不会推动习惯国

际法规则形成的过程，也不会使证据更有益于识别。

此外，虽然对某一要素的强调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况

以及现有证据的背景和性质，但不存在支持根据不

同的法律领域采用不同的识别方法的合理论据。

16. 关于实践的作用，他表示只有国家的实践

才能创建习惯规则；国际组织的实践，只在与规则证

据有联系时才作为参考，而不能创建规则。国家可

能会赋予国际组织一些职权，这并不意味着后者能

够以国家的名义创建习惯法。为了识别习惯国际法

之目的，将行为归于某国不一定要达到国家对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条款所设定的高标准。

17.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他赞同第2款中的非

详尽清单，也赞同国家实践包括言语行为和实际行

为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间往来公文这一看法。或许

有必要就代表实践的言语行为类型提供指导。至于

国家官员的内部机密备忘录是否可被视为实践的一

种表现形式，它们似乎属于“接受为法律” 这一主观

要素类别。

18. 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提及实践的“表现形式”，
但这个词与证据的联系比与形成的联系更密切。因

此，他建议该款应以“实践及其表现形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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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开头。对不作为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必须

区分作为行为的不作为 (客观要素 )和代表默许的不

作为 (主观要素 )。

19. 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应改写，表明“国际

组织范围内” 的行为可以成为实践，以便明确只有通

过组织实施的国家实践才能构成相关实践，国际组

织本身的实践则不行。

20. 关于结论草案第8条，虽然国家实践的形

式或证据没有等级之分，但应更加重视与习惯规则

内容密切相关的国家机关的实践。关于结论草案第9
条，公认的事实是实践必须具有普遍性 (但不必是普

世的 )和一贯性。除普遍性和一贯性外，还应铭记实

践的频繁程度或重复。因此，应更加重视时间要素。

21. 法院裁决和决定中有充分证据说明特别受

到影响的国家实践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主张与

实践的普遍性原则和国家平等原则不矛盾，条件是

该实践得到国家群体的整体接受。第54段最后一处

脚注中的援引，即“大国” 常常会“特别受到某种实践

的影响”，似乎表明大国的参与对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令人不安。幸好这一观点未

被纳入结论草案，也希望这一观点不会被写入评注。

22. “接受为法律” 是恰当的用语，与“法律确信”

不同，它有确切的含义。这样的接受将习惯与常例

和国家自由裁量的行为区分开来。结论草案如要成

为从业人员的有益指南，则应更好地解释如何区分

被接受为具有约束力的实践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常例。

结论草案第11条所述的接受的证据，当然构成了这

样做的事实依据。由于这种证据本身也是实践的证

明，有必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确定证据是作为实践的

证明相关，还是作为接受的证明相关，并找到推断

主观要素的方法。

23. 诺尔特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出色报

告，第二次报告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该报告以及

相关辩论提出了国际法的诸多根本问题，要全部讨

论这些复杂问题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委员会似乎不

可能在现有时间内对所有问题都阐明一个合理立场。

24. 关于结论草案第1条，他对“方法论” 和

“方法” 这样的用语感到不安，因为该专题探讨的远

不止方法：它涉及习惯国际法形成和识别的次要规

则。因此他建议将结论草案第1条改写为：

“本结论草案涉及习惯国际法的要素以及为

确定此类规则是否存在及其内容所必须纳入考

虑的因素。”

25. 通过“不妨碍” 条款处理其他国际法渊源是

不够的。特别是对于一般法律原则而言更是这样，因

为它们可能与确定习惯国际法特定规则的内容相关，

反之亦然。为此他建议依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项 (丙 )款增加一条结论草案或另起一

款，读作：

 “在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时，应考虑到国际

法的一般原则。”

26. 关于结论草案第2条，他同意习惯国际法

是由两个要素组成的，但认为最好将“法律确信” 一

词加上括号置于“接受为法律” 之后，以表明“接受为

法律” 这一用语意味着国际法律制度的利益攸关方共

同积极态度。他认为委员会不应在本届会议上试图

界定“国际组织”。

27. 结论草案的拟订方式不应令人以为必须先

有惯例，然后才被接受为法律。为说明这一点，结

论草案第3条可以措辞为必须查明“是否存在惯例以

及它是否被接受为法律”。他欢迎特别报告员对以下

观点的开放态度，即“两要素” 方法在不同领域的适

用有所不同，因为规则的类型可能因证据形式不同

而异，而可利用的证据有可能依规则的性质而大不

相同。

28. “周围情况” 的提法几乎没有为结论草案第

4条增加任何内容，该条草案应强调的是，证据评估

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规范方面的考虑。

29. 关于结论草案第5条，促进习惯国际法形

成的主要是国家实践，但不仅仅是国家实践。“形成”

一词比“创建” 更好地体现了习惯法形成的过程。

30. 他对结论草案第6条中含蓄提及关于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是否适当表示怀疑，因

为那些条款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和归属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令人质疑的还有，是否有必要补充说有关

行为可以是“行使行政、立法、司法或任何其他职能”

时的行为。如果认为这样的补充是有用的，那么他提

议在“任何其他职能” 之前纳入“公共” 一词。在结论

草案第7条第1款中，“语言” 一词应改为“交流”，因

为非语言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也发挥着作用。第2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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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入对内部行为形式的一般性提及。第3款所列的

实践形式并未经过充分探讨，因此在特别报告员的

第三次报告论述这些根本问题之前，最好不要将其

列入案文。

31. 关于结论草案第8条，他同意实践必须是明

确和一贯的，即使这意味着有时很难确定一些民主

国家的立场，因为这些国家可能会以多个声音讲话。

孤立来看，结论草案第9条可能被误解为表示实践本

身就可以确立习惯国际法规则。因此第1款应首先说

明“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一个要素，有关实践必须

具有普遍性”。应在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的末尾处

加入“法律确信” 一词，以强调习惯国际法主观要素

的必要性。最好也在该结论草案中体现特别报告员

关于涵盖习惯国际法主观要素的必要性的解释。

32. 他总体上同意结论草案第11条，但他对内

部备忘录和其他内部通信是否应被视为法律确信的

证据存在疑问。在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完成之前，

不应讨论不作为的相关性。

33. 最后，他表示起草委员会应花费必要的时

间来理解和评价拟议的结论草案。

34.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感谢特别报

告员提交了一份如此引人关注的第二次报告。她本人

将仅评论该报告所载的结论草案。首先，她表示结论

草案第1条第1款的内容对第二次报告第12段概述的

目的而言是充分的。虽然她同意第2款的主旨，但在

讨论识别国际习惯是否存在及其内容的方法时，很

难避免涉及一般法律原则以及如何对它们加以辨别。

35. 关于结论草案第2条，她认为委员会不应

界定习惯国际法或国际组织，因为它们的类别众所

周知、清晰明了。关于“国际组织” 的定义，她认为

将其定义为“政府间组织” 是一种不适当的还原近似。

此外，特别报告员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没有遵循委

员会在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中对国际组织的定

义。244 再者，如果特别报告员要界定“国际组织” 的

概念，考虑到在这个专题下特别报告员对国家实践

的重视，她想知道为什么不对“国家” 进行定义。简

244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言之，该条结论草案中的定义并无必要，而且具有

潜在危险。

36. 她支持特别报告员在结论草案第3条中提

出的“两要素” 方法。结论草案应自始至终保持两要

素间的平衡。然而，“接受为法律” 这一用语可能对

是否必须存在一个或两个要素造成不确定性，因此

应替换为“和以上法律确信”，因为后者是各国、国

内和国际法院及学术作者们通常使用的术语。对实

践和法律确信两要素 (事实上，有时难以分开 )的侧

重在第二次报告中并不统一。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

产生重大的实际影响，因此应更加注意。

37. 关于结论草案第5条，她对“首先是” 一词

没有意见，因为国家实践是“惯例” 的主要来源，但

不是唯一来源。国际组织的行为或不作为也与习惯

的建立和识别有关。鉴于特别报告员已宣布将在第

三次报告中论述国际组织的实践，委员会应在下一

年度审查这一问题，届时起草委员会可能必须修订

第二次报告中拟议的某些结论草案。

38. 她同意在结论草案第7条中不加说明地提

及“不作为” 是不恰当的。不作为本身不能自动被视

为相关实践。对不作为的评估必须考虑到周围情况，

特别是是否有理由期待国家采取行动。此外，在这

方面，委员会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的并行辩论完全可以提供一些指导。

39. 结论草案第8条中使用“等级” 一词引起了

一些重大问题。首先，要考虑的作为和不作为是多种

多样的，并不适合排序。第二，必须适当考虑采取

或不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国家机构的性质和级别：外

交部的行为与地方市长的行动不具有可比性，初审

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是如此。此外，在

评价某种实践或某一行为的法律地位时，必须考虑

形成这种实践或习惯的特定情况。与第二次报告第

50段所表述的影响正相反，次级国家机构和国家机

构的关系 (例如在一个联邦制国家内 )是基于权限的，

与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关系不同，因为法院有严

格的等级制度。

40. 她不完全信服的是，如果国家各机构不用

同一个声音讲话，赋予其实践的权重就应较低。虽

然这种实践的重要性确实不同于一贯的实践，但国

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权力分立的影响等因素必须予



 第3226次会议——2014年7月17日 135

以考虑。缺乏一致性同样可能是习惯不存在的证据，

这也是识别习惯法规则过程的一部分。

41. 在结论草案第9条第1款中，她认为“足够”

一词不但多余，而且存在问题。它引入了一个主观

要素，使得必须评估实践是否足够普及和有代表性，

足以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因此，最好删去“足够” 一词。

第1款应改而提及实践必须连续和一贯。

42. 关于结论草案第9条第4款，对于特别受到

影响的国家的实践必须得到考虑，甚至具有特殊意

义，她不持异议。但这不构成、也肯定不是唯一的

确定惯例 (更不用说法律确信了 )存在的决定性标准。

给予受灾国家的实践重要权重可以使这些国家能够

作为一个团体要求其他国家满足其利益。虽然这在

区域内或双边关系中可能不成问题，但当涉及惯例

的确立时，它可能与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

43. 最后，她指出，至少在西班牙文中，使用

某些表达方式，如“actos físicos … verbales (实际行

动和语言 )” 以及“conducta … ‘sobre el terreno’(‘实地’

行为 )”，可能存在疑问。然而，最好在起草委员会中

讨论这些问题。

44.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提及结论草案第2条 (a)
项时指出，为了明确结论草案的总体框架，习惯国际

法的工作定义是必要的。他同意朴先生的意见，即

“法律确信” 这一最常用的术语，应当添加括号置于

“接受为法律” 一词之后。

45. 在结论草案第4条中，“有关背景 ” 以及

“周围情况” 这些用语不明确，可能导致有差异的解

释，从而削弱了对于负责评估惯例可以被接受为法

律的证据的人员的效用。

46. 在结论草案第6条中，“还是任何其他职能”

这一用语毫无必要地扩大了结论草案的范围，并可

能会造成困惑。例如，并不清楚它们是否指的是第

二次报告第34段所提及的一国的事实机关的行为。

47. 在结论草案第7条第3款中，有必要阐明不

作为的概念。他不认为如墨菲先生所提议的那样，比

照适用委员会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工作的结论草案第9条第2款，能够解决这个

问题。该款论述的是对一项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适

用性的沉默，而所审议的本专题的结论草案第7条第

3款讨论的是在行为将构成国家实践的情况下对不作

为或沉默的解释。

48. 第二次报告中支持结论草案第7条关于国

际组织作用的第4款论据不够明确。第44段就是一

个例子。将国际组织 (如欧洲联盟 )的行为等同于国

家的行为是过分简化。如果要将国际组织的行为列

为一种实践形式，委员会需要审查各国际组织的复

杂结构和任务。这可能会造成困难。

49. 结论草案第8条第2款可被视为与第1款互

相矛盾，并且规定性太强。第2款应体现灵活性要素

以及对实践证据的逐案权衡。他支持将结论草案第4
条和结论草案第8条合并的建议。

50. 结论草案第9条的起草可以更高效，特别

是在“普遍的”、“普及”、“有代表性”、“普世的” 和

“一贯的” 等形容性词汇的使用方面—对这些词汇

的不同使用是为了说明确立习惯国际法规则所需的

条件。与其他同僚一样，他对关于需要对利益特别

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实践予以应有考虑的第4款持保留

意见，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情况下。

51. 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中，“所涉实践必

须伴有一种法律义务感” 的说法似乎没有充分说明

“接受为法律” 或“法律确信” 的含义。他建议将这句

话替换为“所涉实践必须被接受为法律义务”。

52. 他对结论草案第7条的评论意见也适用于

结论草案第11条，这两项很相似。然而，应统一两

个案文的措辞。

53. 在作出这些评论后，他赞成将全部11条结

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54. 尼豪斯先生说，随着工作进展，委员会很

可能决定结论草案第2条没有必要。尽管如此，他个

人倾向于保留该草案，特别是为了尽可能遵守《国际

法院规约》提出的习惯国际法定义。此外，可能还需

要进一步对术语进行定义。关于结论草案第4条，他

建议起草委员会采用更全面和更明确的措辞，以充

分体现第二次报告第29至第30段的内容。

55. 结论草案第5条的标题“实践的作用” 不是

十分明确，至少在西班牙文 (Función de la práctica)
中是这样的。为尽量降低国际组织的实践在习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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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形成中的比重，他建议与其说“首先是国家实践”

促进了这一进程，或许更应该说国际法主体的实践

促进了习惯国际法的创建。

56. 结论草案第6条中“任何其他职能” 这一表

述过于笼统，因而没有恰当反映第二次报告第34段
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意墨菲先生的观点，认

为结论草案第6条过于宽泛，应当加以更多限制。例

如可以通过使用国家“授权的行为” 这一表述实现这

一点。此外，他建议，与“行为归属” 相比，“相关实践”

将是一个更合适的标题。

57. 在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中，使用“实践的

形式”，而不是“实践的表现形式”，会更加明确。关

于第3款，他也认为需要进一步说明“不作为” 的含

义。不作为的最低限度是什么？沉默本身是否构成

不作为，还是仅在情况要求采取行动时，沉默才构

成不作为？

58. 关于结论草案第10条第1款，他也认为，

除了“一种法律义务感”，还应提及合法性。

59. 雅各布松女士说，和其他人一样，她认为

委员会今后在习惯国际法方面的工作应讨论谁参与

对习惯法规则证据的评估以及谁承担举证责任等问

题。如果是法院或法庭进行评估，这些问题就不难

回答，但如果是国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在试

图识别一项习惯法规则时，国家可能或是试图评估

是否确实存在这样一条规则，也可能是想要促进新

规则的牢固确立。

60. 习惯法规则的地位不是非黑即白的。也不

需要所有国家就其存在与否或内容的确切范围达成

一致。还要考虑时间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不确定性

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禁止为应对使用化学武器的

袭击事件而使用化学武器—所谓的对等办法，就

是这种情况。2013年8月在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

之前，仍存在微小的不确定因素；然而，袭击发生后，

各国公布了明确的法律评估，即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得使用化学武器，即便在应对化学武器攻击时也是

如此。

61. 提及结论草案第2条，她表示她不确信需

要对“习惯国际法” 这一术语进行定义。案文中说明

所拟议的定义是为了本结论草案的目的，明确说明

可能存在对“习惯国际法” 的其他不同定义。但这令

人感到困惑，因为委员会的目的是论述所有情况下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而并非在特定时间或为特定目

的对其进行界定。关于是否保留该定义的决定需要

处理是否要背离《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丑 )款的措辞。支持《规约》定义的最重要的论据是，

这是一个确立已久且普遍公认的表述。她也认为添

加对法律确信的提及是有益的。

62. 她怀疑是否有必要将“国际组织” 界定得比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中的定义更为宽泛。即使

拟议的定义现在看来似乎可以接受，关于国际组织

构成的看法未来也可能发生变化。

63. 当前的结论草案第4条无法为从业人员提

供明确指导。最好能在结论草案 (而不是评注 )中详

细说明“周围情况” 的例子。

64. 关于结论草案第5条，她表示国家和国际

组织可以同时创建习惯国际法：有时，就它们的参与

程度而言，甚至可能很难加以区分。例如，欧洲联

盟在做出关于采取制裁和强制措施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决定之前，往往要就每个国家根据国际法有权

或无权采取哪些做法进行冗长的协商。随着欧洲联

盟权限—往往是专属权限—的扩大，已很难将

欧洲联盟的习惯国际法表述和个体成员国的表述区

分开来。因此，像欧洲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实践

不能仅仅被视为该组织对习惯国际法的意见；它可能

也等同于国家实践。

65. 结论草案第6条应结合结论草案第8条阅

读，特别是因为对国家各机构及其在国家等级制度

中的位置未加区分。

66. 在结论草案第7条中，她特别赞赏将言语行

为包括在内。如果没有被包括在内，则只有那些具有

经济和政治实力采取实际行动的国家的实践才能算

作国家实践。考虑到不作为可能被误解为同意 (这是

必须小心处理“不作为” 的原因之一 )，言语行为可以

为习惯法规则的创建或不容反悔做出重大贡献。

67. 在承认所有国家之间“往来公文” (包括非

正式文件等 )为国家实践的一种形式之前，需要谨慎。

这同样适用于“正式出版物”。必须认识到这类文件

在国内的地位。

68. 结论草案第9条似乎假定存在一个能够确

立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并评估国家实践的实体。虽然

法院能够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的评估就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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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政府可能对国际法事项采取不同立场。法院受

其管辖权和规章的约束，因此，在试图界定习惯国

际法的形成过程时，依靠国内法院案例时必须谨慎。

69. 她同意卡弗利施先生的看法，即应删除结

论草案第9条第1款中的“普及” 一词，部分原因是因

为它没有规范功能，还由于它似乎认为区域实践不

太相关而不予考虑。关于第4款，受到特别影响的国

家的实践显然很重要，但委员会的结论应体现出识

别这样的国家并不容易。

70. 在结论草案第11条第2款中，她对证据形

式的非详尽清单没有意见，但她担心的是，对于不

了解特别报告员背景分析的读者，这样的措辞可能

不够明确。例如，“与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会议的决

议有关的行动” 或“国际法领域的正式出版物” 指的

是什么？并非所有此类出版物都可被解读为政府声

明。例如，政府委员会的报告由政府出版，但未必

反映政府的意见。同样，议会关于其认为具有约束力

的国际法规则的意见未必能够归属于国家，事实上，

政府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

71. 最后，她表示支持第二次报告第六节中所

述的今后工作方案。

72. 萨博亚先生说，从专题标题中删除“形成”

一词时，委员会商定致力于为非专家从业人员提供

实用成果。但当时的一项谅解是，特别报告员将提

及一些与习惯国际法形成相关的内容。他很少在第

二次报告中看到这样的内容，并建议特别报告员在

今后的报告中处理这一问题。

73. 虽然国家实践是惯例的主要证据来源，但

他不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在确立习惯国际法中的重要

性微不足道。为此，他赞成保留结论草案第4条中

“周围环境” 一词以及保留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虽

然国际组织的决议和决定确实是国家行为，但这些

行为根据组织的基本文书、以协调一致和互动的方式

进行，与各个国家的决策进程毫不相同。但他同意

福尔托先生的观点，即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具有独立的性质，并同意雅各布松女士的意见，认

为有必要保留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中提出

的“国际组织” 定义。

74. 非国家行为体在习惯国际法形成中的作用

应得到更多重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习

惯国际法的一些根本改变是非国家行为者出于危急

情况且不顾 (甚或有悖于 )国家实践而带来的。值得

注意的例子包括非殖民化、承认民族解放运动、将

自决作为人民权利纳入习惯国际法、承认在消除殖

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甚

至是国际法院立场的变化；在最后这方面，他同意委

员会的意见，认为应注意不要对法院的判决表现出

过分的依赖。

75. 国际人道法是习惯国际法发展方式的另一

个例子，在国际人道法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

甚至知名人士，在有关保护武装冲突中的个人的制度

和规则的创建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在

海洋法中，最初违背普遍规则的国家单方面行为形

成了管理海洋和大陆架的新制度的基础。

76. 他同意黄先生的意见，认为如果实践与强

制性规则或条约或《联合国宪章》相悖，则不应将其

视为用于习惯国际法形成目的的合法实践。另一方

面，习惯国际法本身是逐步发展的：如果实践能够取

代一项习惯规则，这就是逐步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

过去，实践、重复和法律确信可能会在历时几个世纪

的进程中合为一体，而在拥有先进通信技术的时代，

通过国际组织这一媒介形成习惯可能用不了一代人

的时间。这是社会深层次变化引起法律改变的一个

实例。

77. 辛格先生说，他赞成删除结论草案第1条
第2款。

78. 他不清楚为什么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中的

清单提及“代表国家就编篡工作发表的声明” 却排除

了第二次报告第40和第41段中指出的其他诸多国家

行动的例子。

79. 关于结论草案第7条第3款，识别实践过程

中行为和不作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查。

80. 鉴于国际组织范围广泛，任务各不相同，

因而无法得出如结论草案第7条第4款所表述的一般

性结论。应在委员会审议关于本专题的第三次报告

时重新考虑该结论。

81. 他在提及结论草案第8条第2款时说，在

将国家实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议时，识别哪些机

构有能力和权力以国家名义行事将会有所助益。不

能完全无视各机构不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国家的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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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最后，他和一些委员的关切一样，对结论

草案第9条第4款表示怀疑。

83. 格沃尔吉安先生以委员会委员身份发言说，

他支持结论草案第3条体现的合并的“两要素方法”。
试图将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分离开来可能导致对一

个要素的过分强调，或引发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

徒劳争论。两个要素—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必

须同时存在，从而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然而，他赞

同诺尔特先生的建议，即“法律确信” 一词应与“接受

为法律” 结合使用，因为这两个术语相结合克服了的

单个孤立使用的不足之处。

84. 他支持结论草案第1条所设定的本专题的

范围。委员会应只关注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

及其内容的方法，而不是其形成，而且委员会不应

讨论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使用“方法论” 一词并未

使他感到困扰，而且他反对将之替换为“规则”，这

可能让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此外，根据1969年《维也

纳公约》规定的违反法律不能创建法律的原则，应在

结论草案中纳入一条规定，说明习惯法规则的存在

或形成不得与强行法相冲突。

85. 与特别报告员一样，他对结论草案第2条
中的定义是否有必要表示怀疑。总体而言，他支持

结论草案第3条，起草委员会还可以对其措辞进行改

进。事实上，一些结论草案应该进行充实，以使内

容不那么含糊。与其他委员一样，他对结论草案第4
条中“必须考虑到有关背景” 这一表述存在一些疑虑。

如果它指的是实践存在的不同类型的证据依有关背

景会有不同的权重，则应更好地表述这一观点。

86. 委员会应当在结论草案或评注中明确，与

习惯法规则形成有关的是与法律确信挂钩的国家实

践。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与此目的无关；国际组

织的实践只是体现国家实践的另一种方式。委员会还

应特别注意将行为归于国家，以及一国的各种行为在

习惯规则形成中孰轻孰重。针对外部世界的国家实

践，特别是可使国家在国际一级受到约束的机构的

实践，应当得到最大的重视。为此，应删除结论草

案第8条第1款。同样，他认为不需要用一条规定说

明如果一国的各机构意见不一致，其实践就不那么

重要。一般而言，国家实践的形式包括实际行动和

言语行动、不作为和沉默。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互动。

为了形成习惯国际法的目的，有必要更密切地审查不

作为的作用以及可以将其视为国家实践的各种情况。

87. 总体而言，他可以支持结论草案第10条，

该条涵盖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作为法律义务的实

践和作为区别习惯规则和常例标准的接受为法律。

88. 关于结论草案第11条，虽然法律确信的证

据有时可能包含在确立了国家实践的同一行为中，但

或许最好将这样的来源清单限定于主要针对外部世

界的国家行为。该节应反映第二次报告第64段提及

“国家的普遍共识” 所暗示的观点，即如果国家实践

本身 (尽管广泛 )不是普世的，那么普世的法律确信

是至关重要的。

89. 他赞成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下午5时50分散会

第3227次会议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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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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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议程项目12]

1. 主席鉴于经过协商产生的一致意见，提议将

“危害人类罪” 专题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并任命

墨菲先生为特别报告员。

就这样决定。



 第3227次会议——2014年7月18日 139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  
D节；以及A/CN.4/672)

[议程项目9]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完续完 )

2.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关于习惯国际法

的识别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2)。

3.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说，他想向起草委员

会谈几点意见。首先，结论草案的结构，加上分别处

理定义及习惯的每项构成要素，可能确实有助于从

业人员识别习惯国际法。其次，由于“方法论” 被视

为结论草案的主要目的，所以对习惯的渊源或构成

要素进行审议，就必然构成识别习惯法的思想进程的

一部分，这不妨碍这项工作必须自然体现出的灵活

性。为此可在评注中纳入一项说明，还可在评注中参

照结论草案第4条进行解释，即“背景” 和“周围情况”

这样的表述可能并不涵盖习惯规则形成的所有方面。

第三，最好在有关结论草案第1条第2款的评注中提

及普遍适用的义务，这是因为尽管这类义务本质上

经常是习惯性的义务，可能有助于确定一项习惯规

则的存在，但它们不属于目前审议的专题范畴。第四，

在谈及心理要素时，还需要明确提及这一点属于法律

确信，否则，非国际法专家的使用者可能错误地认

为这是一个单独的概念。第五，在拟议的有关习惯

国际法的定义中，“产生于” 这一短语是否不可或缺

有待商榷，因为惯例和接受这一惯例成为法律是识

别习惯规则的核心问题。只要申明习惯国际法的规

则“体现” 了两个要素的存在就够了。此外，有争议

的术语似乎暗示惯例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存在等级，

这一可能已为结论草案第8条第1款明确排除。第六，

具体说明习惯国际法可能具有普遍性或区域性并界

定“国际会议” 的概念将是明智的做法。第七，虽然

相关实践主要是国家的实践，但也应适当考虑非国家

行为者与国际人道法规则相关的实践，尤其是在非国

际武装冲突的背景下。第三次报告应该更深入地审

查国际组织的行为问题，也应考虑国际法的独特主

体，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为。的确，只要某一

实践具有确定的一致性，就没有必要设定特定时限，

第三次报告最好包括一项有关“速成习惯” 的更为详

细的分析，此问题也涵盖国际组织的行为及其决议

的价值，特别是在“卡斯塔涅达学说” 的背景下。第八，

因为非传统国家实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所

以只要涉及实践的证据问题，就很难证明达成一致

同意。是否存在假设认为行政机构有权代表整个国

家发言？关于法律确信，有必要审查一条习惯规则

对法律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因为政府更替导致同一国

家表达相互矛盾的立场而导致的影响。结论草案第9
条第4款令人困惑，因为从业者应重点关注一实践是

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而非是否可能存在特别利益。

最后，特别报告员应当更密切地审视正在审议中的

专题与条约的暂时适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做可

能有助于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明朗化。

4. 主席请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问题特别报告

员对有关其第二次报告的辩论情况进行总结。

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说，这次辩

论证实“两要素” 的方法得到了广泛支持。正如有人

建议的那样，也许可在结论草案中增加一个新的部

分，以处理两要素的时间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委员会的委员们仍然同意各国际法院和法

庭的裁决必须为这项工作提供主要的指导。同样，对

于该工作的成果仍然存在共识，用朴先生的话来说，

即其成果应该是通过一个“实用指南，以协助实践者

履行识别习惯国际法的任务”，不应具有太强的规定

性质。正如特拉迪先生、萨博亚先生和戈麦斯 -罗夫

莱多先生所指出的，有必要至少在总评注中澄清，委

员会打算在何种程度上处理习惯的形成和识别问题。

墨菲先生曾正确地提出在结论草案和评注之间达成

平衡的问题，因为他担心读者读完前者后不再阅读后

者。可采用与《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245导言中类似

的语言，在结论草案的正文中或在与之相关的导言

里，提请读者注意评注的重要性。评注本身应当简

洁明了，参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46评注

或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 247评注的模式。简短

的概括性导言评注可提及习惯国际法在现代世界中

的重要性和作用。结论草案及其评注的总长度不应

245 大会2013年12月16日第68/111号决议，附件。构成委

员会通过的《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的准则案文及其相关评

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第四章，F.1
和F.2节，第27页起。

246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247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1页起，第87–88段。另见大会2011年12月
9日第66/10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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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0至30页。任何希望了解进一步细节的读者可

参阅相关报告和辩论以及为此目的拟定的参考书目。

6. 关于实质性问题，他同意最好说明所涉及的

实践首先是国家的实践，但不排除政府间组织的实

践，至少不排除某些组织在诸如条约、特权和豁免

以及国际组织内部法领域的实践。欧洲联盟确实被

视为一个特别的组织，但它行使了一些成员国权力

的事实仍然存在。

7. 关于结论草案第1条，他饶有兴趣地注意到

“methodology (方法论 )” 一词或许由于翻译的原因所

造成的困难。提出了若干解决办法，一种是删除该

词—这样做将会使该结论草案失去意义，另一种办

法是以“methods ( ‘方法’ 复数 )” 一词予以取代，这

可能意味着存在应予以考虑的其他识别习惯的方法；

或以“method ( ‘方法’ 单数 )” 一词予以取代，但这样

在英文中不够恰当；又或者按照福尔托先生和诺尔特

先生的建议，以“rules (规则 )” 一词取而代之。但是，

他本人的反应与坎迪奥蒂先生和格沃尔吉安先生的

反应相同，不希望冒险就这些规则的性质重新开始

辩论。彼得里奇先生曾建议应提及“国际法的规则和

原则”，但这样做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存在

着规则和原则两个单独的类别。可以在评注中明确指

出必须对“国际法规则” 这一表述作广义的理解，它

同时也涵盖法律原则。他交由起草委员会来决定是否

应当按照特拉迪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埃

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和格沃尔吉安先生的建议，

在评注中纳入结论草案第1条第2款的内容以及是否

需要删除结论草案第2条，因为委员会的意见有严重

分歧，他个人对这一点不太确定。

8. 结论草案第3条中“惯例” 的说法为不属国

家实践的实践留下了余地，得到了广泛赞同。另一

方面，“被接受为法律” 的表述似乎更有争议，有人

建议在其后加上“法律确信” 一词，最好放在括号里。

看来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赞成一种观点，即对待习

惯的基本方针不以国际法的不同领域而改变，但有

人正确地强调，这一点并不排除依据规则的类型以

不同方式适用这一方针的可能性。关于结论草案第4
条，有关证据评估的整个问题，包括举证的责任需要

更仔细的审议。与结论草案第5条相关的主要问题涉

及“首先的” 一词，使用这一表述是为了将国际组织

的作用考虑在内，但这似乎造成了某种不确定性。结

论草案第6条需要更仔细的研究，以便确定在国家责

任背景下通过的有关归属的规则是否可以全部照搬。

黄先生提出的关于实践的合法性问题也需要更多的 
思考。

9. 结论草案第7条的第1和第2款得到了广泛

支持，但须作细微修订。所有谈到这一点的委员们似

乎都对该草案同时涵盖实际行动和言语行为这一事

实表示欢迎。另一方面，第3和第4款提出了更大的

问题，将在下次报告中加以讨论。结论草案第8条收

到了一些有关起草和实质内容的有趣评论，这些评论

尤其涉及实践的形式可能存在等级以及同一国家内

部相互矛盾的实践等问题。取决于该结论草案最后的

措辞形式，其中一些问题可在评注中予以处理。无论

如何，重心是在“预先确定” 这一形容词上，而不是

在缺乏等级上，因为较低级别的地方官员的行为显然

没有外交部发言人的份量那么重。结论草案第9条第

1至第3款被视为总体上可接受，但一些术语的使用

受到了中肯的批评。在第4款中提到的“特别受到影

响的国家” 尽管得到了一些委员的好评，但也招致大

量评论与批评，其中一些来自福尔托先生、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和辛格

先生，尚未得到充分的解释。一些委员显然误解了

这一条款的意图，该条反映的是国际法院的案例法。

他肯定无意暗示将某些“大国” 或安全理事会常任理

事国的实践视为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关键因素。他

认为第54段中提供的解释将足以澄清这一条款的含

义，尤其是因为该条没有使用强制性语言 ( “给予应

有的考虑” )而且作为国家类别，那些“利益特别受到

影响” 的国家因规则不同而各不相同，绝非专指任何

特定的国家。如果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保留这一段，

他显然有必要解释这一概念。

10. 结论草案第10和第11条引出的评论与有

关“惯例” 的相应结论类似。有人指出它们的措辞

可以更加一致一些。结论草案第11条第4款中的

“重复计数” 以及结论草案第11条第2款所列清单与

结论草案第7条第2款之间的相似性引起了许多争议

和辩论。这一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因为显然在委员

们之间存在着他尚不完全理解的实质性分歧。

11. 很明显，今后有关该专题的工作仍需讨论

大量问题。有必要对国际组织的某些方面进行更为

详细的审查；墨菲先生、特拉迪先生和哈苏纳先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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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提出的意见有助于讨论。虽然国际组织显

然必须被纳入结论草案，但由此出现的各种不同问

题应该得到更为细致的解释。还必须更为密切地审

视习惯国际法和条约以及习惯国际法和决议的问题，

包括“卡斯塔涅达学说”。此外，他还打算讨论“一贯

反对者” 以及区域、地方和双边习惯等专题。不作为

的作用也需要作进一步审查。

12. 朴先生、村濑先生和雅各布松女士提出了更

全面地探讨有关习惯国际法的存在的举证责任问题。

卡弗利施先生和卡姆托先生认为，讨论将一般原则转

化为习惯国际法的问题不失为明智的做法。诺尔特先

生和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欢迎就一般原则和

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他想知道村濑先生

在提出有必要处理“单边措施及其可施用性的问题”

时，他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一些委员认为有必要审查

两要素的时间方面以及两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

13. 尽管福尔托先生作出了欲速则不达的评论，

诺尔特先生也给出了类似的告诫，但拟议的工作计

划似乎获得了普遍赞同。诚然，时间表似乎雄心勃勃，

但尝试一下并无坏处。他无论如何都不会牺牲质量

以换取速度。如果像几乎所有委员们所建议的那样，

将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那么他希望起草委员

会将有时间在本届会议上审查大多数—即使不是

所有的—结论草案。如果委员会得以在2015年届

会的第一期会议上通过结论草案，他可以在同届会

议的第二期会议上提交相应的评注草案。

14. 关于哈苏纳先生提出的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

更易获得的方式问题，应列入委员会报告的第三章。

15. 主席说，如果没有人反对，他就认为委员

会希望将A/CN.4/672号文件所载11条结论草案提交

起草委员会。

就这样决定。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续完续完 **)

[议程项目1]

16.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问题起草委员会成员名

单宣读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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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穆德先生、卡姆托

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村濑先生、墨菲先生、诺尔

特先生、朴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 (主席 )、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和特拉迪先生 (当然成员 )。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248 (A/CN.4/666，
第二部分，F节；以及A/CN.4/674249)

[议程项目10]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17.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雅各布松女士介绍关于与

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的初步报告(A/CN.4/674)。

18. 雅各布松女士 (特别报告员 )说，为了简洁

起见，她没有在初步报告中重述这一专题的背景情

况，因此，应结合委员会2011年届会报告所附的提

纲 250来阅读初步报告。她建议将该专题分三个时间

段—即武装冲突前、冲突期间和冲突后—来讨

论，因为这样较易于研究该专题、得出结论或制定具

体的准则。虽然委员会的委员们和第六委员会各国

欢迎这种做法，但对每个阶段应赋予的相对重要性

尚有分歧。在她看来，重点应放在第一阶段，换言

之即与一潜在武装冲突相关的和平时期的义务，以

及第三阶段，也就是冲突后的措施上。但是，在各

阶段之间不应划分严格的界线，因为这样做太刻板，

并且可能导致对如何适用相关法律规则的误解。

19. 她打算在以下背景下审查国际法项下与环

境保护相关的指导原则和 /或义务：(a) 为潜在的武装

冲突做准备；(b) 武装冲突行为；以及 (c) 冲突后与环

境损害相关的措施。她希望从专题范围中排除武装冲

突的根源、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特定武器的影响等

问题，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必须谨慎加以讨论。

20. 在初步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对专题

第一阶段的概括介绍：在潜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适用的

248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年 )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

入其长期工作方案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177页，第365段，以及同上，附件五，第218页起 )。在第

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入工作方

案并任命玛丽 · 雅各布松女士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2013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76页，第131段 )。

249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250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五，第

218页起。* 续自第322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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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原则 (和平时期的义务 )。她没有讨论在武装

冲突期间或之后所应采取的措施，尽管在武装冲突爆

发之前就必须为执行这些措施采取必要的准备行动。

她审查了专题的范围方面、若干术语和渊源的使用，

以及本专题与委员会此前审议的专题，如武装冲突对

条约的影响、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共享的自然资

源，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以及危险活动造成的

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等专题以何种方式相关的问题。

她对源于国际环境法的法律义务和原则进行了识别，

这些义务和原则可为旨在减少潜在武装冲突可能对

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预防措施提供指南。因为和平时

期的法律在没有武装冲突时完全适用，所以面临的

挑战是确定与本专题相关的和平时期的规则和原则。

在当前的讨论阶段，试图评估这些规则在武装冲突期

间或之后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适用为时尚早。尽

管防范原则和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在国际人道

法中有相对应的条款，武装冲突法项下的责任与和

平时期的义务十分不同。但是，这些义务的目的和

宗旨的某些方面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都是相似的。

她将在今后关于该专题第二阶段的一次报告中对这

些规则进行比较。

21. 正在审议的报告仅限于讨论最重要的原则、

概念和义务，并不试图确定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

的公约。她没有罗列对保护环境或人权保护进行规

范的所有双边或国际协定，因为这些条约在和平时

期完全适用。为方便讨论，她对“武装冲突” 和“环境”

这两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她想听取委员们对这两个术

语的意见，包括他们是否认为最好不要对它们进行界

定。关于有关人权与环境问题的章节，她所依据的是

联合国与享有安全、洁净、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相关

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约翰 · 诺克斯的工作，尤其

是他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两份报告。251 正在审议的

报告所载结论与独立专家关于存在健康环境的权利、

程序性义务、实质性义务和弱势群体的结论一致。

22. 初步报告第168段中提议的为期三年的时间

表只有在委员会起草准则草案、结论或建议的情况下

才是现实的。她对拟订条款草案表示怀疑，但表示听

从委员会就这一事项的决定。她将继续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区域组织

251 见向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和第二十五届会议分别

提交的初次报告 (A/HRC/22/43)以及调查分析报告和独立专家

关于对哥斯达黎加访问的增编 (A/HRC/25/53和Add.1)。

进行协商。各国如果能够提供有关国际环境法规则，

包括双边或区域条约在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继续

适用的案例，以及与所审议专题相关的条款实例和适

用国内或国际环境法的裁决实例等，也将大有助益。

23. 村濑先生说，所审议的专题同时涉及两个

国际法领域，即环境法和武装冲突法之间的联系和紧

张关系，因此十分重要。虽然他赞赏特别报告员的谨

慎方针，但她为专题范围划定界限的方式存在问题。

在上一届会议的协商期间，他和许多其他委员认为，

这一工作应主要侧重于在武装冲突期间适用的规则，

但初步报告似乎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他不明白为什

么特别报告员打算侧重于国内武装冲突，而将国际

武装冲突排除在外。然而，特别报告员在2011年提

交的提纲 252中曾明确关注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

并引述了越南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战争实例，

提出了使用某些能够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武器在

战时法之下是否合理的重要法律问题。

24. 此外，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61段中

指出：武装冲突的“不同阶段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分

界线”，而适用武装冲突法的前提却是建立在对这些

阶段划分明确分界线的观点上，这一点从《1949年8
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

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三条中可明确

看出。他想知道为什么初步报告着重讨论了和平时期

的国际环境法，而此专题并非关乎总体的环境保护

问题，而是讨论与武装冲突相关的保护这一特定问

题。例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委员会工作的相关

性是有限的，因为它关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保

护，而这一点并非武装冲突这种例外情况下的优先事

项。特别报告员正确地指出，一些有关武装冲突的

法律规则也适用于冲突之前和之后的阶段，但她没

有具体说明这些规则，而这些条文至关重要，尤其

是在条款草案或准则需涵盖冲突第一阶段的情况下。

无论如何，就第一阶段而言，委员会必须将自己限

制在武装冲突法的现有规则范围内。例如，《第一议

定书》关于新武器的第三十六条使得涵盖任何可能危

及国际水道或跨界含水层的新武器成为可能。然而，

将其视为可扩展纳入国际环境法的所有原则和规则，

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这表明委员会一

开始应仅限于向各缔约国提供建议，建议其测试新型

252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五，第

218页起，尤见第218–219页，第6和第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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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时当谨慎，同时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制定

军事手册，以备在今后的武装冲突时使用。尚不清

楚保护军事基地周围的环境是否属于本专题的范畴。

25. 吉滴猜萨里先生指出，特别报告员在初步

报告第47段中的意见认为，各国和国际组织已认识

到环境问题，并明显打算在和平时期计划和开展军事

行动时考虑这些问题。但情况是否处处如此令人怀

疑，因为初步报告主要审查的是工业化国家的做法，

这些国家具备考虑环境问题的财政、物质和技术资

源。此外，这种做法并不统一。在海军部长温特等

人诉保护自然资源理事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

一家环境保护协会败诉，该协会曾要求美国海军在

使用可能危及海洋哺乳动物的声纳设备进行训练时

采取最严格预防措施。因此，认为已存在牢固确立

且普遍公认的有关在开展军事活动期间 (甚至是在和

平时期 )保护环境的义务，这一结论是不正确的。委

员会在讨论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问题时必须谨慎，

不要指望各国毫无保留的支持。

26. 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已在若干国际文书中

得到处理，在此不应讨论；某些武器的影响问题也是

如此。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强调需要处理非国际

武装冲突，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了非国家行为者是否

也需接受国际环境法规则约束的问题。“自然环境”

和“人文环境” 之间的区别不应体现在为本专题之目

的而对环境所做的定义中；首先，因为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对《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

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
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评注 253 来看，并不清楚进行这

一区分的目的，或该区分具有何种法律价值；其次，

不同的生态系统之间的自然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个法

律分析问题。关于可持续的环境原则是否在武装冲

突中继续适用，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决定。该原则的

笼统和不确切性似乎表明它不发挥关键作用。此外，

它通常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政治和社会经济概念而不

是一项法律原则，这一事实确认了一种观点，即将

其列入在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不导致更大

混乱是不可能的。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关于该观点的

结论与委员会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因为它

们所基于的纯粹是以贸易为导向的考虑因素。最后，

关于防范原则，初步报告第143和第144段中援引的

253 可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查阅：https://ihl-databases.
icrc.org/applic/ihl/ihl.nsf/vwTreaties1949.xsp。

欧洲联盟法院的多项裁决是相互矛盾的。关于阿尔

法马公司诉欧洲联盟理事会案的判决指出，共同体

的机构或可基于防范原则采取措施，但特别报告员

却从瓦登海案的判决中推断欧洲联盟成员国都受该

条原则的约束。接下来的报告应就源于防范原则的

国家义务的内容和法律地位进行澄清。

下午12时40分散会

第3228次会议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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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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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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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续 *)

[议程项目14]

国际法院院长的发言

1. 主席欢迎国际法院院长彼得 · 通卡法官来访

并请他对委员会发言。

2. 通卡法官 (国际法院院长 )说，国际法院履行

其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职责，在过去一年里

就三项国际争端的案情实质做出了重大裁决。

3. 第一项裁决涉及请求解释1962年6月15日
对柏威夏寺案 (柬埔寨诉泰国 )所作判决案 (柬埔寨诉

泰国 )。泰国于1954年占领柏威夏寺后，柬埔寨与泰

* 续自第322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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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嗣后谈判未果，遂于1959年向国际法院起诉泰国。

在原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柬埔寨引以为据的是一张

地图，即“附件一地图”，该图显示柬埔寨与泰国的

边界线在柏威夏寺以北，因此，寺庙位于柬埔寨境

内。在1962年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判定该寺庙位于

柬埔寨的主权领土范围内；泰国有义务撤出驻扎在寺

庙之内或柬埔寨境内附近地区的任何军事部队或警

察部队，或其他卫兵或看守；泰国有义务归还自1954
年该寺庙被占领以来，泰国政府从寺庙或寺庙所在

地区搬走的一切物品。

4. 法院在2013年11月11日下达的判决中得出

结论称，双方就1962年判决的三个具体问题存在争

议：第一，1962年的判决是否就附件一地图所示界线

构成双方在柏威夏寺区域的边境线进行了具有约束

力的认定；第二，判决第二执行段中使用的“柬埔寨

境内的附近地区” 一语的含义和范围；第三，判决第

二执行段所要求的泰国撤出其人员义务的性质。

5. 法院注意到原判决的三点内容尤为重要：第

一，1962年，法院认为所处理的只是关于柏威夏寺

所在区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而不是参与划定当事双方

的边境线；第二，附件一地图在法院推理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第三，法院在定义所处理的争端时，明

确指出只涉及“柏威夏寺区域” 的主权。

6. 在就1962年判决第一执行段的范围和意义

进行了分析后，法院得出结论称该座寺庙显然位于

柬埔寨主权领土内。法院继而澄清了1962年判决中

所使用的“附近” 一词的含义，判定寺庙“附近” 延伸

至寺庙所在的整个柏威夏海角，但不包括海角以外

的领土。因此，法院驳回了柬埔寨关于“附近” 也包

括特腊塔山的主张。最后，法院认定第二执行段中

的“柬埔寨境内的 [寺庙 ]附近地区” 一词与第三个执

行段落中的“寺庙所在地区” 一词指的是同一小片领

土。因此，法院1962年就这片领土施加的义务依据

的是第一执行段所载的结论。最后，法院还认定三

个执行段所指领土范围是相同的，均以柏威夏海角 
为界。

7. 2014年1月27日，法院就秘鲁与智利之间海

洋争端案的案情实质做出了一项判决，该案的事实具

有特殊性。关于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划分两国海域的

问题，双方提出了本质上截然不同的相反意见。秘

鲁主张两国之间不存在业已商定的海洋边界，并要

求法院采用常用的三步走方法划定边界。智利则认

为法院不应进行划界，因为已存在双方商定的国际

海洋疆界，即从秘鲁与智利的陆地边界线起点开始，

沿纬线水平向外平行延申至少200海里。

8. 根据所提交的证据，法院认定双方在1954年
的一项协议 254 中确认了存在与纬线平行的海洋边界，

只是没有确认延伸的距离。鉴于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初双方的渔业状况和活动，法院判定商定的海

洋边界从起点水平延伸80海里。

9. 在从商定的海洋边界终点确定未定义的海洋

边界时，法院依据体现习惯国际法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74条第1款和第83条第1款进行了审理。法

院在运用三步走的方法时，认为不存在需要调整临时

等距线的特定情况，也不存在明显重大的比例失衡，

可引起对临时等距线之平等性质的质疑。

10. 他感谢双方在判决作出不久后便依据法院

判决的描述内容，就双方海洋边界的准确地理坐标

达成了一致。

11. 在审议期内作出的第三项重大判决涉及南

极捕鲸案 (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与 )。澳大利亚

指控日本以特殊许可的南极日本鲸类研究项目第二

阶段为名继续开展大规模捕鲸活动，违反了日本在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下应当履行的义务。

12. 鉴于特殊许可的南极日本鲸类研究项目第

二阶段并非《公约》第八条意义上出于科学研究目的

而进行的项目，澳大利亚还进一步指控日本违反了

《公约》附表的三项实质性规定。所涉规定是：遵守

禁止出于商业目的击杀任何种类鲸之禁令的义务；不

在南大洋保护区出于商业目的抓捕长须鲸的义务；遵

守禁止渔业加工船捕获、击杀或加工处理鲸 (小须鲸

除外 )的禁令的义务。日本反驳了所有指控，称日本

鲸类研究项目的第二阶段是出于科学研究之目的进

行的，因此属于《公约》第八条第1款所规定的例外

情况。

13. 法院认为，《公约》第八条给予《公约》当事

国酌处权，可拒绝特殊许可证请求或明确说明颁发

许可的前提，但根据所请求的特殊许可证进行捕获、

254 《关于特别海洋边界区域的协定》[英 ] (1954年12月4日，

利马 )。



 第3228次会议——2014年7月22日 145

击杀和加工处理鲸的行为是否出于科学研究之目的

不能仅凭该国的一面之词。为了确定一项目使用致

命方法是否出于第八条所述的科学研究目的，法院

必须考虑该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就其所申明的目的而

言是否合理。法院认为，一项目涉及出售鲸肉并利

用其收益资助研究，单凭这一点不足以说明不符合

第八条规定的特殊许可要求。

14. 法院结合《公约》第八条，对日本鲸类研究

项目第二阶段的设计和执行进行了评估，法院认为，

有证据显示，至少就研究人员需要的某些数据而言，

非致死方法是不可行的。不过，法院认为日本的鲸类

研究项目本应包含对某些非致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以减少项目所计划的以致死方法获取样本的规模。

15. 法院随后评估了日本鲸类研究项目第二阶

段使用致死方法的规模，得出结论称，虽然实际捕

获量与目标之间存在差距，但是日本未能就该项目

之目的以及目标样本之规模作出调整，因此让人怀

疑能否将日本鲸类研究项目第二阶段归类为出于科

学研究之目的的项目。

16. 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虽然日本鲸类研究

项目第二阶段涉及可以大致被归类为科学研究的活

动，但是根据所掌握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项目的设

计和执行就实现项目目的而言是合理的。因此，法

院认定，日本政府向日本鲸类研究项目第二阶段颁

发的对鲸类进行击杀、捕获和加工处理的特别许可

证不属于《公约》第八条第1款规定的“为科学研究的

目的”。法院因此认定，除其他外，在日本鲸类研究

项目第二阶段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长须鲸的每一

季，日本都没有遵守禁止商业捕鲸和船上渔业加工的 
义务。

17. 关于补救办法，法院已下令日本撤销向日

本鲸类研究项目第二阶段发放的对鲸类进行击杀、捕

获或加工处理的任何现行授权、许可或执照，并不

再为该项目的继续进行发放任何《公约》第八条第1
款所指的许可。

18. 该判决表明国际法院有能力处理科学含量

高的证据，有力地反击了某些学术圈以及其他地方

对国际法院无力处理事实密集型、科学含量高的案

件的批评。此外，法院就同样涉及复杂事实和技术

考量的空中撒播除草剂案所作的准备工作 (该案后

撤销 )得到了当事双方的称赞，双方承认了法院为解

决该案所做的重要贡献。

19. 2014年初，法院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

罪公约》的适用案 (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 )举行了公开

听证。该案在主要申诉和反诉的案情实质方面提出

了一些难题，还提出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司法问题。

克罗地亚控诉塞尔维亚在1991年至1995年间犯下了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行，而塞尔维亚在反诉中指称

克罗地亚在1995年采取的行动同样违反了国际人道

法。法院正在认真起草判决，希望在2015年初作出

判决，从而使双方为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纷争划上圆满 
句号。

20. 法院将于2014年9月就收缴和扣押某些文

件和数据的问题案进行公开听证。该案于2013年12
月才送到法院。2014年3月，法院已下令应东帝汶的

要求采取若干临时措施，间隔时间之短显示法院能

够及时、有效地颁布争端解决办法。

21. 法院还审理了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

某些活动案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和哥斯达黎加

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案 (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
这两起案件已合并审理。2013年11月，应哥斯达黎

加的要求，法院下令尼加拉瓜采取临时措施。2013
年12月，法院一致认定不需要像尼加拉瓜要求的

那样，下令针对哥斯达黎加采取临时措施。法院希

望能在2015年春就联合诉讼的案情实质进行公开 
听证。

22. 法院近期的活动证明，各国越来越多地将

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作为和平解决对保护自然环

境有潜在影响之争端的适当场所。两个相关的例子

是：2013年提交的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受侵

犯的指控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以及尼加拉瓜海

岸200海里以外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

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2014年2月，哥斯达黎加

就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洋划界案提起了诉讼。这些

诉讼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这是国家首次要求国际法

院在共同陆地边界尽头向海洋延伸的区域进行海洋

划界。2014年4月，马绍尔群岛在三起独立的停止核

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义务案中，分别起诉了印

度、巴基斯坦和联合王国。在对联合王国的诉讼中，

马绍尔群岛援引了1969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

义务；在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诉讼中，马绍尔群岛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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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习惯国际法。在所有这些诉讼中，马绍尔群岛

都援引了当事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

二项作出的承认法院之管辖具有强制性的相互声明，

作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依据。

23. 2013年9月23日，法院举行了和平宫百年

庆典。许多贵宾在庆典上发言，活动十分成功，并

提供了积极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发言者的讲话将结

集出版，标题为“通过国际法院加强法治”。255

24. 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国际法院作出的判

决比成立之初的45年都多，和平解决了与海洋或陆

地边界、条约解释、环境法、海洋地物主权以及保护

生物资源和人类健康等事务有关的争端。不过，与

所有国际裁判机构一样，国际法院处理争端的管辖

权也必须得到当事方的同意，因此，只有约三分之

一的联合国成员国做出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

条第二项下的声明，令人遗憾。他希望那些公开表

明支持国际关系中法治的国家尽快发表该声明。

25. 墨菲先生说，国际法院在南极捕鲸案中处

理了大量科学数据，有力地驳斥了人们在乌拉圭河

纸浆厂案之后提出的批评。他希望进一步了解法院

在空中撒播除草剂案中处理证据的方法，并想知道

该案是否可以作为今后处理涉及复杂事实和科学证

据的案件范本。

26. 通卡先生 (国际法院院长 )解释说，在某些

需审议大量事实或科学数据的案件中，提前较长时间

为听证作准备是有益的。就该起案件而言，离预定

听证还有15个月时，法官们便初步交换了意见，并

指定了两名法院成员编写详细报告，概述大量诉状。

法院随后向当事方发送了问卷，邀请他们在口头审

理中侧重某些具体问题。法律还找到了三家联合国机

构，在需要时向他们借调专家，对科学数据作出解释。

27.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拉丁美洲国家

向国际法院提出的申诉数量表明了它们对联合国主

要司法机关工作的信任。他询问，作为惯例为法律确

信所接受的国内法原则是否可能成为国际法渊源的

一部分，《国际法院规约》在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寅 )
款中对这一渊源的旧称为“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

所承认者”。

255 G. Gaja和 J. Grote Stoutenburg (编 ), Enhancing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 68,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4。

28. 通卡先生 (国际法院院长 )承认第三十八

条的措辞古朴：毕竟它所基于的是《常设国际法院

规约》。在没有关于相关主题的具体公约或条约的情

况下，国际法院可适用国内法或习惯国际法的一般原

则解决冲突，或是澄清国际公约的术语。一般原则

在不同案件中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很难

找到一部具体的关于律师与客户交流之保密性的国

际公约，但是肯定能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找到一些原

则。因此，在收缴和扣押某些文件和数据的问题案中，

这类一般原则或许可以发挥作用。

29. 福尔托先生提到法院最近的判例法，如其

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以及南

极捕鲸案提出的咨询意见，指出法院在两案中都适

用了与条约解释适用规则不同的特殊规则对单方面

行为作出了解释。这让人觉得对国际文书的解释规

则变得不成体系。或许现在需要就适用于条约法范

围外之外的解释规则进行阐述了。

30. 通卡先生 (国际法院院长 )说，在关于科索

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的咨询意见中，

法院提出了关于解释安全理事会等国际机构决议的

若干规则。条约法不适用于单方面行为，单方面行为

的解释规则或可成为一个供委员会审议的专题，但

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专题。

31. 哈苏纳先生询问，即将任命法院新成员是

否会延缓案件的审理速度。他想知道，为了使新法

官熟悉案件，将会采取哪些措施。虽然所有法官都

必须保持中立和客观，他想知道法官的文化和法律

背景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方法以及对法院最终判

决的意见。

32. 通卡先生 (国际法院院长 )说，新法官一旦

选出，便会收到卷宗，以便为听证作准备。法官只

有在曾经担任案件当事一方的代理或律师的情况下

才须回避。国籍不构成取消法官参与一起案件资格

的理由。法官可能因不同的法律和教育背景而采用

略有不同的方法，但国籍因素因每起案件都有一个

由15名法官共同组成的小组审理而抵消。听证过后，

每位法官都必须就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撰写说明，经

合理论证得出结论，并在一次会议上进行介绍，其

他人可就其论证提出质疑。这一过程保障了审议每

起案件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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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席感谢通卡法官分享的宝贵见解以及对

问题的详尽答复。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续续 ) (A/CN.4/666，
第二部分，F节；以及A/CN.4/674)

[议程项目10]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续 )

34.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与武装冲突有关的

环境保护的初次报告 (A/CN.4/674)。

35. 朴先生说，在大韩民国，和平时期武装部

队的决策制定通常会考虑环境因素，不过出于国家

安全利益的考虑，还是有一些法律豁免和军事规章

将国防因素置于环境考虑之上。

36. 他提到特别报告员采用的划分三个阶段的

方法—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或第一、第二

和第三阶段，他称适用于第一阶段的国际环境法和

人权法规则大多也适用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由于第

一阶段在技术上被视为和平时期，和平时期的国际

法规则和原则大多也适用于该阶段。因此很难就和

平时期与“为潜在武装冲突作准备” 的时期—即第

一阶段—做出有意义的区分。一些国家规定的环

境法对军事活动的豁免表明，国家安全有时被置于

环境利益之上，因此作为拟议法引入的任何新义务

都可能遭到抵制。

37. 鉴于委员会就该专题拟订的任何准则针对

三个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范围和对象，应

当注意拟订一套能够连贯有效地适用于每个阶段的

前后一致的规则和原则。鉴于每个阶段之间没有严

格的分界线，不同阶段的规则可能会有所重叠。与特

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59段中提出的建议不同，他

认为本专题的讨论不应只侧重第一和第三阶段，同

样也应重视第二阶段。虽然某些国际法涉及武装冲

突期间的环境保护问题，但是已经过时。

38. 他理解特别报告员不愿在本专题中讨论文

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但是将文化遗产排除在外，却

将“环境” 定义为包含景观的美学方面 (从提到环境的

“特征” 可以看出 )似乎有些矛盾。1993年《欧洲委员

会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使

用的定义包含构成文化遗产的财产。问题的核心在

于“文化遗产” 是否构成“环境价值”。“特征” 一词似

乎不仅指物品和耕地，也包括除自然资源外，公众

赋予某一区域特质的价值。因此，在优化“环境” 一

词的定义时，需讨论是否应当将文化遗产纳入“景观

的特征” 这一概念。

39. 如果像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66段中所

提议的那样，委员会在本专题中不单独讨论武器这

一有争议性的问题，那么它将无法处理核武器、化

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造成的环境损害。存在关于不同

武器类型的专项条约表明这方面需要专门的法律。

他希望本专题的成果是一项适用于所有这类问题的

“总体配方”。

40. 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67段中指出，应

当谨慎地对待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问题。然而，这

似乎与本专题没有直接联系并可能引出一些复杂的

法律问题，例如大规模人口移动的环境影响以及土

地索赔问题。

41. 关于“武装冲突” 的定义，他认为改写关于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 256第2条草案中的定

义，使其包括不涉及国家的武装冲突情形将是最为合

适的办法。不过，只提到“有组织的” 武装团体可能

增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因为并非每一个与对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的国内冲突相关的武装团体都属于该类别。

“一国内” 这一限定语也没有必要，因为许多武装团

体是跨国组织的。无论对无组织的单个团体执法有

多困难，都应当将这类团体纳入其中，特别是委员

会的目的是制定准则而不是条约。不过，应当讨论

如何在和平时期，尤其是第一阶段有效地对不受控

制的事实上的政治独立团体执行规则和原则。

42. “环境” 一词不好定义，因为它的范围随情

况不同而变化。2006年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

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257中的定义只是为该特定

情况提出的。委员会不应当沿用先前专题中的定义，

而是应该重点确定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 概念的

范围，这对于第三阶段的赔偿问题尤为重要。

256 大会2011年12月9日第66/99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转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8页起，第100–101段。
257 见委员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危险活动引起跨界

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6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9页起，第66–67段。另见大

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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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初步报告信息量大，但是没有深入地分析

实际适用所述国际环境法和人权法各项原则的情况。

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如适用，适用于哪些

阶段以及如何适用都是下次报告应涉及的问题。他

还建议进一步审议其他规则和原则，不过他对是否

应当单独处理土著权利问题有所保留。

44. 墨菲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24段
中所述的“深信很多国家已有着眼于与武装冲突有关

的环境保护的立法或法规” 表示怀疑。虽然大多数国

家都有国家环境法，但是不能假定该国的军事部队

受这类法律的约束，至少在武装冲突时期不是如此。

例如，美国显然就并非如此，该国的国内军事活动

可援引国家安全理由得到大量豁免。此外，美国的

大多数环境法都解释为不得域外适用。

45. 关于初步报告第47段，他同意特别报告员

的意见，即不可能宣称在该领域存在一般和普遍的惯

例，亦不可能在该领域创建习惯国际法的证据。他

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所采取的谨慎方针，包括她不

想涵盖可能导致委员会关于该专题工作过于复杂的

各类问题以及倾向于制定准则而非条款草案的想法。

提供的暂行定义有助于为讨论提供框架，但最后文

本中可能不需要该定义。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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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提到的都是“自然环境”，而不仅仅是“环境”。

46. 正如初步报告第88段所指出的，只有为数

很少的条约直接涉及到了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

大多数和平时期的环境条约没有提到武装冲突期间

的适用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它们不适用于武装冲突 
情况。

47. 特别报告员在多大程度上将初步报告中列

出的环境和人权概念及原则视为可普遍适用的法规，

以及她如何将这些概念及原则与武装冲突联系起来，

这一点不是很清楚。例如，很难看出可持续发展与

武装冲突之间有什么联系。假定初步报告中讨论的

某些原则和概念的确有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法律内容，

他认为明示或间接保护环境的特定战时法规则就可

以被视为适用了这些环境原则及概念。不过，他强

调这类战时法规则没有取代国际法的其他规则，且

战时法本身不是一个自足的制度。

48. 斯图尔马先生表示支持采取三个阶段的方

法，但是希望说明每个阶段有哪些特别相关的规则。

很难想象委员会不制定规则就提出与国内冲突中的

环境保护有关的义务—现行国际法中没有涵盖这

方面内容，这将导致涉及武装冲突法，尽管特别报

告员表示委员会并无修订武装冲突法的意图。

49. 明确指出本专题的成果应采取何种形式可

能为时过早，但是必须知道本专题是否仅涵盖国家

义务还是也涵盖非国家行为方的义务。如果也涵盖

非国家行为方，那么将需要识别出对有组织的非国

家武装团体具有约束力的习惯国际法。尽管他赞同

第78段从抽象角度提出的关于武装冲突的定义，但

这一定义是否对本专题有用将取决于相关义务对谁

具有约束力。

50. 特别报告员不愿涉及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他表示赞同，但指出为环境所拟议的定义可能与教

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有重叠之处；此外，定义中

不妨加上底土或地下空间。

51. 他欢迎秘书处对国家实践的调查以及对委

员会以往相关专题工作的重申，但对初步报告没有

涉及武装冲突期间环境原则与概念的适用程度这一

关键问题表示关切。报告中提出的某些原则与武装

冲突没有明显联系；此外，与报告所述相反，“谁污

染谁付费” 原则不是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一项赔

偿原则，而是一项经济和法律原则，目的是内部消

化与环境的某些部分 (例如水或空气 )之使用与污染

有关的费用。他认为，人权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可能

是连接本专题三个阶段的最佳途径。最后，鉴于本

专题的复杂性，将需要比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三年

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其工作。

下午1时散会

第3229次会议

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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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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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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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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 
爵士。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续续 ) (A/CN.4/666，
第二部分，F节；以及A/CN.4/674)

[议程项目10]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继续审议与武装冲突有关

的环境保护初步报告 (A/CN.4/674)。

2. 萨博亚先生说，尽管存在一些不具约束力的

宣言和决定、源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般准则以

及一些条约条款，但为了在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

之后保护环境，仍然有许多立法工作要做。特别报

告员在介绍中巧妙地处理了武装冲突期间武装冲突

法、国际人道法与环境保护规则和人权的共存问题。

她分三个时间段审议该专题 (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 )
的提议受到了欢迎，尽管有人在这方面表达了不同意

见，但优先考虑第一和第三阶段似乎是合理的，这

两个阶段的实践和法律材料的数量不是太多。

3. 他赞成根据检察官诉杜什科 · 塔迪奇又名

“杜莱” 案的判决，将一国内部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

的冲突纳入“武装冲突” 的定义，以涵盖没有涉及国

家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这类冲突频繁发生证明需

要这样一种全面的定义。伊拉克、索马里及其他非

洲国家都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被实际排除在外的

敌对行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例子。因此，非国家行

为体在冲突期间应当受到环境保护规则的约束，这

一点至关重要。所拟议的“环境” 定义很有意思，但

为了说明清洁的环境与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之间

的关系，它还应当包括人的层面。因为土著人民的

传统生活方式与自然关系密切，所以他们尤其容易

受到环境的影响。

4. 最后，就法律渊源而言，对联合国在安理会

授权的行动中保护平民的实践进行审查将会有所助

益。在分析环境破坏、贫穷、政治紧张和国内武装

冲突之间的关系时，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也可能

具有一定意义。

5. 尼豪斯先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解

决该专题的办法不仅应当包括特别法 (武装冲突法 )，
还应包括环境法和人权法等其他适用的国际法领域。

他也赞成将该专题分为三个阶段，但不确定是否应将

一个阶段视为比其他阶段重要，尤其是因为很难在它

们之间画出分界线—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逻辑

上来说，即使是冲突前的预防措施将提供最高效的

保护，冲突期间和冲突之后也可采取许多其他措施。

无论如何，正如特别报告员所做的一样，必须强调

委员会无意修改武装冲突法，它显然没有理由审查

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

6. 另一方面，他不赞成仅仅因为文化遗产受到

具体公约即教科文组织各项公约的管辖而将保护文

化遗产排除在外，因为这些公约的效率不高。至少

应当再次讨论“文化遗产” 的概念，并且应当评估相

关的国际规定。正如朴先生已经指出的，环境的定

义提到了“景观的特征” 却将文化遗产排除在外，这

也不合逻辑。

7. 不论武器问题可能多么令人感兴趣，在该审

议阶段对其进行审议似乎为时过早。在审议难民和

流离失所者问题时，应当极其谨慎。初步报告第十

和第十一章所载分析 (分别涉及环境原则和概念，以

及人权与环境 )将对该专题的整个工作最有帮助。特

别是，健康的环境影响到享受人权的思想正在得到

普及，国际社会对当前所审议专题和保护大气层专题

的积极反应就是证明。最后，和其他委员一样，他

认为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时间过短。

8.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欢迎与武装

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初步报告，该报告使2011年开

始的与该专题有关的工作取得了进展。然而，必须铭

记委员会内部以及第六委员会对应当优先考虑三个

阶段中哪个阶段的保护问题存在巨大意见分歧。从初

步报告第167段来看，特别报告员将在下一次报告中

重点关注第二阶段 (冲突期间 )，这或许会以减少对

其他两个阶段的关注为代价。不过，从全世界冲突的

扩散情况来看，显然不能忽视冲突前阶段。无论如何，

有必要澄清三个阶段各自的重要性，特别是因为它

们之间的界线并不是那么分明或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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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也需要对国家实践进行更加深入的审查，由

于这一原因，希望更多国家能够提供相关例子。许多

国家已在宪法或者立法中对环境保护做出规定，而这

种保护，即使未必与武装冲突相关，也是始终适用的。

应当鼓励与其他机构进行交流，因为缺乏与所审议

专题相关的信息是一个巨大障碍。就下一阶段的工

作而言，如果特别报告员能够解释她为什么不打算

涉及包括自然资源开采在内等环境压力诱发武装冲

突的情况，将会有所帮助，特别是因为她承认这些

环境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更加深入地思考工作

成果的形式，当然，最后决定应由大会来做。

10.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赞同特别报

告员关于采取分时间段的办法审议该专题的提案，因

为它会说明一个事实，即武装冲突可能破坏环境，不

仅是由于敌对行动期间的行为，而且由于国家在冲突

之外与军事计划和军事活动管理相关前期行动 (调动

等 )，或者由于和平时期制定的交战规则等可能影响

到环境的规则。这一办法同样可以证明敌对行动可

能经常对环境造成持久影响，这种影响可能阻碍冲

突后的恢复并因此影响到人口。

11. 将该专题分为不同时间段预先假定能够识

别每个阶段的行为体以及适用于它们的国际公法规则

或原则。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似乎做出了正确的决

定，在所有三个阶段将国际法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

虑，以避免碎片化影响。同样，她正确地选择了不将

人权和环境问题作为一项新的人权，而是作为以享有

健康环境为目的的一系列人权来处理。尽管这一办法

更难，但从法律和技术角度来看，它更加合适。在审

议该专题时，土著人民和难民一样应当受到特殊照顾。

12. 初步报告中拟议的“武装冲突” 的定义足够

宽泛，但不清楚为什么只有非国际冲突才受到形容词

“长时间” 的限定。可在环境的定义中纳入“文化遗产”

概念，它包含了景观的所有方面，包括自然的与人造

的。最后，她认为建议的工作时间过短，特别是如果

要在后续报告中更深入地调查环境保护的预防阶段。

1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委员会必须按照定

义把握该专题，不处理未决定的且经常很敏感的环境

或人权法问题，或土著人民的权利问题。也不应当

由委员会在本专题项下来决定可持续发展是否为一

个概念、一项原则或一国际法原则，或者再次审议

环境保护法。同样，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

66段所述，委员会不应当处理具体武器的影响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传统上是国家

之间谈判的主题。另一方面，她必须努力确定与该专

题有一定相关性的、适用于和平时期的规则和原则，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14. 初步报告涉及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第一阶段，特别报告员显然打算在后续报告中处理

其他两个阶段，但她没有具体说明她是否打算提出

第一阶段相关的准则。她正确地提到了委员会关于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工作，258 其中明确涉及到与

国际环境保护相关的条约的地位问题。不过，她说

这些条款草案，特别是条款草案第3条阐明了推定存

在武装冲突并不当然终止或中止条约的运作，这种

说法是否正确并不那么确定。条款草案第3条并没有

阐明某种推定，而是一种陈述。由于这一原因，很

难看出它如何能够发挥起点的作用，因为它并没有

谈到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的切实继续适用问题，而

只是说条约并不当然终止或中止。

15. 一些术语和表述—如报告中用法不尽

相同的“原则” 和“规则” 等术语—需要澄清，而

“原则和概念” 或“规则和原则” 等表述至少可以说是

模糊的。尽管初步报告中对“政治概念” 和“法律原则”

进行了区分，但这两个表述在使用时几乎是相当随意

的。“概念” 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而非法律规则，能

说它是“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的备选者” 吗？

16. 专题的范围尚未被明确界定；第六委员会

中就此表达过不同的意见。希望特别报告员同意当

前所审议的专题不得作为对国际环境法规则的法律

地位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借口。即使他不确定将该专

题分为三个阶段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他还是同意

特别报告员的看法，认为应当将重点放在第一阶段

和最后一个阶段。关于武装冲突期间本身已经有大

量的规则和实践，修正它们不是委员会的任务。就

术语的使用而言，如果委员会决定在案文草案中纳

入一个“武装冲突” 的定义，那么它应当包括所有类

型的武装冲突。

17. 特别报告员不愿就“环境原则和概念” 在武

装冲突中的相关性或适用性问题做出草率的结论并

打算将工作仅限于确定它们是否仍然可以适用，这

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虽然她对它们进行了探讨，

258 大会2011年12月9日第66/99号决议，附件。委员会

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08页起，第100–10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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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没有说到它们是如何适应本专题的背景的。而

且，也不清楚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否与本专题直接相

关，而且它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也令人怀疑。世界

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判例法也是如此。有些令人惊

讶的是，当特别报告员提到巴尔默 -沙夫罗斯等人诉

瑞士案时，仅仅援引了反对法官的意见，而没有援

引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人权的法律特征确实与国

际环境法规则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可能对本专

题的助益有限的原因。最后，关于今后的工作方案，

他很高兴特别报告员打算编写一份分析性更强且更

加具体的第二次报告，他支持特别报告员有关起草

不具约束力准则的提议。

18. 哈苏纳先生赞同特别报告员对所审议专题

采取的分步走的办法，本专题无疑是复杂的，因为

它涉及到不同的国际法律制度，并且借鉴了非常类

似和重叠的原则和概念。尽管它们在本质上模糊和

不精确，但这些原则和概念确实存在，必须加以协

调并成为编写所有准则的中心。

19. 特别报告员出于实际、程序和实质性原因希

望限定本专题的范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鉴于环境

压力和难民或流离失所者的移徙事实上都是武装冲突

的结果和原因，对它们予以适当注意可能是有益的。

可以在准则草案评注中处理特定类型的武器问题，解

释对它们的审议不影响适用于它们的规则和公约。

20.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打算以武装冲突对条约

的影响条款为基础制定“武装冲突” 概念的定义；拟

议的定义似乎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提出的

定义一致。鉴于工作的宗旨和目的，应当提到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因为国际或非国际的武装冲突都可

能对环境造成有害后果。同样应当明确的是，就本

专题而言，有武装冲突就意味着必定会有一定程度

的组织和强度。这些是解释1949年关于保护战争受

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时通常采用的标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应当明确以暴乱、孤立和

零星暴力行为或其他类似行为为形式的内部骚乱和

紧张局势不应被视为武装冲突。如果准则涵盖武装

冲突的所有三个阶段，还应当为确定冲突开始和结

束时间制定标准。

21. 他赞同特别报告员为定义环境所采取的方

法以及她对环境的定义，特别是因为该定义提到了自

然资源。他欢迎与诸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在国际法

各个不同领域工作的组织进行磋商。他想知道特别报

告员如何看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5年出版的关

于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有争议的研究报告。259

22. 特别报告员确定了在武装冲突期间可能仍

然适用的五项环境原则和概念，并说以后将探讨它

们的适用范围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内，它

们当中的大多数法律地位尚不确定，而且初看起来，

这些原则和概念似乎并不属于习惯国际法的范畴。因

此，为了有利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特别报告员应当

在下一次报告中说明这些原则在武装冲突中的影响，

以最大限度发挥拟议的准则在实践中的作用。

23.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法律地位具有争议性，

它与本专题的相关性值得怀疑，因为它通常适用的情

形与武装冲突有很大不同。初步报告中列举的关于预

防和防范原则的例子主要来自欧洲的经验。还应当探

讨北美洲等其他地区的实践。为说明环境与国际人权

法之间的关系，《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24条
可对报告中所举例子进行补充，该条款规定“一切民

族均有权享有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普遍良好的环境”。

24. 委员会在要求各国提供更多资料时，应当

具体说明关于和平时期实践的资料同样有所帮助。最

初的要求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包括冲突之前的第一

阶段。最后，他认为委员会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

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果应当采用务实的准则形式。

25.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赞同特别报告员确定

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适用规则和原则时所使用

的方法，他赞同村濑先生提出的委员会应当重点关注

第二阶段的提案。第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就像文

化财产受到教科文组织《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

化财产的公约》保护一样，是否必须将自然环境视为

一项法定资产并因此予以保护，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是

平民在战争期间生存所需而予以保护。为阐明环境与

人权之间的联系，特别报告员应当研究和分析区域法

院在涉及自然环境的案件中是如何解释这些权利的。

在这方面，美洲人权法院最近的判例法令人关注。

26. 为确定哪些权利在武装冲突期间仍然适用，

特别报告员可以对只源于国际人道法的权利、只源

于人权文书的权利以及源于这两类规则的权利进行

区分，正如国际法院在2004年就在被占巴勒斯坦领

259 J.-M. Henckaerts and L. Doswald-Beck (编 ),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vol. II, Practice  
(2 Par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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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案所发布的咨询意见中

所做的那样。

27. 必须谨慎处理武装冲突期间预防和防范原

则的适用性问题，同样必须谨慎处理的是引起联合

国各会员国激烈辩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它实际

上是否为法律原则的问题。在定义“环境” 概念之前，

最好首先确定对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解释方

式是否不同，换句话说，对它在和平时期的解释是

否更加宽泛，包括了人类环境，而战争时期则仅限于

自然环境。另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在武装冲突

中是否有保护环境的习惯义务，不论是国际武装冲

突还是非国际武装冲突。国际法院在1996年就以核

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发布的咨询

意见中认为，《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

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

定书》)第35条第3款和第55条规定了保护自然环境

的义务，是对签署了这些条款的所有国家的有力约

束。同样有所帮助的是，确定哪些类型的义务是在发

生非国际武装冲突时非国家行为体必须履行的义务，

特别是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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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提到保护环境的义务。在同一份咨询

意见中，国际法院指出国家在评估追求合法军事目标

时什么是必要和相称时，必须考虑到环境，并且裁

定尊重环境是评估一项行动是否符合必要性和相称

性原则的要素之一。特别报告员应当基于该裁定并

确定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的国际环境法条款。例如，

知道关于保护平民人口的国际人道法原则是否同样

适用于保护自然环境将会有所助益。这使得有可能

确定禁止故意攻击平民人口的区别原则是否同样禁

止故意攻击自然环境。关于相称性原则，有必要调

查如何评估对自然环境造成“过度” 附带损害的问题，

这意味着查明自然环境是否必须受到保护，还是说

它仅仅因为影响到平民的生存而受到保护。

28.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赞同特别报告员采

用的办法，并同意委员会的工作必须不仅涉及武装

冲突的第一和第三阶段，而且必须重点关注第二阶

段。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六次报告 260 
详细分析了国际法项下的预防原则并参考了为预防

目的进行国际合作义务方面的诸多渊源。

260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2号
文件。

29. 他要就所审议的报告发表几点总体意见。

首先，与她在初步报告第49段中所述相反，特别报

告员在关于与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专题的关系的第九

章中主要研究了武装冲突期间适用的规定，换句话

说，是与第二阶段而非第一阶段相关的规定。其次，

她没有澄清确定武装冲突期间国际环境法可能适用

的标准，忽略了在环境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合作或获取信息以及司法救助等其他相关原

则。第三，除了尽责原则，她实际上并没有解释为

什么她确定的原则与第一阶段相关。她本可以讨论

这些环境原则与武装冲突爆发前必须采取措施的国

际人道法规则之间的关系。只举一个例子，《1949年
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

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36条所规定

的义务与第一阶段有关。应当注意的是，根据该条款

提到的“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
在开发新的武器、战争手段或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国

际环境法的规则和原则。同一议定书第35条第3款
和第55条第1款涉及禁止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

期而严重损害的战争方法或手段，同样与此相关。

30. 提到初步报告的具体方面，他强调了提及开

展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国际法院在乌拉圭河纸浆厂

案 (阿根廷诉乌拉圭 )的判决中认为当工业活动可能产

生重大跨境不利影响时在一般国际法项下存在这样一

种评估义务。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担保个人和实

体从事“区域” 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案咨询意

见中确认该义务的习惯性质并裁定它同样可适用于在

超越国家管辖权限的区域内影响环境的活动以及属于

人类共同遗产的资源。此外，在初步报告第161段中，

特别报告员宣称美洲体系内的裁决似乎并没有默示提

及环境法的原则。然而，美洲人权法院在就萨拉马卡

人民诉苏里南案做出的判决中确定，国家在土著群体

领土内进行开采活动时有开展环境影响研究的义务。

2012年，在就萨拉雅库克奇瓦土著民诉厄瓜多尔案做

出的判决中，它明确指出这项义务的内容基于的是国

际劳工组织《1989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169号 )
第7条第3款。尽管一般说来，人权法保障个人权利，

而国际环境法则侧重国家间的关系确实是正确的，但

近年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近了。国际环境

法的一些原则被纳入人权领域，反过来同样如此。例

如，《奥胡斯公约》和《北美环境合作协定》都承认了

源自国际人权法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

决策和诉诸法律的权利。尽管它们属于国际环境法文

书，但它们建立了让个人能够对条款未得到执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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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的机制。正如委员会其他委员先前说过的，提到

的各种不同的程序义务，包括进行环境影响研究的义

务，可能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与之相关。最后，他支持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关于“武装冲突” 和“环境” 术语的

定义，但需在随后的工作中对它们进行修订。

31.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他完全同意村濑先

生的意见，即委员会的工作应当重点关注特别报告员

所选择的时间方法中的第二阶段，而不是按照她的

建议，把重点放在第一和第三阶段。他是在2013年
磋商过程中表达过这一意见的委员之一。令人遗憾的

是，特别报告员并没有充分铭记这一意见，特别是

因为她承认这三个阶段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分界线，

随着工作的进展，与不同时间段有关的规则将交织在

一起。由于这一原因，应当给予各个阶段相同的权重。

就第二阶段而言，《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和《1949年8月12日日

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

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已经体现了关于武装冲突

中保护环境的原则和规则。新型武装冲突的出现及

其对环境的影响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努力，以通过具

体涉及这一问题的各种规则、准则或结论。

32. 尽管所审议的专题范围必须包括文化遗产

保护，以填补任何教科文组织就这一主题通过的法律

文书中的空白，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必须将

武装冲突的根源和特定武器的影响排除在外。另一方

面，尽管需要非常谨慎，但还是应该审查难民和流离

失所者的移徙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他不明白为什么特

别报告员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似乎排除了国际武装冲

突以及为什么她希望重点关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33. 特别报告员为“武装冲突” 定义添加的短语

是不必要的，因为她所依据的条款已经涵盖了非国

际武装冲突。“环境” 的拟议定义过于狭窄，未包括

可能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环境的各个方面，因为它

并非详尽无遗，所以可能引起解释上的分歧。最后，

他看不出初步报告第十章所讨论的各种概念和原则

如何能够直接适用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需

要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34. 福尔托先生说他完全赞同斯图尔马先生发

表的意见。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是一份初步报告，几

乎没有超越本专题的范围，这意味着采取实质性立

场还为时过早。尽管第九和第四章最具启发性，但

正如尼豪斯先生所说的，最好能够确定所提到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代惯

例。同样，最好就给予国家法院的实践权重进行说明。

另一方面，第七章提出的定义似乎是合适的。

35. 特别报告员采用时间办法作为探讨该专题

的唯一方法似乎不合适，因为包括责任在内的若干

问题可能在三个阶段中的每一阶段都会出现。同样，

用来确定与本专题相关的规则和原则的“和平时期 /
战争时期” 标准似乎模棱两可和过于简单，因为一些

涉及环境保护的公约在两种情况下都适用，而其他公

约排除对于军事问题的适用，即使是涉及预防方面。

由于这一原因，应当增加或采用一种优先于时间办

法的主题办法。换句话说，抓住专题要点的唯一办

法是首先按主题确定哪些现有规则、哪些文书或哪

些环境法一般原则可能适用于与武装冲突相关的环

境，而不是复述环境法的一般原则，而其中一些原

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很可能并不适用于武装冲

突。在这方面，初步报告使委员会焦虑不安。特别是

报告第十章更是如此。只有在收集到了现有环境法

规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武装冲突的相关材料之后，

才有可能决定考虑编纂或逐渐制定什么规则。此外，

特别报告员应当具体说明期待委员会开展这些行动

中的哪一种。

36. 彼得里奇先生说，所审议的专题提出的主

要问题是国际环境法与武装冲突法之间的交汇点问

题。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前或近期武装冲突尤其

涉及到的几个国家几乎没有回应委员会关于提供该

领域内实践和判例法信息的要求。261 因此，他支持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再次向它们发出邀请，或许

可以提出更加具体的请求。

37. 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第一阶段，

对国际冲突的防范和准备以及外部军事干预通常是

各国的两项主要关切，尤其是西方国家，由于这一

原因，有大量关于这些问题的法律材料。在潜在国

内武装冲突的准备方面，情况并非如此，不论是否

涉及到政府，因为各国不愿意考虑它们的发生。因此，

该领域的实践非常少，故以逐渐发展的方式加以考

虑是有必要的。

38. 分三个阶段的办法是处理该专题的正确方

式，他支持初次报告只讨论第一阶段的想法。他认

为，尽管采取了这一办法，但特别报告员基本上选

261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页，第

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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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来处理该专题—考虑到一

些冲突的持久性，这似乎是唯一适当的办法，因为

她承认这些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尽管特别报

告员将冲突的原因排除在本专题范围之外是正确的，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她还排除了文化遗产。不应

完全忽略使用某些对环境产生关键影响的武器问题，

也不应当忽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因为人权是

本专题的一个方面。

39. 他原则上暂时同意所拟议的“武装冲突” 一

词的定义，并赞同哈苏纳先生就国内武装群体之间冲

突强度和持续时间标准问题所表达的意见。应当研

究这些冲突的法律后果，特别是所造成损害的责任。

“环境” 一词的定义是可接受的，但最好说明农村与

文化遗产在特征方面的联系。

40. 关于第十章，他赞成委员会一些委员的意

见，认为不宜讨论与环境相关的原则和概念的法律

地位或性质，最好是研究它们在发生武装冲突时的

适用方式及其作用，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为和平时期

而制定的。在发生冲突时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权同样如

此——尽管它们同样也是为正常情况而制定的。在这

方面，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只提到了土著人民，

而没有注意到其他少数群体，特别是因为她把难民

和流离失所者排除在本专题的范围之外。特别报告

员似乎不宜在第二次报告中讨论非常广泛的海洋环

境保护问题。他欢迎对此予以说明。

下午1时散会

第3230次会议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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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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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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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 
爵士。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续完续完 **)

[议程项目14]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1. 主席欢迎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非盟国际

法委员会 )的代表们来访，并请他们介绍非盟国际法

委员会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内所开展的工作情况。

2. 提阿姆先生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说，

《非洲联盟组织法》第3和第4条提出的各项目标和原

则强调了以促进在所有领域开展研究的方式加快非

洲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了非盟国际

法委员会的成立。非盟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之

一是加强和巩固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并找到实现发

展的共同途径，同时不断努力保持国际法主要领域

的高标准。

3. 作为非洲联盟的一个独立咨询机构，非洲联

盟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正如其《章程》第4、第5
和第6条规定的，是为促进非洲的国际法编纂和逐渐

发展，协助修订现行条约，确定需要新条约的领域

并为其拟订条约草案，就非洲联盟及其会员国关心

的问题开展研究，以及鼓励教授、研究、出版和传

播关于国际法，特别是关于非盟法律与和平解决冲

突的文献。

4. 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每年举行两届常会，也可

应主席或三分之二成员的请求召开特别会议。它出

版了《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年鉴》和《非洲联盟国

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学报》，并正在准备出版一份文摘，

收录成员国的判例法和实践、关于区域经济共同体

的国际法规、区域法院的判例法、非洲联盟条约的

准备工作文件以及可公开的外交信函。

5. 它目前正在就以下方面开展研究：奴隶制赔

偿的司法基础、非洲边界的划分与划界、非洲联盟内

* 续自第322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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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批准程序的协调、非洲国际环境法、非洲实际占领

地保有权原则、比较矿业法和关于石油工业的法律。

6. 应非洲联盟的要求，它还就安全理事会

2011年2月26日第1970 (2011)号和2011年3月17日
第1973 (2011)号决议、违宪更换政府罪的定义、与

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和设立国际宪法法院问题提供

了意见。

7. 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每年组织一次为期两天的

国际法论坛，邀请知名专家与会，为交流意见提供

了机会，以期提高对非洲联盟法律的认识并确定加

快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的适当方法。首届论坛的主

题是国际法和非洲联盟法，第二届论坛审查了非洲

区域一体化的法律以及区域经济共同体作为真正非

洲经济共同体前身所发挥的作用。尽管非洲经济共

同体的所有实体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一体化，但

它们都力争实现该目标。第三届论坛的主题将是区

域层面的国际法编纂。

8. 非盟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5条要求其与

国际法委员会开展密切协作。它向国际法委员会第

六十五届会议提交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草案，以便在

此基础上讨论如何通过意见交流、出版物和资料以

及可供两个委员会及其委员查阅的多功能数据库加

强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9. 卡姆托先生欢迎即将出版非盟国际法委员会

摘要的消息，这将为国际法委员会提供关于非洲实

践的资料。他想要知道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就修

订《〈非洲司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

关于豁免条款的第46A条之二收到了咨询请求，或者

它是否打算就其提供意见，以便在该领域为非洲联

盟提供指导。

10. 吉滴猜萨里先生询问，非盟国际法委员会

是否对将使非洲公平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新国际

经济秩序—与1970年代提出的秩序类似—进行

了分析。他还想知道，在非盟决定支持大会关于禁

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决议之后，非洲联盟各国目

前是否正在严格执行关于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

规定。262

262 关于支持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六届常会关于在世界上禁止

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决议草案 (Assembly/AU/Dec. 383(XVII))；
可查阅非洲联盟网站：https://au.int。

11. 瓦科先生说，国际法委员会和非盟国际法

委员会将极大受益于在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方

面开展的合作。因此，他赞扬有关将编制摘要以作

为非洲国家实践的资料来源的想法。他想知道，在

其有关矿业法的工作方面，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是否

会寻求确保非洲各国能够从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益。

他还想知道，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如何坚持给予非洲

司法和人权法院更广泛的管辖权，以便处理当前属

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的各种犯罪行为。非盟国

际法委员会提供意见的权限是否与非洲司法和人权

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任务相冲突？

12. 提阿姆先生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说，

非盟国际法委员会不曾收到就修订《〈非洲司法和人

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第46A条之二提供

正式咨询的请求。在最近于肯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

上提出了国家元首和国家官员的豁免问题，以便审查

非洲联盟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非盟国际法委员

会主席正在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研究国家

官员的豁免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是要出版一份报告，

阐明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

13. 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受到侵蚀，这使

得目前按照1970年代所设想的条件讨论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变得难以想象。就这一主题进行的所有新的

辩论，包括曾被称之为“不结盟国家” 的理想，都将

按照新的规范进行，并将产生一种不同的推动作用。

14. 尽管切割女性生殖器官遭到越来越多的国

际谴责，但很少有非洲国家的立法机构敢于制定并

执行关于该做法的禁令。虽然塞内加尔的法院利用

刑法严惩从事这种做法的个人或团体，但它们这样

做的积极性并不高。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正在试

图让人们认识到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实际是一种犯罪，

同时也在帮助从业者找到其他职业。然而，在禁止

和惩处切割女性生殖器官行为方面，非洲国家仍有

很多工作要做。

15. 非洲联盟国际法和非盟法律论坛主要关注

非洲区域一体化法律，在其2013年第二届会议上，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对非洲在保护其遗产和保护包

括能源资源在内的资源方面仍然能力不足表示遗憾，

并有意向私人国际实体请求援助。在制定规章方面缺

乏经验以及私人实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意味着国内

立法经常薄弱。主席要求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就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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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开展工作，从而使非洲能够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管

理其能源资源及其他自然资产。非盟国际法委员会

已开始审议该专题并将在不久后提出提案，着重强

调需要保护非洲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在采矿和能源

部门进行保护。在整个非洲，各国立法存在很大差别，

通常拥有不同的目标；改善各国之间的协调可能会取

得更加一致的结果。

16. 关于高级别国家官员豁免问题的《〈非洲司

法和人权法院规约议定书〉修正议定书》的拟议修正

案确实有争议，并且可能会继续这样下去。关于国

际刑事法院，当事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

于国家元首的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存在意见分歧。

17. 在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之间

建立密切协作关系是《非盟国际法委员会章程》规定

的一项义务，也是其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非洲寻

求的不是在国际法领域独自另辟蹊径，而是要为国

际努力做出贡献。国际法委员会为非盟国际法委员

会等区域机构的工作铺平了道路；协调一致的行动将

有助于实现一般和区域国际法的各项目标。

18.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询问是否

有计划建立一个具体机制，以引导与本委员会的合

作，以及非盟国际法委员会为非洲联盟和其他机构

制定的准则会对它们的工作产生何种影响。

19. 哈苏纳先生询问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每年举

行四周的会议是否足以讨论其议程上的所有专题；其

所有报告和其他文件是否都可在其网站上查阅或是

否能直接发送到国际法委员会；以及是否有与非洲境

内从事国际法领域工作的其他区域和国内机构开展

合作的计划。

2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对拟议编写非洲国家实

践摘要表示欢迎，强调这一项目成本很高，并表示希

望该项目能拥有充足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他请求提

供进一步资料，以说明即将召开的编纂论坛的情况，

包括该论坛可能涉及的主题，并建议非盟国际法委

员会可在其网站上提供更多关于其工作的资料。

21. 萨博亚先生说，2001年的反对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曾就奴

隶制赔偿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得出结论是奴隶贸

易等同于危害人类罪。263 大多数美洲国家既是奴隶

制的受害者，也是实施者。他请求提供进一步资料，

以说明非盟国际法委员会正在就该主题开展的工作 
方向。

22. 提阿姆先生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 )说，

如果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专题相关或有所重叠，则各自的特别报告员在维持

各自工作的具体方面并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的情

况下，进行意见交流以此作为协调工作并避免重复

的手段将是有好处的。为此，亟需一种常设机制。

23. 对非盟国际法委员会11名委员的需求众

多：他们每年举行会议的时间相对较短，不仅如此，

除国际法专题之外，他们还须讨论行政、技术和财

政问题。特别会议一直被视为一种增加可用时间的手

段，但这会牵扯到预算问题。非盟国际法委员会不

断寻求捐助者给予捐款，以便利其开展工作。它涵

盖复杂且范围广泛的专题，这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工 
作量。

24. 他承认非盟国际法委员会的网站可以提供

更多信息，并指出最近决定对其网站进行持续更新。

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定期向非洲联盟机构报告。虽然这

些报告并未详细介绍其讨论的法律内容，但对其工作

进行了有益的概述。虽然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尚未与

非洲所有新出现的新国际法机构建立起紧密的合作

关系，但每年都有越来越多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在内

的有关组织会参与其工作。希望这一趋势能够持续

下去。鉴于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已着手开展非洲国家实

践摘要编写项目，从事国际法领域工作的更具经验

的机构提供的支持对非盟国际法委员会将非常有益，

他欢迎迈克尔爵士在这方面发表的评论意见。

25. 奴隶制问题极为棘手。坦诚和透明对于开

展建设性讨论至关重要。非盟国际法委员会负责这

一主题的特别报告员已选择重点关注赔偿问题，从

这个方面详细探究该专题。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尤其是责任归属并非总是直截了当。三年过去了，有

关这一专题的工作仍在进行；非盟国际法委员会的委

员们渴望确保取得尽可能严谨的成果。虽然一些非洲

263 见《会议宣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的报告 (A/CONF.189/12)，第一章，

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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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坚决反对经济补偿的观点，但它们愿意考虑一系

列具有象征形式的赔偿。其他国家则支持不同意见。

这一问题十分复杂，在处理时必须谨慎，但同时也

应大胆和透明。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续续 ) (A/CN.4/666，
第二部分，F节；以及A/CN.4/674)

[议程项目10]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续 )

26.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与武装冲突有关的

环境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A/CN.4/674)。

27. 彼得先生说，委员会对该专题的审议还不

到讨论其工作成果应采取何种形式的时候，在这方面

应为特别报告员留出充足的余地。初步报告第1段抓

住了专题的实质，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另

一方面，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43和第44段讨论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环境政策时，没有提及在

海地发生的事件，在经历2010年的地震之后，海地

爆发了一场霍乱，数千人因此丧命，几十万人被传染，

这就是向海地部署维持和平部队的原因。

28. 在初步报告关于人权与环境的第十章中，

特别报告员过分强调了个人享有的权利，而忽视了

权利的动态性和人权内部新概念的出现。否认环境

和人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以及拒绝将享有清洁环境

权视为一项人权，反映了一种陈旧的法律思想流派。

对委员会而言，由于当前趋势正在朝不同方向发展，

接受这种思想会使其在国际层面跟不上潮流。事实

上，保护人权与保护环境之间已经建立了很多联系。

《斯德哥尔摩宣言》就是一个例证。它指出：“人类环

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

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

都是必不可缺少的。” 264

29.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

告第157段中提出必须有习惯国际法规则对个人享有

清洁环境的人权做出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国际

法规则，这种权利就不存在。事实上，包括《非洲人

264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1972年6月5–16日，斯

德哥尔摩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3.II.A.14)，第一部

分，第一章，第1段。

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24条 )在内的若干国际公约

已将清洁环境权编纂在内。在欧洲，根据欧洲人权

法院对1950年《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8条作

出的间接解释，享有清洁环境的权利已经得到承认。

30. 还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特别报告员在第

163段中得出结论认为在人权中提及环境法原则是

“不同寻常” 和“一笔带过” 的。这似乎与第157段的

脚注所述相矛盾，她在该脚注中列出了两部重要的

法律文书：《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和《美洲人权

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这两部文书在清洁环境和享

受人权之间建立了联系。毫无疑问，这种将环境法

纳入人权论述的努力并非仅仅是一笔带过。这些文

书反映了一种新的人权界思维方式，可将其称为向

个人享有集体权利发展的一种运动，这种趋势同样

值得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考虑。

31. 卡姆托先生说，三阶段时间法或许具有指

导作用，但从理性处理该主题的角度来讲，该方法并

不适合，原因有二。首先，正如福尔托先生所正确

指出的，许多规则适用于全部三个阶段，其次，这

种时间法会导致委员会在某些工作领域偏离该专题

的范围。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如果第一阶段

涉及到在和平时期适用的义务，则该阶段显然不在

该专题的范围之内。因此，委员会应强调一个事实，

即第一阶段只有在与该专题的核心 (即初步报告提到

的第二阶段 )紧密相连时才具有相关性，委员会应将

工作重点放在这一阶段。

32. 同样，涉及冲突后措施的第三阶段只有在

涉及武装冲突期间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后果时才与该

专题相关。关于这一问题，初步报告第69和第70段
所载的武装冲突定义表明，由于难以厘清第一阶段

从何时结束和第二阶段从何时开始，对这三个阶段

进行区分毫无意义。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是重点关

注识别那些适用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原

则和规则，而不是关注适用特定规则的具体时间点。

33. 他希望提出两点实质性意见。第一点涉及

术语的使用。关于“武装冲突”，他赞同特别报告员

在初步报告第70段中提出的建议，即整体转载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公诉人诉杜什科 · 塔迪奇又

名“杜莱” 案裁决中使用的定义。该定义与关于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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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 265 中所使用的定义有所不同，

在该句末尾之处载有“或一国内部此种集团之间” 一

语。关于当前专题，即使是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

保护环境的义务也并非完全源于国际条约，除各国

之外，其他行为体也应普遍承担该义务。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不仅是指武装团体针对国家发起的武装冲

突；它们还可能包括武装团体彼此之间的武装冲突。

这些团体也必须适用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

护的规则。关于“环境” 一词的使用，他赞同特别报

告员在初步报告第79段中拟议的定义，因为该定义

囊括了所有普遍接受的要素，并且是根据委员会先

前和近期的工作得出的。

34. 第二点实质性意见涉及应不应该纳入本专

题范围的一些问题。特别报告员提议排除以下内容：

包括自然资源开采在内由环境压力导致或助长武装

冲突爆发的情况；文化财产保护；具体武器对环境的

影响以及难民法。他认为，以下问题也应排除：与

环境保护有关的人权；土著人民的权利；以及可持续

发展。

35. 另一方面，委员会在有关本专题的工作中

不能不让自己涉及战争方法和手段问题。虽然他赞

同委员会某些委员关于将武器问题排除在本专题之

外的意见，但委员会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不应少于

国际法院。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

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分析了武装冲突法

的某些条款，回顾指出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引起广

泛、长期和严重破坏的战争方法和手段，这表明该

规则可适用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咨询意见

第31段 )。

36. 另外，委员会不妨考虑探讨将与武装冲突

有关并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特别是在这些行为

造成了蓄意、严重或不可逆转的破坏时—定为刑

事犯罪问题。具体而言，委员会应分析是否可将这

些罪行视为战争罪。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

代表外交会议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耗时冗长的讨论。

37. 鉴于委员会正处在对该专题进行审议的初

级阶段，他希望提出三个可能有助于调整或指导其

分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些一般国际法和国际

265 大会2011年12月9日第66/99号决议，附件。委员会通过

的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108页起，第100–101段。

环境法的原则和规则可适用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

境保护？例如，他想到的是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

永久主权的原则，虽然该原则未以国际环境法原则

的形式出现，但它可适用，特别是在战时占领期间，

在占领国开采被占领国的自然资源时适用。第二个

问题是：哪些武装冲突法规则适用于或能够适应与武

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第三个问题是：与武装冲突

有关的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损害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38. 关于委员会今后就该专题开展工作时可能

会依据的原则和规则的不完全清单，他建议纳入必

要性、相称性、尽责原则、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

永久主权原则，以及就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生态破坏

进行赔偿的合作原则。他还提议纳入以下规则或义

务：在实施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时将

生态因素考虑在内的义务；保护自然环境免遭与武装

冲突有关的广泛、长期和严重破坏的义务；禁止使用

旨在或可能对环境引起广泛、长期且不可逆转破坏

的战争方法或手段；以及就武装冲突给环境造成的广

泛、长期、严重或不可逆转的破坏进行赔偿的义务。

39.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

告员关于分三个阶段处理该专题的提议，但他认为这

一方法不妨碍在一个以上的阶段适用某些特定规则

和原则。为确保对环境的保护，有必要识别在三个阶

段均可适用的一套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并将之系统化。

在这方面，武装冲突法的适用显然不排除其他国际

法规则的适用。

40. 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并确信有必要在总体上

确保对环境的法律保护，特别是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

环境提供法律保护。大会在2011年11月5日第56/4
号决议中指出，环境在武装冲突中受到的破坏在冲

突过后仍会长期危害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并往往

蔓延至国家疆界之外，祸及后代。为提高对这一情

况的认识，该决议将11月6日宣布为防止在战争和武

装冲突中破坏环境国际日。

41. 鉴于前述内容，最好不要如初步报告在第

62段中所做的那样，匆匆得出结论认为委员会无意

对武装冲突法进行修订。委员会当然会分析与环境保

护有关的武装冲突法规则，并阐明这些规则的内容

与范围以及它们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并行适用。委

员会将会对这些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社会的

现状—包括但不限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数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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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促进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技术发展

情况，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会给环境造成

灾难性后果。在这方面，他赞同卡姆托先生所表达

的关于将战争方法和手段纳入该专题范围的意见。

42. 某些南美洲国家的国内法律在环境保护方

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些国家，土著人民的祖传

世界观不仅包括尊重大自然母亲—或盖丘亚语中

的“Pacha Mama”，还包括与自然和谐共存。厄瓜多

尔《宪法》甚至承认自然是权利的主体 (第71条 )。承

认自然的权利已被作为一个跨领域主题被纳入其他

宪法条款，比如关于国家总体发展的宪法条款。

43. 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第106段第一句中

提到一种“推定”，即按照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

款 (第3条 )的规定，武装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当然

终止或中止条约的施行。他同意迈克尔爵士的观点，

即所提及的不是推定，而是一项一般原则，第3条以

“一般原则” 作为标题便可证明这一点。在武装冲突

对条约的影响条款之附件中，条约类别指示性清单

(其主题事项表明这些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施行 )
上有若干项目体现了本专题的宗旨。同样相关的还

有第10条 (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 )以及第14条
(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 )和第15条 (禁止侵略国

受益 )中与武装冲突法有关的方面。

44.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武装冲突” 的定义是恰

当的，他同意在结尾处加上“或一国内部的这种团体

之间” 一语。“环境” 定义应足够宽泛，不仅应述及跨

界破坏，还应述及总体环境。委员会之前的定义 266 
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能够将自然遗产的保护纳入该

专题的范围。这将使委员会的方法与《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持一致，该《公约》有191个当事

国，几乎获得了所有国家的批准。该《公约》将武装

冲突的爆发或威胁列为可能会对文化和自然遗址产

生永久性影响的严重威胁之一。不过，他同意不应

将文化财产纳入本专题的范围。

45. 在识别与本专题相关的各种概念与原则方

面，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十分出色。正如特别报告员

在初步报告第165段中所正确指出的，土著人民与

环境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别容易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

这证明给予土著人民特殊的法律地位是合理的。在

266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9页，第66
段，原则2 (b)款。

这方面，他提请注意美洲人权法院于2010年5月25
日就著名的奇泰 · 内克等人诉危地马拉案所作判决的

第147段，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强迫土著人民离开其社

区会将他们置于易受伤害的特殊境地，并引发明显

的灭绝风险，因此，各国务必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

以防止和逆转这些情况造成的影响。

下午1时05分散会

第3231次会议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

奥 -阿丰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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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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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续完续完 )  
(A/CN.4/666, 第二部分 , F节；以及A/CN.4/674)

[议程项目10]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总结就与武装冲突有关的

环境保护初步报告 (A/CN.4/674)展开的辩论情况。

2. 雅各布松女士 (特别报告员 )说，她将仅谈及

辩论期间提出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委员会委员们发

表的所有评论意见都将在第二次报告中得到恰当反

映。初步报告的目的是征求各位同仁对本专题的未来

工作中有待处理的事项的意见；不应将此理解为她放

弃这项工作或犹豫不决。多名委员会委员就《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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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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称性原则与

军事必要原则提出了意见，由于这完全属于战时法的

范畴，因此不在初步报告的讨论范围之内。她会在

下次报告中提及这些方面，以及诸如维持和平行动、

赔偿和责任等冲突后问题。

3. 虽然大多数委员欢迎采用三阶段办法，但也

有一些委员表示更倾向于采用专题办法。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09年的相关报告 267 采用的就是后一种办法，

但已被证明并不合适，因为这种办法未就主题采用整

体方法，而是划分出不同的法律分支，给准则或业

务建议的拟订造成了困难。虽然许多委员还认为本

应在初步报告中给予第二阶段更多重视，但她想说

明她无意在第二次报告中忽视这一阶段。另一方面，

她不同意一种论点，即本专题2011年提纲支持第二

阶段是各种法律问题的核心所在之主张。委员会的组

成自2011年以来已发生了变化，应当用现任委员们

的意见来指导本专题的工作。然而，或许有必要阐明

应如何理解第二阶段的内容。如1949年关于保护战

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等条

约中所规定的那样，对这一阶段进行分析的起点是

武装冲突法。就保护环境之目的而言，这些无疑是

一套重要的法律体系：委员会显然不能修改这些条约

的规定。同时，还有其他国际法规则也可在武装冲

突之前或之后适用，它们或者专门适用于这些阶段，

或者也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 (第二阶段 )。
需要进行识别的是这套法律，而她打算在第二次报告

中这样做，该报告将考虑国际人道法中关于需要在

武装冲突开始之前采取的措施的条款，例如《1949年
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

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36条。

4. 关于专题的范围，她回顾指出她不打算将武

器问题排除在外，但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委员会的工

作重点。按照已经提出的建议，办法可能是纳入一

项“不妨碍” 条款。多数就文化遗产问题发言的委员

支持将其排除在外。环境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十

分复杂，特别是涉及到景观的美学与特征方面，以

及土著人民将环境作为一种文化和自然资源所享有

的权利方面就更是如此。委员会或许还应审议文化

财产保护和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

26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an Inventory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9年，内罗毕。

区别。这方面出现了一种分歧，原因是1954年《关于

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对“文化财产”

的定义与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

“文化遗产” 的定义有所不同，后者的范围更广，将

人类之作和自然与人类共同之作—如景观的美学

方面—都涵盖在内。她会再次向教科文组织的专

家们咨询，并将在第二次报告中更详细地探讨各种

问题，同时会考虑到某些法律方面可能对“环境” 和

“自然环境” 的定义以及对“民用目标” 和“军事目标”

等人道主义法律术语定义所产生的影响，以便委员

会就是否应将文化遗产纳入对环境的定义或采取其

他解决方式作出决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仍属

于本专题的范围，但正如初步报告所提议的，这个

问题需要谨慎处理。最后，似乎广泛认为并无迫切

需要讨论术语的使用问题。

5. 关于渊源和国家实践，她指出初步报告提及

的立法和法规载有的是“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条款” 而

不是“在武装冲突期间可适用的条款”：因此，没有关

于这些条款已经代替在武装冲突局势所需和所要求

之条款的推定。如果委员会能够再次请求各国提供资

料，并对其进行重新整理，以确保提供关于包括区

域和双边条约在内的国际环境法规则可在武装冲突

期间继续适用的个案，这将会很有价值。在本专题

的工作中，她始终且将继续考虑委员会目前在其他

专题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问题。

6. 初步报告的第十和第十一章引起了两类评论

意见。一些委员认为，对环境原则和概念在武装冲

突背景下的运作方式以及对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

解释不够清晰。这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她的意图

并不是确立这一关系，而是要征求委员会委员对这

些原则和概念相关性的意见，以便拟出准则、建议

或结论。另一些委员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本专题

关联甚少；尽管她原则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指出战争

和可持续发展之间长期存在如《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

约宣言》原则二十四所述的政治关联。268

7. 关于“谁污染谁付费” 原则，她无意使人联

想到该原则是在特雷耳冶炼厂案和霍茹夫工厂案中

最先正式确立的，而是要让人们想到解决与污染管

理有关的问题一直是国际法一贯努力的目标，更具

268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里约热内卢，1992年
6月3–14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8及更正 )，
第一卷：会议通过的决议，决议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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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强调禁止污染和根据破坏证据追究国家责

任的国际监管趋势在这两个案件中得到了证实，极

大促进了对“谁污染谁付费” 原则的正式确认。关于

人权的程序方面，联合国与享有安全、洁净、健康

和可持续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独立专家诺克斯

先生讨论了这个专题，他曾就《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

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撰写过一份 
报告。

8. 关于本专题的工作成果，委员会的委员们提

请注意两个主要问题，即保护的范围和目标受众。对

第二个问题的答复可能因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并

可能首先涉及受众的定义：作为成果接受者的国家或

应该实际应用规则或建议的自然和法律主体。她会

在第二次报告中再次提到这一问题，除其他外，该

报告将包括关于一般原则、防范措施、合作、在武

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案例以及保护海

洋环境的准则、结论或建议提案。第三次报告将载

有关于冲突后措施的提案，包括开展合作、分享信

息以及最佳做法和补救措施。

条约的暂时适用 269 (A/CN.4/666，第二部分， 
E节；以及A/CN.4/675270)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9. 主席请条约的暂时适用问题特别报告员介绍

其第二次报告 (A/CN.4/675)。

10.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 (特别报告员 )回顾

了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工作经历并概述了第二次报

告内容，指出主要目标是更加深入地考虑条约的暂

时适用的法律后果。虽然在实践中条约的暂时适用

与国内法，尤其是宪法性法律之间，存在着无可争

议的关联，但委员会没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第二

269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年 )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

入其长期工作方案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177页，第365段，以及同上，附件三，第203页起 )。在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2年 )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入其工

作方案并任命胡安 · 曼努埃尔 ·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为专题

特别报告员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67
页，第141段 )。在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上，委员会审

查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4号文件 )以及秘书处关于委员会早前

就该专题所开展工作的备忘录 (同上，A/CN.4/658号文件 )。
270 转载于《2014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

次报告在第一章中提供了对各国在第六委员会上就

本专题所表达意见的分析。大多数代表团都对本专

题，特别是暂时适用的法律后果问题明确表现出兴

趣。虽然在就本专题得出结论之前还需要收集关于国

家实践的进一步资料，但他适当考虑了他们的意见。

第二次报告的第二章讨论了条约的暂时适用的法律

效力，这是所开展工作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该章述及

的问题包括：暂时适用所产生义务的渊源和性质、暂

时适用产生哪些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可对哪些人员执

行、暂时适用产生何种义务以及这些义务可对哪些人

员实施，以及这些义务的终止。如果一项研究忽视

了暂时适用对所涉其他国家或第三方造成的法律后

果，则该研究对国际法或惯例的逐步发展的益处将

会是微乎其微的。现有的研究证明，暂时适用确实

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产生法律后果。一些国际性法

院已收到了一些关于违反暂时适用条约之法律后果

的范围的案件。第二次报告第三章审查了违反暂时

适用之条约的法律后果。在这方面，报告指出国家

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制度同样适用于违反暂时适

用所产生之义务的情况。他在第二次报告的最后部

分指出他打算收集更多关于国家实践的资料，以便

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他还将探讨国际

组织对条约的暂时适用问题并着手编写准则或结论 
草案。

11.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审查特别报告员关

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5)。

12. 村濑先生指出特别报告员恰当地提及了国

际仲裁裁决，特别是尤科斯案 (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

(曼岛 )诉俄罗斯联邦 )，这些裁决为理解第二次报告

所讨论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大量深刻见解，并且都强调

了条约的暂时适用的好处与风险。然而，关于特别报

告员对常设仲裁法院裁决的分析，他想要发表一些评

论意见。首先，该案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能源宪

章条约》第45条第1款中规定的关于该文书的暂时适

用是否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鉴于多部

条约载有关于暂时适用的类似条款，就不同国家的

国内法进行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与特别报告

员的意见相左。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32段中

指出，暂时适用条约的意愿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
在签署《能源宪章条约》之时，俄罗斯联邦没有按照

第45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声明表示它不同意同条第

1款提出的暂时适用。仲裁法院裁定作出明确声明并

不是必须的，可将该条款视为直接适用；然而，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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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研究了这两条条款之间的关

系后，法院得出结论认为该《条约》的暂时适用不符

合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国内法。该案提出的另一

问题是，暂时适用之义务的范围是只限于某些条款还

是延伸至整部条约。仲裁法院驳回了俄罗斯联邦提

出的部分适用理论，认为根据这种零散的方法，是否

暂时适用一条约的每一条款将取决于该条款是否在

第45条第1款的意义上符合国内法，这与“条约必须

遵守” 原则相冲突。委员会应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这

一点十分重要。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83段中

正确回顾指出，正如在尤科斯案所体现的，终止条约

的暂时适用并不一定意味着终止这一暂时适用所产

生的义务。实际上，虽然俄罗斯联邦依照第45条第3
款 (a)项的规定于2009年10月19日终止了《能源宪章

条约》的暂时适用，但根据同一条第3款 (b)项的规定，

在2029年10月19日前，投资者的财产仍受保护。同

样，委员会应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13. 关于单方面声明接受条约义务和条约的暂

时适用，特别报告员似乎给予了同等对待—尽管

这两者应该有所区别。“可执行力” 和“可施用性” 的

概念也应得到阐明，因为后者不仅可对第三国施用，

也可对条约的其他当事方施用。委员会不应等各国

对有关提供其实践信息的请求作出答复之后才开始

就本专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因为经验显示通常很少

有国家会对此类请求作出答复。

14.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有人提出委员会最好

还是依靠其他渊源，特别是学说，以避免耽搁就本

专题开展的工作，他同意该意见。此外，他指出特

别报告员们经常需要在没有从国家处收到评论和意

见的情况下起草报告，对委员会关于或引渡或起诉

问题的报告来说，尤其是如此。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完续完 **) 
(A/CN.4/666，第二部分，B节；A/CN.4/673;  
以及A/CN.4/L.850)

[议程项目5]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5.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介绍了

A/CN.4/L.850号文件所载由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条

款草案第2条 (e)项和第5条的案文和标题。

16. 条款草案第2条 (e)项读作：

“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

“(e) ‘国家官员’ 指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的

任何个人。”

17.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2条 (e)项草案比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A/CN.4/673)附件中拟议的

草案案文更为简明，涵盖了对国家的代表和政府权

力要素的行使。一些委员认为，鉴于国际法没有给

出“国家官员” 的定义，所以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定义，

但起草委员会考虑到在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评论意见，

认为这样做是可取且可行的。起草委员会还选择不

提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因为他们当

然代表国家。这也避免了混淆，确保了条款草案在

整体上更加连贯，特别是在属事豁免与属人豁免之

间的关系方面更是如此。新定义的范围宽泛，足以

涵盖三要人成员和以各种身份代表国家行使一系列

公共职能的个人。

18. 考虑到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发表的各项评

论意见，特别是某些委员就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

中拟议的“机关” 一词的使用所表达的保留意见，起

草委员会决定保留英文的“official (官员 )”、法文的

“représentant”和西班牙文的“funcionario”。新定义

只涵盖个人而非法人；起草委员会选择了“个人 (indi-
viduals)” 而不是可用于描述两者的“人 (persons)” 一

词，以便强调这一方面。

19. 虽然“国家职能” 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但该

词的好处是比在起草委员会辩论期间拟议的“职能”

一词更加具体。尽管国际法通常并不影响国家结构

和职能—因为这是每个国家的责任，但如果活动

的本质属于政府职能或与行使政府权力要素有关，

则国际法将发挥作用。因此，“国家职能” 的概念应

从广义上来理解；该概念涵盖的内容将取决于每一实

例的具体情况，这会对豁免的程序性方面产生影响。

评注将指出一些委员对该词并不完全满意。关于在

“国家官员” 的定义中使用现在时态，所基于的理解

是这不妨碍属事豁免对前国家官员的适用。一些委

员认为没有必要定义“国家官员”，因为与属事豁免* 续自第322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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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最重要方面是行为的性质，而不是实施这些

行为的人员；该意见将在评注中得以反映。

20. 题为“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 的条款草案第

5条套用了关于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的条款草案第3
条的措辞，并读作：

“第5条草案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

“国家官员在以此种身份行事时，对外国行使的

刑事管辖享有属事豁免。”

21. 该条草案在第三部分的开头，涉及属事豁

免，特别报告员将在下次报告中予以扩展。“行使政

府权力的” 这一表述源自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的条款，271 该表述因遭到质疑而被删除。不过，

虽然该条款草案只涉及主体范围，但有必要表明国家

和人员之间存在一种关联，能够证明个人行使政府

权力的身份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关联的性质随后会

在有关实际范围的背景下得到详细说明。特别报告

员提议提及国家官员“以此种身份行事” 或“以公务身

份行事”。由于前一个选项提到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

职能的个人，而没有提及属事豁免的实际范围，所

以选择了前种表述。在讨论属事豁免时，可对“以此

种身份行事” 这一表述进行审查。届时还有必要考虑

三要人成员的属事豁免问题，这是因为在上届会议

上暂时通过的第4条草案规定，属人豁免的终止不妨

碍适用关于属事豁免的国际法规则。

22. 主席请委员会通过A/CN.4/L.850号文件，

该文件载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的第2条 (e)项和第5条。

条款草案第2条 (e)项 定义

条款草案第2条 (e)项通过。

条款草案第5条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

条款草案第5条通过。

载于A/CN.4/L.850号文件的起草委员会报告整

体通过。

271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最惠国条款

[议程项目7]

研究组的口头报告

23. 福尔托先生 (最惠国条款研究组代理主席 )
说，由于麦克雷先生缺席，所以由他代行在本届会议

期间重新组建的研究组主席职务。研究组已于2014
年7月9日、10日和18日举行了三次会议。审议了由

主席编写的报告草稿，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回顾了工作由来、最惠国条款的当代意义以及由

这些条款引起的问题，第二部分概述了法院对投资

条约所载最惠国条款的解释，第三部分更为详细地

分析了与这一解释有关的不同要素。最终的报告草

稿是以2009年以来讨论的工作文件和其他非正式文

件为基础的。研究组的目标是在此基础上编写一份

新的最终报告草稿，以便在下一年予以审议和通过。

24. 研究组已决定系统分析自有关本专题的工

作开始以来所审议的各种问题，在更广泛的一般国际

法框架内审议最惠国条款，并考虑自1978年条款草

案 272 通过以来的事态发展。它再次强调1969年《维也

纳公约》在解释投资条约方面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并

且强调必须考虑委员会先前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的

工作 273 和有关条约解释的嗣后协定与嗣后实践的工

作。274 它回顾指出，最后文件应对从事投资领域工

作的人员和决策者具有实用价值。研究组相信它将

能够在2015年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提出经修订

的最后报告草稿。

25.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注意到最惠国

条款研究组的口头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下午12时45分散会

272 《1978年……年鉴》[英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二章，

C节和D节，第16页起。
273 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第203页起。
274 见《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第

19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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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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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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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条约的暂时适用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E节；以及A/CN.4/675)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有关条约的暂时适用

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5)。

2. 穆尔塔迪 -苏莱曼 -古伊德尔先生强调了条

约的暂时适用作为确保法律安全之切实途径的重要

性。各国在第六委员会的讨论中高度重视了暂时适

用的效力；获得普遍认同的是，同意适用就使得一个

国家必须遵守条约所载权利和义务—犹如条约已

生效一样。但是，条约适用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

服。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未就其第

二十五条或其意图的适用情况提供任何见解。条约的

暂时适用在各国之间并不相同，而且只能符合每个国

家自身的法律；但是，对国内法的比较研究会太过耗

时，而且对各国没有实际好处。国际法院在有关卡

塔尔与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的判决中裁定，

国家的实践违背了《巴林宪法》的规定。

3. 他赞成特别报告员打算重点关注条约的暂时

适用在国际层面的法律效力。了解不同国家的做法

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委员会希望收到更多对其调

查的答复，在特别报告员就本专题做出结论前将需

要更多信息。

4. 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各国所遵循原则存在的差

异，可能会导致缺乏统一做法。在利比亚，就像在其

他国家一样，单是签署和批准一份条约通常足以让

其暂时适用条约，而不需要颁布专门条款使其生效。

5. 其他影响暂时适用问题的因素包括：非

1969年《维也纳公约》当事方国家的习惯国际法、该

《公约》第二十五条和其他条款的关系以及双边和多

边条约之间的差异。

6. 福尔托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

中采用的推演方法有一些优点，但也引起了对其所得

出结论实质的某些怀疑，需要进行进一步澄清。事

实上，尚不清楚第二次报告所载结论是假设、推定、

初步结论还是最终结论。此外，它们还需要得到相

关实践的证实。将来的报告应当采取一种更具归纳

性的方法。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是如此。

7. 首先，在他看来，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十五条并未考虑到条约基于一国单方面声明暂时

适用的情况。该国也许认为自身受到约束，而且可能

在国际法中受到约束，但这种单方面承诺并不属于

条约的暂时适用。但是，第二十五条确实要求谈判国

之间达成一种协定。其次，他对依照委员会2006年
通过的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

的指导原则，275 在第二次报告第82段中得出结论表示

质疑，该结论认为暂时适用不能任意撤销：与之相反，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的文本赋予了各国

结束暂时适用的绝对权利。因此，该指导原则看来

并不适用于条约暂时适用的具体情况。第三，第二

次报告中关于被暂时适用的条约的属人可施用性的

第60至第64段，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困惑。

8. 第四，关于特别报告员认为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七十条可同样适用于条约暂时适用的终止，

因此在条约暂时适用终止后暂时适用下的履约义务

将产生法律效力，他予以了反驳。尽管已生效的条

约法和暂时适用的条约法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点，但

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已生效的条约法或可适用于条

约的暂时适用，但这需要通过评估相关实践加以确

认。本专题的本质是确认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国

家实践促成已生效的条约制度 (包括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七十条 )适用于暂时适用的条约。

275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5页起，

第1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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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析相关国家实践对于本专题至关重要，应

成为特别报告员工作的一项专门重点。这包括认真仔

细审查国内做法：尽管各国不能援引国内法来绕过国

际承诺，但从审查暂时适用在国内立法中的地位可以

了解很多东西。同样，应考虑到国内判例法以作为国

家实践的证据以及其可能揭示出的法律确信；还应仔

细审查保存国的实践和国际上的国家实践。只有一

份相关实践的详细研究才能让委员会确定条约的暂

时适用制度。不应等待各国提供关于其实践的资料，

特别报告员应主动寻找这些资料。

10. 此外，与第二次报告第91至第95段所述情

况相反，不能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

现行制度完全适用于条约的暂时适用。关于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76第13条明确提到了在行

为发生时“已生效” 的国际义务，但是，暂时适用的

条约并不正式生效。习惯法也不能自动适用：需要作

出修订，条约也必须特别加以解释，从而确保其暂

时适用产生效果。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周密探讨。

11.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在委员会讨论与条

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期间，对以下事

实表达了保留意见：在通过的结论草案中 (见结论草

案第9条 277)，“协定” 概念的使用较之1969年《维也纳

公约》更加宽泛，指的并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产生权

利和义务的协定或是在法律上对当事方具有可施用

性的协定。根据常设仲裁法院最近就孟加拉人民共和

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的孟加拉湾海洋边界问题仲裁

案做出的裁决，只有“真正的协定” 才被看作是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指的“协定” (裁决第

165段 )。在第二次报告第35段中，特别报告员谈到

谈判国根据《公约》“同意” 暂时适用一份条约，但是

必须确定在此背景下“同意” 一词的确切含义。作为

一个与适用于非条约协定的制度有关的根本性问题，

应对其进行深入审议。

1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指出各国最

为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条约暂时适用所带来的法律后

果。她赞成特别报告员将本专题细分为四个主要领

域的方法：义务的来源；暂时适用引起的权利和义务

276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277 见上文第3215次会议，第77–78页，第8–11段。

以及义务的终止。在可能起草的任何结论或建议中

更加明确这一架构会有所帮助。

13. 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和受国际法

规范的条约的暂时适用，在各国之间建立了一种关

联；这种关联具有法律效力。暂时适用的目的不是取

代条约生效，而是为其生效预先做好准备。同样，不

能认为暂时适用的效力与条约一旦生效的效力截然

不同，或是进行不同的解析。暂时适用不能从本质

上改变条约的内容。暂时适用不能被那些未参与其

谈判的人使用，也不能产生与条约本身所规定的不

同的法律制度。它只是意味着条约的所有或部分规

定将适用得更早一些，但是其效力在国内和在国际

两个层面仍是相同的。她质疑一条约的暂时适用所

产生的国内和国际义务是否能像特别报告员在第二

次报告种所表明的那样可以分开。即使对二者进行

区分有助于说明各国暂时适用条约的动机，但这与

对义务本身进行分析没有关系。

14. 识别一条约可暂时适用的四种情形毫无疑

问对解释如何实施暂时适用是非常有用的，但对确

认其效力则不会那么有用，其所取决于的并非各国

表达其暂时适用一条约之意图的形式。她对第二次

报告中就这种意图的性质所作的一些声明提出了质

疑：第35 (d)、第36、第38和第54段特别反映了一种

将暂时适用作为一国单方面声明的结果的倾向。尽

管第二次报告看起来将这种效力局限于一份条约不

包含关于其暂时适用的义务的情形，但她并不认同

这一结论。相反，暂时适用应被视为一个条约法的

特定方面，其所基于的是各国或国际组织的同意或

协定，这一点可以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

条中推断出。该条中规定的两个选项—条约明确

规定或谈判国之间另有协定—都依赖于各方之间

的同意；因此两者皆不可被视为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单方面行为。即使一国做出单独声明，指出会 (或不

会 )适用一份尚未生效的条约，其所基于的也将是所

述条约的相关商定条款。第二次报告中为支持暂时

适用可以是一种单方面行为的观点所用的范例也不

具备说服力。

15. 实践表明一条约的暂时适用既不需要统一，

也不需要通用。像她一样，特别报告员似乎接受了

“多层次” 模式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问题应当从双

边和多边条约之间的差别以及特定条约在 (默示或

明示 )接受或拒绝其暂时适用的各国之间可能产生不

同法律效力这两个方面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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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国际责任问题，她同意违背一份暂时

适用的条约会产生国际责任，其方式与已生效条约

相同或类似；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报

告员在将来的报告中更为详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会有

所助益。

17. 尽管她同意在研究国际法各方面的问题时，

委员会应注重国际司法体系，而且对于与本专题相关

的国内法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委员会的工作，但一份

对各类国家实践的描述性分析会是有意义的，并会

增进委员会工作的价值，使委员会能够向各国给出

有关暂时适用在实际中如何运作的具体范例。此外，

国内法构成了国家实践的一部分。为此，可能有必

要再次要求各国向委员会提供相关资料。

18. 朴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将委

员会对这个专题的审议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的基础

上：一份条约暂时适用的法律效力与条约的生效并不

相同，且条约的暂时适用尽管是暂时性质，但会产生

法律效力。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扬尼斯 · 卡尔达

斯索普洛斯诉格鲁吉亚案的诉讼程序中就一家仲裁

法庭的管辖权做出的裁决很好地说明了这两个前提。

19. 如果承认暂时适用会产生法律效力，那么

产生的问题是一条约生效后所适用的1969年《维也

纳公约》的哪些条款经必要更改后比照适用于该条约

的暂时适用。《公约》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

六十条和第七十条似乎只在这样做是可接受或合理

的情况下，才适用于暂时适用。

20. 在审议暂时适用可能的法律效力时，委员

会必须协调两个目标，既要加强暂时适用的合法性和

法律确定性，又要适当回应各国可能产生的关切――

在承认暂时适用产生法律效力时，批准一份条约的

激励因素可能会减弱。

21. 尽管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18段中指

出，他不打算对条约暂时适用的国内法要求进行比

较研究，但应当指出的是，在实践中条约的暂时适

用总是与国内法，特别是宪法法律相一致的。因此，

委员会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与国内法相关的条

款—例如第四十六条—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将来的指导方针中应该至少有一条专门涉及

国内法与条约的暂时适用之间的关系。

22. 如果条约本身通过一项单独协定的方式作

出规定，或是谈判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那

么一份条约的暂时适用就来源于谈判国之间的协定。

这种表述为谈判国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这可包括一

份默示协定，或一国的单方面声明。有必要仔细审议

仅仅作出单方面声明本身是否会产生暂时适用，一

方面是因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并未明

确提及单方面声明，另一方面，这类授权可能会危

及条约法的法律确定性。

23. 在他看来，暂时适用一条约的单方面声明

只有在谈判各方在条约文本中明确规定该机制的情

况下才会生效。因此，暂时适用产生的义务不是源

自单方面声明本身，而是来自相关国家间的协定。

这种观点反映在迈克尔 · 雷斯曼先生于2006年6月
28日在常设仲裁法院一法庭上就尤科斯环球有限公

司 (曼岛 )诉俄罗斯联邦案关于《能源宪章条约》对俄

罗斯联邦的仲裁管辖权所发表的意见 278 中—他朗

读了意见节选，该观点也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十七条相符。

24.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与

一条约暂时适用的终止有关，该条款适用于多边条

约，在做必要更改的情况下，可适用于双边条约。这

给予了各国在终止暂时适用方面一定程度的酌处权，

主要原因是一国有可能无法批准一部尽管已经暂时

适用的条约，应该可以依据这些理由终止暂时适用。

但是，即使委员会为单方面终止一条约暂时适用的可

能性或必要性留出余地，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仍然适

用并且是对滥用此类终止的一种威慑。此外，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条所规定的条约终止的即时

效力，被普遍认为是对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

在实践中，尽管一条约的暂时适用所产生的义务本

实质上没有那些因条约生效而产生的义务那么明确，

但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作为一条习惯国际

法规则的第七十条必须类推适用于条约的暂时适用。

尽管如此，正如《维也纳公约》第七十条第一项 (乙 )
款所规定的，存在某些义务继续具有约束力的情况，

以保护第三方的利益或机密，也保护法律的确定性。

25. 但是在一条约的缔约方之间缺乏明示协定

的情况下，并不总是确定哪些义务属于第七十条第

一项 (乙 )款所述的类别。鉴于这种不确定性，就单

方面终止给予广泛的酌处权会损害条约暂时适用领

域的法律确定性。因此，尽可能限制1969年《维也纳

278 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 (曼岛 )诉俄罗斯联邦案，2009年
11月30日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临时裁决，第3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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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中所规定的单方面终止暂时

适用的权利，是可取的。例如，只有在一国未批准条

约的情况下才承认这种权利。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符

合第二十六条以及条约的效力基于条约解释的原则。

26. 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三条所

述，违背暂时适用的条约会让一国承担国际责任。在

这种情况下，受害国至少有两种追索的途径：受害国

可援引违约国的国际责任或《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

条第二项中所载终止一条约暂时适用的规则。

27. 哈苏纳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应详细阐述暂

时适用和生效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些国家认为这两

个程序是分立的，受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管辖，而

其他国家则认为它们在法律上无法区分。考虑到在

第六委员会讨论期间，许多国家指出诉诸暂时适用应

受国内法相关条款的管辖，特别报告员应澄清国内

法相关或不相关的情形。这样做并不需要对各国关

于条约暂时适用的国内立法进行比较研究，而且委

员会也没有这个职责去开展这样的研究。相反，委

员会的角色是识别在国际法领域里的国家实践，而

且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法只是在涉及适用国际法概念、

权利、义务或程序时才是相关的。

28. 由于条约的暂时适用产生具有约束力的法

律效力是广为接受的主张，因此特别报告员应在今

后的报告里集中精力探讨围绕着这些法律效力的不

确定性情形。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所确

立的两个条件可解释为，当一国单方面决定暂时适

用一条约，且条约本身并未就这类适用作出规定时，

其他缔约国必须同意其单方面承诺。第二次报告第

37段所转载的有关单方面声明的摘录出自国际法院

就核试验案 (澳大利亚诉法国 )所作的判决；摘录指出

不需要其他国家随后接受单方面声明。如果这种解

释适用于一条约暂时适用的单方面声明，那么特别报

告员应说明它如何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

条中设想的两种可能协调起来。同样，关于一条约

的单方承诺和暂时适用之间的关系或区别，应当予

以澄清。

29. 第二次报告并未说明各国何时可终止或撤

销暂时适用协定而不产生后果，以及这类行动在何

时会产生国家责任。特别报告员指出关于暂时适用

的单方面声明不能随意撤销。因此，比较合适的做

法是在评注中解释“任意” 的标准检验办法以及会造

成断言撤销是任意的情形。

30. 第二次报告第70段指出，因终止暂时适用

产生的制度，在做必要修改的情况下，必须与终止一

份条约产生的制度相同。但是，尚不清楚所述制度

是国内法制度还是国际法制度。报告第75段提到了

墨西哥实践，似乎表明其所指的是国内法制度。由

于这一点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应在评注中就这一问

题的答案做出明确解释。

31. 一条约暂时适用的期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一国暂时适用过一份条约，随后又未能批准

条约，是否意味着条约事实上已经终止？抑或其暂

时适用被无限期延长？同样，一条约不能被废除或

终止是否意味着其暂时适用也不能被终止？这类问

题需要得到特别报告员的澄清。

32.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 279 述及并应在将

来的报告中予以解决的其他未答问题包括：与暂时适

用有关的灵活性问题；暂时适用的程序性要求；暂时

适用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其他条款之间的关系；

以及有关暂时适用的指导方针或示范条款将适用的

条约的性质和起草。

33. 委员会应再次要求各国提供有关其条约暂

时适用做法的资料。同时，特别报告员可独立研究

来自各国际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定有关条约暂时适用

争端的案例，查阅学者的著作，并从其政府法律顾

问和其他官员与他国对等官员之间所保持的双边关

系中获得相关信息。

34. 雅各布松女士说，她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

本专题不包含条约暂时适用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效力

的提议，以及条约的暂时适用产生了一种法律关系

并因此产生了法律效力的结论。她还赞同特别报告

员不必对国内法进行比较分析的看法。鉴于他主张

条约生效与条约暂时适用归入不同的法律制度，如

果在将来的报告中，他能够详细阐述二者之间并不

总是非常明显的区别，将会非常有益。同样，一国

的单方面行为和一条约的暂时适用之间的区别也需

进一步审议，因为一国的单方面行为不可能为其创

立任何超出其他国家接受范围的权利，却会产生义

务；而条约的暂时适用却可能赋予决定暂时适用一条

约的国家以权利。

35. 在第二次报告的第35段，特别报告员确定

了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所涵盖的暂时

279 《201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6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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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有关的四种情形。第四种情形 (即当一份条约完

全不曾提及暂时适用问题时 )的一个有趣范例是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时所作的声

明。280 第二次报告第66至第68段所述的这个范例提

出了一系列问题，需要在委员会将来就本专题进行

商议时予以解决。

36. 如果条约本身对暂时适用做出了规定，或

是就《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的国家以其他方式商

定如此办理，那么一国可以根据第二十五条利用暂时

适用条约的国际法机制。由于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承诺与暂时安排相抵触，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何

《化学武器公约》没有包含任何这类条款以及为何没

有任何迹象表明谈判各方以任何其他方式就允许这

类安排达成了一致。不过，鉴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在其加入《公约》的说明中声明，将在《公约》生效之

前暂时适用《公约》一个月，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以条

约保存人的身份，向该《公约》所有其他各方通告了

这一声明。《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机构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通过其执行理事会，接受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的声明。这样做所基于的是情况的特殊性以及没有

当事国在收到保存人的通告后宣布反对，不过执行理

事会也已经明确说明该决定并不意图开创一个先例。

由此认定所有缔约方之间的一项间接共识业已存在。

而且尽管解释的特权属于条约当事方，而非一条约

所设立的机构，除非其中有明确规定，否则这样的

机构有时也负责在没有任何来自缔约方作为一个整

体的指导时，就特定条约的规定采取一种立场。但是，

她想知道这样的一种特权是否扩大到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二十五条的解释和适用，以及执行理事会在

利用这种权力时，是否代表《公约》所有当事国发言。

37. 接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公约》暂时适

用的程序引起了许多有趣的法律问题。一个问题是

叙利亚的声明及其实施是否应被看作是1969年《维也

纳公约》所规定的对一条约的暂时适用，或者是作为

一种国家的单方面行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单方

面对其自身施加了意在产生普遍效力的义务。鉴于

委员会之前有关国家单方面行为的工作，该声明看

280 第C.N.592.2013.TREATIES-XXVI.3号保存通知，2013年 
9月14日。可查阅https://treaties.un.org (Depositary,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起来满足所有被认为是一种单方面行为的标准。其

他问题是：当事国方面的沉默或默许是否被认为是满

足了第二十五条“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的标准；

如何确定和适用谈判国和当事国之间的区别；以及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否可以撤销其暂时适用条约的

法律承诺而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38. 不可否认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其

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案例相当独特，涉及很高的

政治风险、威胁使用武力、之前使用化学武器的历史，

以及严重违反国际法等。它还涉及了两个主要的国

际组织：联合国组织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这两个组

织各自都有其任务规定、内部结构和要扮演的角色。

39. 关于违背暂时适用的条约的法律后果问题，

她支持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95段中做出的结

论，即他不会更详尽地进一步研究责任制度，而只会

重申现行法律制度的可适用性。同时，她提议在委

员会关于本专题工作的最终成果中明确提及这一点。

她欢迎就违反暂时适用的条约产生的其他潜在法律

后果进行更多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

86至第90段中暗示了这一点。

40. 最后，她支持特别报告员的计划，在未来

的报告中解决国际组织的条约暂时适用问题，因为

欧洲联盟和第三国之间的协定可以成为在两个当事

方间暂时适用条约之合法解决方案的有趣范例。

41.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将重

点放在条约暂时适用的法律效力上的做法。他还同

意应在一条约的暂时生效和该条约的暂时适用之间

做出明确区分。

42. 他还同意，至少在目前阶段，委员会应仅

从国际法角度处理本专题，而不审议与各国国内法有

关的问题。但是，这类问题不能被忽视。在这个问

题上，特别是关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

和第四十九条的相关性，他认同朴先生的观点。但是，

委员会必须首先在国际条约法框架内阐明暂时适用

的范围、方式和效力，以便除其他以外更好地理解

任何暂时适用一份条约的决定对各国的影响。

43. 本专题在第六委员会内引起评论的其他方

面包括可表明同意暂时适用的方式。由于1969年
《维也纳公约》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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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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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处理的是以书面形式缔结的条约，关于暂时

适用的联合通告或声明应以一份或多份书面文书的

形式加以记录，并让其他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

家知晓。一份书面协定为起草者本身提供了更大的

确定性和透明度，并使条约的其他实际或潜在当事

方了解到所发生的情况。

44. 他认可特别报告员就两个或多个业已批准

或签署条约的国家间缔结的暂时适用协定与这样一

个国家就暂时适用所做的单方面声明之间做出的区

别。在他看来，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仅

仅设想了因缔结一份协定而出现的暂时适用的情形，

协定要么在条约本身中已有规定，要么来源于两个或

多个谈判国嗣后做出的决定。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一份

协定应被称为是一份平行协定。这样的一份协定应

停留在所述条约制度范围内，正如因提出和接受对

条约条款的保留而达成的协定那样。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不是根据条约明确授权，暂时适用的可行性将

取决于有关条约的特点和内容，而且必须符合该条

约的目标和宗旨。

45. 对于一份有关暂时适用的单方面声明可能

产生的后果，应当根据委员会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

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对特别报告员的

想法进行评估。但是，单方面声明的效力可能会比

那些因一个或多个谈判国之间的协定所产生的效力

更加有限，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于后者。

46. 因此，应分别对待这两种情形。首先，应

澄清由两个或多个谈判国商定的条约暂时适用的所

有方面。随后，应审议单方面决定的暂时适用的效力。

分析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中规定的条约

暂时适用和条约部分暂时适用之间的差别后果，也

是必要的。

47. 另一方面，根据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十五条处理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

约暂时适用的项目在他看来并无明显障碍，前者与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48. 他同意必须收集来自各国，以及可能的情

况下来自国际组织的，有关态度和做法的更多信息。

拟定一份聚焦于特定兴趣点的国家实践的调查问卷

可能会比较有用。

49. 另一个问题是委员会有关本专题所开展工

作的最终形式。特别报告员似乎支持起草结论、建议

和指导方针。但是，在加亚先生2011年拟定的、导

致本专题出现的摘要中，已经提出了拟制草案条款以

便发展和补充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的可

能性。还有人进一步建议应当起草示范条款，为希

望暂时适用一份条约的国家提供指导。281 在他看来，

关于委员会工作的最终形式，特别报告员应对所有

选项持开放态度，并考虑用条款草案反映其第三次

报告之结论的可能性。

50.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委员会通过本

专题的工作，可为更好地理解条约的暂时适用和澄

清众多问题做出宝贵贡献，其中包括谈判国或国际

组织同意暂时适用条约的方式、暂时适用的范围以

及暂时适用所产生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性质。

51. 各国已表达了对本专题的浓厚兴趣。它们

强调暂时适用产生了一系列需要予以澄清的法律效

果，建议委员会就表达同意暂时适用一条约的方式

进行分析。因此，委员会需要对暂时适用的各方面

问题开展尽可能全面的分析，特别是那些使其有别于

其他法律概念的特点。在这方面，对暂时适用和临

时或暂时协定做出区分非常重要。暂时适用还应有

别于为筹备所述条约规定的机制而建立委员会 (如设

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 )的条约相关协定。

52. 由于暂时适用是各国经常借助的一种做法，

澄清其法律性质和效力至关重要。正如福尔托先生

曾经指出的，阐明对暂时适用做出规定之协定的法

律性质也很重要，以便确定可适用的规范，以及由

此建立的暂时适用制度。

53. 同样，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对各条约或平行

协定中可能包含的关于暂时适用的不同条款有一个

明确的想法。根据各国在适用其中所载条款而采取

的行动，其中一些最为复杂的条款可能会创立各类

不同的暂时适用制度。依照所涉条款，暂时适用可

代表一种义务，抑或仅是谈判国或组织的一个选项。

54. 应当指出的是，暂时适用可与对一条约的

保留共存—假如保留是在签署时提出的，且条约

自签署或通过时暂时适用。

55. 在由国内立法来决定诉诸暂时适用的情况

下，宜考虑到国内立法。在这方面，各国的实践迥

281 《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三，第

205页，第11–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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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一些国家中，暂时适用仅限于涉及贸易等特定

问题的条约；在其他一些国家中，暂时适用不被允许；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即使是在缺乏这方面具体立法

的情况下，也可诉诸暂时适用。

56. 关于义务的来源，特别报告员识别出了至

少四种暂时适用可源自协定的情形，这非常有益。关

于所述情形的最后一种，即一份条约完全不曾提及暂

时适用的情形，他说，应当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要求——即谈判国必须同

意暂时适用一份条约——来进行分析。之所以要求做

这种分析是因为特别报告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

国暂时适用一条约的决定是一种自主的单方面行为，

只受有关国家的意图支配。

57.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看法，即暂时适用具

有在国际法中产生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力。他指出，

这类效力并不依赖于就暂时适用达成一致的方式；此

外，违背因暂时适用产生的义务引发有关国家或国

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因此，在最终报告中反映这个

问题非常重要。

5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希望提出四点总

体意见来开始他的发言。首先，与许多其他发言者

一样，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主要结论，即暂时适用

具有法律效力，这个结论得到了近期判例法和国家

实践的支持。委员会应当采取明确立场，即取决于

条约中的具体规定，一国同意暂时适用一条约或其

中一部分时，其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与条约生效的

情况是相同的。

59. 其次，委员会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

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能为本专题提供多少帮

助很难说。一国接受一份条约或其部分的暂时适用，

在他看来，通常不被分析为指导原则范畴内的单方

面声明。相反，像批准书或加入书，或者是提出保

留或对保留提出反对一样，它是一种受条约法管辖

的条约行为。但是，一个可能的例外是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暂时适用，这可能构

成接受一份条约规定义务的单方面声明的案例。

60. 第三，他没有完全理解特别报告员不时就

一条约在国家内部的暂时适用与其在国际层面暂时

适用做出的区别。在他看来，本专题仅与作为国际

法问题的条约暂时适用有关。尽管暂时适用可能会

在国内法律制度中产生效力而且可能需要在国内法

中赋予其效力，但这不是委员会关心的问题。

61. 第四，第二次报告似乎在一些地方忽略了

暂时适用条约义务的实质来源与被暂时适用的权利

和义务的来源之间的差别。暂时适用一条约的义务

可能是由一种单方面行为引起的。但被暂时适用的

权利和义务的来源仍然是条约本身。然而，特别报

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不时将被暂时适用的权利和义务

的来源明确称之为单方面行为。

62. 在谈到根据暂时适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的来源问题时，他不确信特别报告员对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一项可能实际适用的四种情形

的分类，从法律分析的角度讲有何好处。在对这些

情形进行描述之后，报告指出，因暂时适用产生的

义务的来源可能表现为一种或多种单方面声明的形

式或是协定的形式。这一点令人有些困惑：他的理解

是并非因暂时适用产生的义务的来源可能表现为单

边或多边形式，而是接受这些义务的表示可能会采

取单边或多边形式。在他看来，暂时适用本身总是

对严格意义上的条约的适用，因此暂时适用的权利

和义务也总是来源于条约本身。

63. 在此背景下，委员会应对借助单方面声明的

法律保持慎重。在暂时适用的情况下，单方面声明仅

是对条约中所载的缔结一份协定暂时适用条约的有效

要约的回应。这与单方面声明的情况大为不同，例如

法国在核试验案 (澳大利亚诉法国 )中所做的声明，在

该案中，一国单方面承担了自立、自主和独立的义务。

64. 在审议有关暂时适用所承担之义务的解释、

暂时适用情况下可能创建的权利之享有和可施用性，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争端解决条款的适用问题时，这一

区别尤为重要。解决这其中每个问题的方式可能会

极为不同，具体取决于条约本身是否是有待暂时适

用的权利和义务的渊源，抑或只是一种单方面声明。

如之前所指出的，他认为条约本身是渊源。仅探讨

承担这些义务所依据文书的形式，不是正确的方式；

重要的是是否存在一种潜在的暂时适用条约的协定，

而不是该协定是否是分成一步或两步缔结的。

65. 关于第二次报告第44至第52段所载根据暂

时适用条约所享有的权利问题，他对在特别报告员所

述第三或第四种情形下暂时适用的条约是否会为暂时

适用条约的国家创建权利提出了疑问。目前的分析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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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了国家同意条约自其通过或签署之时起可以暂时

适用的情形，尽管没有特殊原因解释为何不能在比如

条约让国家来决定该种可能性时，出现不同的情况。

66. 他随后谈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一个假设

范例，即在条约未就暂时适用提供可能性的情况下，

一国做出单方面声明暂时适用条约且一谈判国表示

反对的情形。在他看来，考虑到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乙 )款的措辞暗示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所有谈判国的同意，就应当认为这种情形不应

被理解为暂时适用，而是一种典型的单方面承担国

际义务，或者是遭到拒绝的暂时适用条约的提议。

67. 第二次报告题为“义务的终止” 的第二章D
节似乎同时涵盖了两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即终止暂

时适用的权利以及这类终止的法律后果。在他看来，

这些问题应当分别予以审议。

68. 关于终止暂时适用对终止前产生的权利和

义务的法律效力问题，特别报告员通过类推的方式，

谈到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七十条。尽管这样做

似乎是合理的，但如果特别报告员能够就此提供权

威参考的话，将会更有帮助。

69. 特别报告员对终止暂时适用的权利的处理

似乎有问题的。第二次报告第81段指出决定终止暂

时适用一条约的国家应当遵守要求，向其他某些国家

解释这一决定是否是出于其他原因做出的，他对此

既不理解，也不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有权威依据。此外，

尚不清楚“其他原因” 指的是什么。

70. 第二次报告第82段宣称暂时适用不可被任

意撤销，他看不出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其所依据的

似乎是一项与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

面声明的指导原则之原则10的错误类比。在他看来，

依照条约所说或是从特定情形中得出的特定内容，根

据意愿终止暂时适用是条约暂时适用的精华所在。

71. 关于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性发言中提到的未

来工作方案问题，迈克尔爵士欢迎特别报告员打算为

下一次报告收集和分析尽可能多的国家实践，并进一

步探讨国际组织问题。委员会也不妨审议关于条约

暂时适用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与《维也纳公约》中

的规则相同。

72. 然而，特别报告员不应因各国就其实践提

供的资料相对匮乏而深感受挫。尽管直接从各国获

得这类资料非常有用，但这并非必不可少，因为公

开领域有大量的信息，而且所涉的法律问题也相对

明确。他鼓励特别报告员在其下一次报告中拟议出

文本草案。

下午1时散会

第3233次会议

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下午3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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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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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条约的暂时适用 (续续 ) (A/CN.4/666，第二部分， 
E节；以及A/CN.4/675)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续 )

1. 斯图尔马先生说，无论是从国际法理论还是

实践角度来看，条约暂时适用专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委员会通过这方面的工作最终应该制订出一套准则

或结论，这也许将有助于阐明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五条不曾阐明的一些问题。

2.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首先条约的暂时

适用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并可确立某些国际法上

的权利和义务；其次，委员会无需处理国内法律问题。

因此特别报告员想在提交结论之前收集更多有关国

家实践的信息似乎相当不合逻辑。提供的信息不足

不应妨碍特别报告员至少提交一些结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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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第一

项应该澄清的关键点是国内法就一国能否同意条约

的暂时适用所设定的限制是否应该被视为已为他国

所知，或者需要通知它们。

4. 至于第二次报告第35段 (a)款中提及的暂时

适用的时间方面，应当注意的是，在欧洲联盟的实践

中，条约从通过之时起暂时适用，这虽然相当不寻常，

但在实践中已证明了价值。不过，一些国家的宪法

只允许条约在被批准之后暂时适用。

5. 第二次报告第37至第41段中关于单方面行

为作为暂时适用的法律依据的分析不能使他信服。核

试验案 (澳大利亚诉法国 )中所作的声明完全是由国

家意图所支配的独立行为，这些声明创建了一个新

的法律状况，而国家就一国际条约采取的行为似乎

并非完全自主，因为如要暂时适用条约，还得依赖

条约。第二次报告第55段中所述的 [源自暂时适用的 ]

义务范围不能超出条约中明确规定的内容是正确的，

而且应该在某一结论中得到反映。

6. 有关暂时适用情况下的保留问题也与意愿的

表达紧密相联。应该在包括关于暂时适用的选入与

选出条款的条约与那些不包括此类条款的条约之间

做出区别。各国可能只可对后一类型的条约在签署

或批准时提具保留。

7.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七十条适用于终止暂时适用的说法需要更详细的研

究。终止是否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 (第一

项 (甲 )款 )将取决于终止暂时适用的原因和情况。第

二次报告正确反映了违反暂时适用条约的法律后果。

只有当一国没有通知其它当事国其不打算成为条约

缔约国时，不守约者不得要求践约原则才适用。此

外，正如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 (匈牙利 /斯洛

伐克 )所证实的那样，违反条约 (终止或中止 )的后果

并非是必然的。责任制度的确适用于一国违反暂时

适用条约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况。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 282 第12条涉及暂时适用的结论已得到

常设仲裁法院2009年就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 (曼岛 )
诉俄罗斯联邦案所做裁决的支持。

282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8. 最后，他希望特别报告员提供一份更加明确

的未来工作计划。

9. 墨菲先生对特别报告员希望进一步发展有关

国家实践的信息表示赞赏，与其他委员一样，他也认

为委员会经常不能系统地收到来自各国的信息。因

此，特别报告员可能需要自行寻找一些信息并从学

术文献中发掘其它信息。目前可能没有大量的国家

实践，因此期望值需要做相应调整。

10.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即条约的暂时

适用毫无疑问地创建了一种法律关系，因而具有法

律效力，并且其法律效力超出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十八条所表达的义务。然而，特别报告员本可以进

行更为系统的法律分析，从委员会在1968–1969年联

合国条约法会议之前的观点着手，进而分析在会议

上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嗣后的案例法、学术文献和国家

所采取的立场。这些信息分散在第二次报告或秘书

处起草的2013年备忘录 283 中，但本可以加以整合为

人所用。特别报告员不打算就关于国家能否暂时适

用条约的国内法律进行比较研究，他对此表示同意。

这样的研究对于确立国际法习惯规则或普遍法律原

则而言是有益的，但当问题涉及国家关于作出条约

承诺的不同程序时，就不那么有用了。

11. 在第二次报告的第二章中有一些说法是正

确的，有一些令人怀疑，还有一些是错误的。他赞

成第32和第33段中的说法，即暂时适用条约的义务

的来源可能是一条条约的规定或一项平行协议，暂

时适用条约的意图可以是明示或是默示的，且产生

的法律义务的确切范围首先取决于规定或平行协议

所述的内容。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35段中列

出了暂时适用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但最好能举例

说明每一种情况。尚不明确的是，如《能源宪章条约》

第45条所规定的那样，在要求国家选出而非选入的

制度下，该种制度如何归入所列出的情况。似乎没

有第四种情况的例子，尽管雅各布松女士曾提出第

二次报告第66段所述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行为

可能属于这一类别。

12. 特别报告员认为，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

法律是一套关于条约暂时适用或至少是关于这四种

情况当中某些情况的背景规则，他不能认同这一看

法。特别报告员应首先澄清他认为这一法律体系与

283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58号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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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情况中的哪些情况有关。他在第35段 (c)小段描

述的情况中提到了“单方面声明”，但是他可能也将

其适用到了第35段 (b)或 (d)小段中的情况，因为这

三种情况都涉及某种单方面行为。提出关于条约的

暂时适用的法律在第35段 (a)小段所述的情况下与其

他情况下有所不同，这种说法令人困惑。此外，他

对关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是否与本专题直接相

关表示怀疑。这四类情况中，每一类都涉及一条约，

都涉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关于该条约暂时适用的

规则，也都涉及一国接受暂时适用的决定；一旦接受，

便会在多国间产生以条约为基础的义务，而不仅仅

是针对一国的义务。这种情况与核试验案里的单方

面行为不同，也与委员会2006年为可创立法律义务

的国家单方面声明所制定的指导原则 284 而开展的情

况研究有所不同：条约的存在导致所有的不同。从技

术上来说，一国在批准条约或同意暂时适用条约时，

是在实施单方面行为，但这两种行为都不应被放在

“国家单方面行为” 的标题下。条约的暂时适用仍然

是一种基于条约的关系，国家利用的是已为所有与

条约相关的国家所同意的一项关于暂时适用的安排。

13. 他认为一项协定所采取的形式与一国所承

担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是无关的。重要的是相关条

约中的内容和国家关于暂时适用该条约的协定内容。

他对第二次报告第53至第55段中的说法，特别是第

35段 (b)和 (c)小段所描述的情况，即由国家单方面声

明产生的义务性质和范围，提出了疑问。这种说法不

符合特别报告员在第56段中给出的《武器贸易条约》

的例子。当一国提交声明接受《武器贸易条约》的暂

时适用时，不能暂时适用它所希望的条约中的任一条

款，只能暂时适用第6和第7条，而且必须两条都适

用，不能只适用一条或另一条。确定义务的性质和范

围的不是国家的单方面声明本身，而是该声明和所涉

条约两者一起，以及—在他看来—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五条，无论是作为条约法还是作为国

际习惯法规则。

14. 此外，他对一国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

是委员会2006年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

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所述单方面行为的说法表示怀

疑。这种接受与条约暂时适用之间的类比是不恰当

的。在关于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际

284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185页起，

第176段。

法院就该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做出判决，针对美

国两份声明中的具体措辞，结合《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六条，就美国能否修改声明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法院发布的不是一份关于单方面声明的总体意见，甚

至也不是关于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的总体意见。

相反，任何有关暂时适用的声明都必须结合所涉条

约的具体语言解读，所涉条约可能允许、也可能不

允许声明国修正其声明的范围和内容，而且这种声

明必须结合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的内容加以解读。

15. 他不接受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59至
第64段中在条约的暂时适用仅仅在选择暂时适用的

国家国内产生影响的义务和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义务

之间做出的区分。虽然一些条约主要涉及的是一国

在国内的行为，而另一些条约则主要针对一国在国

际层面的行为，但这一点与条约的批准或暂时适用

并不相关。此外，特别报告员说暂时适用《武器贸易

条约》的第6和第7条的国家只承诺在国内层面予以

适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它们也承诺在国际

范围内适用这些条款。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条

约的某些方面大概不能暂时适用，因为这些内容以

条约的实际生效为先决条件。例如，如果根据条约，

争议将提交一新条约机构审理，而条约机构只是在

生效之后才存在，那么条约关于该条约机构的义务

想必不能暂时施行。

16. 第二次报告第二章D节讨论了条约暂时适

用的终止问题。他原本倾向于看到关于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讨论，该项似乎允许以

通告终止暂时适用而无需等待期。此外，虽然通告

应明确指明一种不愿成为条约当事国的意图，但第

二十五条并没有说一国的行为不得是任意的。虽然

如此，他对第二次报告第82段的说法的正确性有所

怀疑，因为他认为该段的论述严重且不恰当地依赖

于委员会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

明的指导原则。报告本来还应讨论以下情况是否有

所不同：在一国成为当事国后，所涉条约明示禁止终

止适用的情况，明示允许自主终止适用或经过特定

时间后终止适用的情况，或对终止问题未作出任何

规定的情况。他本人认为，所涉条约中任何关于终

止的条款都与一国是否可以终止暂时适用无关。根

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第二项，无论所

涉条约如何规定，一国都可以随时终止暂时适用，主

要是因为根据暂时方案，它不能被视为在遵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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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或终止条约方面受到约束。与特别报告员第81段
所述相反，条约的暂时适用不要求国家向暂时适用

条约所涉的其它国家解释其决定终止暂时适用是否

出于不打算成为当事国之外的原因。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二十五条的措辞方式使得一国可以相当轻易

地退出暂时适用：它需要做的只是根据该条第2项发

出通知。至于通告出于什么政治动机或其他考虑，则

不要求说明，也无从了解。

17. 他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71、第

80和第83至85段中的说法。他还大致同意第三章

的内容，其中涉及违反暂时适用的条约的法律后果。

不过，他对第89段中的陈述有疑问，该段称有一个

“普遍公认的不守约者不得要求践约国际法律原则”。
事实上，对该原则的争议很大，至少对其在1969年
《维也纳公约》项下现代条约法出现后是否继续存在

来说是这样。关于该原则争议性的一个例子是国际法

院关于1995年9月13日的临时协定的适用案 (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 )，在该案中，当事方对

该原则争议极大，法院裁定没有必要确定该原则是

否构成当代国际法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没有指明他

是否打算制定指导方针或示范条款。他个人认为拟

订一套适度的准则或结论是有益的，以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为起点，探讨在第一和第

二次报告中提出的若干要点，并探讨进一步的问题，

例如国际组织对条约的暂时适用。

18. 诺尔特先生说，在阐述第二次报告中的具

体问题之前，他应该提及他曾在关于《能源宪章条约》

的一次仲裁诉讼中就条约暂时适用专题的若干方面提

交过一份专家意见。根据该意见，常设仲裁法院于

2009年11月就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 (曼岛 )诉俄罗斯

联邦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作出了临时裁决。特别报

告员不妨在其下一次的报告中对这一裁决进行评估。

他赞同福尔托先生的观点，认为特别报告员应该对现

有实践进行评估，并对这一专题进一步采用归纳法。

第二次报告第14段指出条约的暂时适用毫无疑问创

立了一种法律关系，因而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论点并

不很清楚，但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是委员会本身，其

在1966年条约法条款草案 285 的评注中提出了这一论

点。不过1966年的评注和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第

二次报告中使用的术语之间存在若干差异，而这些差

异清楚地表明委员会应当做出措辞更加明确的说明。

285 见《1966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229页 (第22条
的评注第 (1)段 )。

19. 首先，1966年的评注指出规定条约暂时适

用的条款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而非暂时适用本身具

有法律效力。不过，他认为应该明确指出，只有在

签署国之间就暂时适用确立了相关协定时，暂时适

用才具有法律效力。这种协定通常源于对暂时适用

作出规定的条款，但必须始终确定某一特定条款是

否对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以及是否意味着确立了

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暂时适用条约的义务。

20. 其次，关于1966年的评注和第二次报告的

措辞之间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前者指出规定暂时适

用的条款使条约在暂时的基础上生效，而联合国条

约法会议并没有接受委员会提出的这类条款使条约

在暂时基础上生效的观点。因此，当报告员说暂时

适用具有法律效力时，并不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

21. 第三，1966年的评注谈到使条约生效问题，

而第二次报告提到的则是建立法律关系问题。尚不

清楚这种关系是以条约为基础，或基于单方面承诺，

抑或是基于诸如善意等一般法律原则。对于是否应

把规定暂时适用的条款视为表达单方面承诺并根据

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原则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他

与其他委员一样表示怀疑。委员会应在这一方面进

行澄清。

22. 虽然特别报告员不希望使用更具体的术语

这一点可以理解，但他应该明确指出“暂时适用” 这

一术语没有任何内在的法律效力：这是当事方之间暂

时适用条约的协定，确立了法律关系，而且尽管当

事方为暂时适用条约达成的协定所产生的某些附加

法律效力可能源于一般法律原则或其他来源，这类

效力的确是衍生而来的。此外，这不仅只是词语问题；

它涉及对规定暂时适用条款表示赞同的实践的核心

内容。国家赞同这类条款是因为它们希望在授权接

受条约约束的国内程序完成之前适用该条约。这种

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一国政府

不能在其国内法尚未授权的情况下做出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

23.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一

国不得为其不能履约的行为援引国内法的规定，但

该条无助于确定当条约尚未生效时，一关于其暂时

适用的协定是否在条约本身的基础之外，建立一种

法律义务。《公约》第二十五条不曾明确说明—确

定这一点是委员会的任务—第二十七条是否构成

一条解释规则，根据该规则，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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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一规定条约暂时适用条款的条约当事方是意图

在收到第二十五条第二项项下的终止通知之前，确立

一种暂时适用条约的义务。关于如此解释第二十五条

的支持理由还有很多，但其适用范围必定是有限的。

“暂时适用” 这一术语没有固定的含义或特定法律性

质；一切都取决于当事方的具体协定。

24. 这显然是因为就一条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

而言，当事方的协定涉及某一特定国家机构约束国家

行为的权力，要使整个条约具有约束力，进一步的国

内程序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政府表示国内仍有障碍

有待消除或根据其法律体系仍需满足某些先决条件，

则该政府就不能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既使是暂

时的承诺。正因为如此，制订某些标准条款时对规

定暂时适用的条款下的潜在义务进行了限制，以确

保任何此种义务都不超出国内法许可的范围。若政府

不能依赖这样一种谅解，则将无法承担同意暂时适用

一条约的风险—除非通过制订冗长且复杂的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其国内法中的限制将会显现出来。在

实践中这样的后果不会有助益。只要其国内法允许，

政府应该可以同意适用条约，而无需就这种法律在国

际层面上的细节进行解释。即使对各签署国而言某一

签署国可在何种程度上暂时适用条约并不一目了然，

各方也不妨接受这种不明确的状况，以期条约的部

分内容可在初步阶段得到实施。

25. 出于福尔托先生和墨菲先生等人陈述的理

由，第二次报告第82段关于暂时适用不能任意撤销

的陈述是有待商榷的。的确，要适用善意的原则，但

当一签署国通知另一签署国它要终止一条约的暂时

适用时不必给出理由。例如，这种终止可能是国内

政治进程的原因，不应被视为违反了善意原则。在

这方面，他回顾了福尔托先生的说法，即最近对孟

加拉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的孟加拉湾海洋

边界问题仲裁案的裁决证实了福尔托先生对委员会

2013年通过的论点所表示的疑虑，该论点认为根据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通过

的嗣后协定不一定具有约束力。他驳斥了这一说法，

提请人们注意仲裁法院曾引用委员会2013年报告 286 
的相关内容，且仅指出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特定

的换文没有足够的权威性，无法构成当事方之间的

嗣后协定 (裁决第165段 )。因此，仲裁法院并没有说

第三十一条第三项 (甲 )款项下的嗣后协定必须具有

286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2–33页
(结论草案第4条评注第 (5)段 )。

约束力：它并未质疑委员会的论点。他对福尔托先生

的立场提出了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指出就一条约的

暂时适用而达成的协定是典型的正式条约行为，未

必属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嗣

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的情况。

26. 第二次报告为委员会的辩论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需要在今后的报告中加以探讨的专题主要方面

如下：为规定条约暂时适用的条款确立适当的解释，

特别是签署国是否打算由此确立一种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义务；条约制定的实际要素；政府尊重国内法律

和程序的重要性；以及限定条约暂时适用的范围的需

要，使得这种机制对签署国而言仍然是一种有用的

工具，同时既不阻止又不创造虚幻的期望。

27. 卡姆托先生说，特别报告员的做法过于谨

慎；他在收到关于国家实践的更多信息之前不打算作

出结论，这可能会妨碍他的工作，因为过去的经验表

明大多数国家无视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或只有当委

员会到了起草条款、准则或结论的阶段才做出回应。

判例法内容已经相当充实，至少能说明本专题的某

些方面的问题。

28. 要确定一条关于暂时适用的条款的法律效力，

必须既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又参照国内法，因为条

约的暂时适用显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条约对当

事方产生效力的条件、特别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二十四条第四项的条件得到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

原则上暂时适用将在条约文本获得通过时即开始。

29. 与特别报告员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就国内

法有关条约暂时适用的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是有用的，

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关于暂时适用的有效性是一

个宪法问题。常设仲裁法院认为《能源宪章条约》第

45条的法律效力不是一个国际公法问题，而是特别

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第29段提到的涉及争端的签署

国之一的宪法问题，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看法。特

别报告员基于第二次报告第18段中引用的常设国际

法院之陈述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只是事实” 287 的
法律在国际法中并非毫无效力。此外，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二十七条指出当事国不得为其不能履约的

行为援引国内法，这不妨碍《公约》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该条将国际法中的直接效果归于某些国内法的

规定。根据国际法院2002年就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

287 见波兰上西里西亚的某些德国权益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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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和海洋疆界案 (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

参加诉讼 )做出的判决第265段中的判定，委员会应

确定对签署条约而言何为国内法首要规则，以及何

为公布此规则的适当方式。

30. 在法国和几乎所有法语国家中，虽然政府

行政部门掌握着缔结条约的权力，但某些类别的条

约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在这些国家，只有在条约

所涉事宜属于行政机关的专属管辖范围之内，或者

议会事先给予授权时，才能暂时适用条约。特别报

告员应该考虑这些方面，以便就暂时适用条款有效

性的条件制定结论、准则或条款草案。

31. 虽然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暂

时适用源于当事方或谈判国之间的协定，但并未正式禁

止一国在该规则之外就暂时适用作出单方面声明。随

后出现的问题将是该声明可能产生的效果，尤其是当

条约没有提及暂时适用问题时。关于第二次报告第60
段，人们想要了解的是，通过一单方面声明承诺暂时

适用条约，一国是否在条约生效之前，当其他国家尚

未签署暂时适用的条款之时，为其他国家确立了义务。

32. 应该区别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暂时适用。就

后者而言，对于参加所有或部分谈判的国家、参加

谈判和没有参加谈判的国家、决定暂时适用条约的

国家和加入已生效条约的国家，暂时适用会导致出

现各种不同情况。按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十九

条的规定，保留可在签署一条约时提具，也就是说

在其暂时适用期间，可以提具保留。这是特别报告

员应探索的另外一个方面。

33.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由于条约的暂时适用

将取决于，除其他外，国内法的规定以及各国的具

体情况，因此识别国内法律所体现的国家实践，将

会有启示意义。

34. 尚不清楚特别报告员是如何在第二次报告

第14段中得出结论，认为暂时适用具有的法律效力

超越了如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所述的不妨

碍有关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义务。特别报告员在第

25段中谈到了保留问题；但如能确定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十九至第二十三条所载关于保留的规则

是否也涵盖暂时适用的条约，将会是有用的。一些

国家认为条约的暂时适用仅仅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君子协定”，特别报告员如能了解这些国家的实践，

也会是有益的。至于第48和第49段，他本应作出解

释，说明为什么出席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的国家选择了

“暂时适用”，而非“暂时生效” 一词。特别报告员在

第二次报告第60至第68段中对源自暂时适用且只在

国内产生效果的义务与在国际层面产生效果的义务

进行了区分。尽管如此，值得了解的是，特别报告员

为什么没有在报告前文中考虑可否区分条约的暂时

适用在国内产生的权利与在国际上产生的权利问题。

不清楚的另一点是，特别报告员为什么推定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七十条比照适用于源自暂时适用终

止的制度。

35. 他期待特别报告员在下一次报告中对这些

问题作出答复。

下午4时20分散会

第3234次会议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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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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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条约的暂时适用 (续完续完 ) (A/CN.4/666，第二部分 ,  
E节；以及A/CN.4/675)

[议程项目8]

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条约的暂时适用特别报告员简要介绍

其第二次报告 (A/CN.4/675)的辩论情况。

2. 戈麦斯 -罗夫莱多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辩

论的丰富程度证实了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委员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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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澄清条约的暂时适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范围，从

而向各国提供大力帮助。为了做到这一点，委员会

应如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的那样，采取一个明确立

场，即以条约的具体规定为限，同意暂时适用条约

或条约之一部分的国家的权利和责任等同于该条约

生效的情况。多数委员似乎同意，违背因条约的暂

时适用而产生的义务引发国家的国际责任。福尔托

先生在提到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288 第13
条时回顾指出，除非国家“在行为发生时受该义务之

约束”，否则不存在对义务的违背；这条规定的目的

是将国际责任之不溯及既往加以编纂。因此，必须有

效的是义务，这种义务通过条约的暂时适用而有效，

即便条约本身尚未生效。类似地，斯图尔马先生引述

该套条款第12条时指出，违背国际义务即产生国家

的责任，“而不论该义务的起源或特性为何”。“起源”

一词指的是所有可能的国际义务的渊源，换言之，即

国际法所允许的、可产生法律义务的所有方法。总之，

规定一条约暂时适用的条款产生法律效果并为一国

创建了义务，若该国不能遵守这些义务则将承担国

际责任。

3. 关于方法问题，他希望指出他试图列出国家

诉诸暂时适用的多种情况，但这份清单不是要穷尽所

有可能性。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准备工作在某种

程度上忽略了这一问题，而且实践、法律原则和案

例法中也鲜有涉及，他的目的是确保这一问题得到

系统处理。然而，正如福尔托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

士所建议的那样，他将使用一种归纳法而非演绎法。

几位委员强调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与

该文书其他各条的关系，尤其是一条约的暂时适用

与提出保留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报告将就这一问题

进行研究。另一个引起极大兴趣的重要问题是通过

单方面行动产生的暂时适用问题。

4. 他承认，如第二次报告第33段所指出的，国

家只有在一条约就暂时适用之可能性进行了规定，或

参与条约谈判的国家以其他方式就此表示同意的情

况下，才可以单方面决定整体或部分暂时适用该条

约。尽管如此，即使参与条约谈判的国家规定了暂

时适用的可能性，法律义务和效果也仅在关于暂时适

用的条款业已谈妥后，而不是在国家单方面决定暂时

适用该条约时产生—但涉及两国或多国的情况除

288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外。他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到了这一时间差；因此明显

的是，谈判国必须已对暂时适用作出规定或以其他

方式表示同意，国家才能单方面决定暂时适用条约。

5. 然而，实践中可能会发生不符合这些严格标

准的情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加入《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就是一例。当然，正如雅各布松女士所正确指出的，

该案是一个例外，但不能说将来不会再次发生这种情

况或者其他类似的例外事件不会出现。据此，尚未签

署一条约的国家可以决定暂时适用该条约，即便案文

不含有关暂时适用的规定。该条约的当事国是否应

该阻止该国的暂时适用？保存人是否应阻止这些情

况发生或在其发生时加以干预？在这方面，第二次

报告中对单方面声明的分析是具有相关性的。委员

会应当承认例外情况可能会发生，且在此种情况下，

无反对意见以及当事国就条约暂时适用所达成的协

定应该得到相当重视。因此，虽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的特例没有在准则草案中反映出来，但对单方面申

明问题进行辩论仍是值得的。委员会还应铭记，多数

多边条约支持普遍性，此类条约的当事国总体上乐于

看到未成为该条约当事国的国家暂时适用，原因是这

样做会强化条约。不管怎样，委员会可在此种“当事

方协定” 的背景下审议关于同意的重要性问题，或按

照福尔托先生所提议的那样，审议保存人的做法。

6. 条约的暂时适用引起国内法上的问题，也明

显引起国际法上的问题。在本届会议以及以往各届会

议期间进行的辩论表明，委员们总体上同意委员会

避免对各国的国内法开展比较分析。他同意墨菲先

生的意见，即根据《武器贸易条约》第23条，该《条约》

的暂时适用会引发相关国家的国际义务。他原本只

是想在第二次报告第58段中表明，由于国家当局必

须在国内层面上履行第6和第7条规定的义务，因而

该《条约》的暂时适用所产生的具体后果主要是国内

的。其他委员主张不应忽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四十六条第一项。卡姆托先生强调应该考虑这一条

与该《公约》第二十七条的关系，而且不应在一开始

就舍弃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内法规定。第二次报告第

19段探讨的恰恰是这种关系，且将审议与暂时适用

相关的、可产生国际影响的国内法规定。

7. 最后，关于本专题将来的工作，辩论表明有

必要仔细研究适用于国家与国际组织订立的条约和

国际组织相互间订立的条约制度，以及1969年《维也

纳公约》与条约的暂时适用相关的各项规定，而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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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暂时适用终止的规定。比如卡姆托先生提到应

该对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加以研究，该项自案

文通过之时起即告适用，因此早于任何有关暂时适

用的行动。最后，他说他将应一些委员的建议，努

力迅速拟定一份准则草案或结论草案。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 
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续完续完 **)

[议程项目12]

规划组的报告

8. 村濑先生 (规划组主席 )说，规划组举行了

三次会议。它收到了关于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

六十八届会议期间讨论情况专题摘要 (A/CN.4/666)的
I节，题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大会2013年
12月16日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

告的第68/112号决议；大会2013年12月16日关于国

内和国际法治的第68/116号决议；以及2016–2017年
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289 关于“方案6 ：法律事务” 的部

分。在本届会议期间重组成立的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建议根据特拉迪先生准备的提案，在委员会长期工作

方案中加入强行法专题。规划组认可了该建议，并

且建议委员会请秘书处根据1996年确定的专题总方

案 290 编写一份可能的专题清单并附以简短的解释性

说明。委员会不妨对该清单进行研究，但有一项谅解，

即待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确定最终专题清单后 (也许

是2016年 )，再拟定由秘书处编写的专题清单的全面

提纲。在此期间，工作组将继续审议委员们可能提

出的任何专题。

9. 应大会请求，291 规划组起草了一章关于国内

和国际层面的法治的内容。最后，他建议委员会第

六十七届会议于2015年5月4日至6月5日和7月6日
至8月7日在日内瓦举行，并建议委员会在第一期会

议期间审议若干专题，尤其是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和

保护大气层专题。

10. 卡姆托先生说，委员会可考虑在2017年组

织一场工作研讨会，以纪念其设立七十周年。

* 续自第3227次会议。
289 A/69/6 (Prog. 6)号文件。
290 《1996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附件二，第

137–140页。
291 见大会2013年12月16日第68/116号决议，第17段。

11. 哈苏纳先生、尼豪斯先生、墨菲先生、坎

迪奥蒂先生、卡姆托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马里先生、迈克

尔 · 伍德爵士和雅各布松女士参加了讨论。主席随后

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在年度报告中指出一些委员

希望该届会议有部分会议在纽约举行。他还认为委

员会希望采纳规划组提出的关于在长期工作方案中

加入强行法专题的建议，请秘书处编写一份供审议

的专题清单，并注意到规划组的报告 (A/CN.4/L.849)。

就这样决定。

上午11时25分散会

第3235次会议

2014年8月4日，星期一，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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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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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驱逐外国人 (A/CN.4/L.837和Add.1/Rev.1)

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从

A/CN.4/L.837号文件所载章节部分开始。

A. 导言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A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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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第6段

2. 主席说，将在第一句中将留出适当空白，用

于填写本次会议的序次和日期。

第6段通过，但须由秘书处补充完整。

第7段

第7段通过。

B节通过。

C. 委员会的建议

第8段

3.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拟议的建议案文

读作：

“在2014年8月4日 举 行 的 第3235次 会 议

上，委员会决定按照其《章程》第23条，向大会

提出如下建议：(a)注意到一项决议中关于驱逐

外国人的条款草案，并将这些条款草案附在该

决议之后；(b)建议各国在驱逐外国人时采取适

当措施，确保这些条款中阐述的规则得到考虑；

(c)鉴于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在稍后阶段考虑在

条款草案的基础上制订一项公约。” [“A sa 3235e 
séance, le 4 août 2014, la Commission a décidé, 
conformément à l’article 23 de son statut, de recom-
mander à l’Assemblé Générale : a) de prendre acte 
du projet d’articles sur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dans une résolution et d’annexer ces articles à la 
résolution; b) de recommander aux États de prendre 
des dispositions appropriées pour veiller à ce qu’il 
soit tenu compte des règles énoncées dans ces art-
icles dans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c) d’envisager 
à une date ultérieure et étant donné l’importance de 
la question, d’élaborer une convention sur la base 
du projet d’articles.”]

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在本届会议的稍后

阶段通过这项建议，以便委员们有必要的时间进行

审议。

第8段暂时搁置。

D. 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

第9段

5.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说所拟议的决议案文

如下：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驱逐外国人的

条款草案，向特别报告员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表

示深挚感谢和热烈祝贺，感谢并祝贺他通过不

懈努力和专注的工作为起草条款草案做出杰出

贡献，并使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的拟定

工作取得成果。

决议以鼓掌方式通过。

第9段通过。

D节通过。

E.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第10段

第10段经对西班牙文本第15条进行修正后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四章E.1节通过。

6.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837/Add.1/Rev.1
号文件所载第四章的有关部分。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总评注

第 (1)段

7.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最后一句重新措辞为：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条款草案有些构成关于驱逐外

国人的基本规则的编纂，而有些构成这些规则的逐

渐发展。” 这将清楚地说明并非所有条款草案都是这

些规则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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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诺尔特先生的

提议没有考虑到有些条款草案同时既涉及编纂也涉

及逐渐发展的情况。在他看来，当前的措辞更好地

反映了这一事实。

9. 特拉迪先生说，他支持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的观点。在第四句，他建议将“问题” 改为“专题”

或“主题”，因为将驱逐外国人归为“问题” 可能会弱

化了它的重要性。

10. 墨菲先生认同特拉迪先生关于将“问题” 改

为“专题” 的建议。他还认同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关于保留最后一句现有措辞的建议。

11.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赞同墨菲先生、特拉

迪先生和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的意见。委员会还

不习惯于将编纂与逐渐发展加以明确区分。

12. 福尔托先生说，他同意坎迪奥蒂先生的意

见。此外，他还建议在第三句“自十九世纪起” 一句

之前插入“至少 [au moins]” 一词。

13.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说，她赞成

保留最后一句的现有措辞，因为如果有某一条款反

映逐渐发展的情况，特别报告员都会在评注中加以

说明。

1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支持福尔托先生

加上“至少” 和特拉迪先生将“问题” 改为“专题” 的建

议。在第四句中，“众多” 不是法语“plusieurs”的正

确译法，如果用“几项” 可能更好。在第六句中，他

建议删除“有关实在法” 一语中的“实在” 一词：改过

的句子中“有关法律” 足以传达原意。在最后一句中，

他建议使英文本与法文本更加一致，将“构成” 一词

改为“涉及”，这或许会减轻诺尔特先生的关切。

15.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支持迈克尔爵士关

于删除“实在” 一词的建议。在最后一句，他建议将

“构成” 改为“包括”，而不是“涉及”。

16. 诺尔特先生说，听到大家刚才的评论，他

不坚持自己的建议。委员会是在阐明现行法律，还是

在建议对现行法律作出逐渐发展，对本专题也许并

不像对其他专题那样相关，但他想提请委员们注意，

文献中正在讨论作出此种区分的必要性。

17.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经以下修正后

通过第 (1)段：在第三句“自十九世纪起” 一句前纳入

“至少” 一词；在第四句中，将“问题” 一词改为“专题”；
在第六句中，删除“实在” 一词；并在最后一句中，将

“构成” 改为“涉及”。

第 (1)段经这些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总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1条草案 (范围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18.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建议将西班牙文本

脚注2第一句中的“extranjeros ilegales”改为“extran-
jeros en situación irregular”；并删除第六句中“非法移

民或秘密移民便属于这种情况” [Tal es el caso de los 
migrantes ilegales o “clandestinos”]，因为其中含有带

贬义的措辞。在这一点上，他已得到特别报告员的

同意。

19.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英文本脚注2第一句中

的“非法移民” 一词改为“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以便

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使用的措辞保持一

致。同一脚注第八句中“非法身份” 应改为“无正常

身份”。

20. 萨博亚先生说，他支持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和诺尔特先生的建议。

这些建议通过。

21. 彼得里奇先生建议，在第 (3)段倒数第二句

“作出” 与“区分” 之间加上“必要” 一词；最后一句中

“should”和“also”之间的“be”应删除。

提议通过。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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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22. 福尔托先生说，最后一句中“这些人不受通

常的驱逐程序的管辖 [et qui les mettent ainsi à l’abri de 
la procédure ordinaire d’expulsion]” 应删除。与这种说

法相反，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交官，如果没有按

照关于外交关系的国际法规则离开这个国家，将按

正常驱逐程序被驱逐。

23.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不反对福尔托先

生的建议，并提请注意需对第二句作两处小的文字

改动。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2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为了可读性，该

段第一处脚注中的第一句应删除。

25. 坎迪奥蒂先生说，如果将这句话删除，为

了清楚起见，现有第二句的法文本和西班牙文本都

需要改写。

26.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建议将脚注

的开头应改为“如果流离失所者也是因外力在其原籍

国或国籍国以外的外国领土逗留，他或她所处的状况

与难民相似。” [“Si una persona desplazada se encuen-
tra por la fuerza de las circunstancias, en territorio 
extranjero fuera de un Estado de origen o de nacionali-
dad, esa persona se halla en una situación comparable a 
la del refugiado.”]

经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修正的上述脚注

通过。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2条草案 (用语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7. 墨菲先生在福尔托先生的支持下说，第 (2)
段中关于变相驱逐的描述没有完全反映第10条草案

及其评注中就其给出的定义。尤其是第10条草案所

含变相驱逐属有意而为的思想也没有反映在第 (2)段
中。他认为，如果交叉引用第10条草案并删除不必

要重复，可能会使案文更加清楚。因此，他建议删

除第 (2)段最后一句和该段脚注中的最后两句。他还

建议将该脚注的第三句重新措辞为：“如第10条草案

评注中所讨论的，人们还应该考虑不通过正式法律

行为而发生驱逐的情况。”

28. 他指出需要对第2条草案 (a)款的英文本作

文字改动。

29.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该脚注第一句

中所使用的“单方面” 一词没有反映条款草案自身所

载定义的措辞，可能引起混乱。因此，他建议将该

句重新措辞，读作：“在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中，驱

逐是国家采取的形式上为行政行为的法律行为，因

为它是行政机关的决定。”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支持墨菲先生和巴斯

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的建议。该脚注第二句中的说

法，即“每一个驱逐阶段都可进行争讼” 是不准确

的。因此，该句“每个阶段都可争讼” 一语应予以 
删除。

31. 诺尔特先生说，应铭记的是，在许多法律

制度中，正式驱逐行为作为一种受到审查的行政行

为，与国家代表如警察使用武力强迫外国人离境的

直接行动，是有区别的。有人可能会说警察使用武

力必然也总是一种正式行为，但这是将正式行为的概

念与官方行为的概念混为一谈，而后者的涵义要宽泛

得多。因此，他建议将第 (2)段第五句一分为二，改

为“没有采取正式行动形式的驱逐方式也包含在本条

款草案界定的驱逐定义中。这种驱逐方式可置于另一

种制度即第10条草案所说的禁止 ‘变相驱逐’ 制度的

约束之下。” 这一修正将使第 (2)段措辞不会被理解为

只是要表达两个选项—正式行为和间接变相驱逐，

而是为第三种选项留出了余地，即不拘于形式的简

单和直接武力行为。他还建议将第 (2)第二句开头改

为：“这一定义反映了对下述两者的区分：一方面是一

国发出命令强迫外国人离开其领土的正式行为……”。

32. 墨菲先生认可诺尔特先生的建议。

墨菲先生、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和迈克尔·伍
德爵士对上述脚注的修正通过。第 (2)段经墨菲先生

和诺尔特先生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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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英文本第四句和第

五句未出现在法文本中，应予以删除。

34. 诺尔特先生说，据他理解，委员会曾同意

在本段设想的情况下保护外国人的义务是一种行动

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因此，他建议，为清楚起见，

在第二句“保护” 之前加上“恰当地” 一词。

35. 墨菲先生支持迈克尔爵士和诺尔特先生的

建议。关于该段的第二处脚注，他说最后一句似乎

与脚注其他部分不协调，可能会引起混乱。因此他

建议予以删除。

36.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对迈克尔

爵士关于使英文本与法文本相一致的建议没有异议。

至于所涉脚注最后一句，他不太明白墨菲先生的关

切，因为在他看来，这句话对描述驱逐令执行过程

中的强制性成分是有用的。

37. 福尔托先生得到了萨博亚先生的支持，同

意删除上述脚注的最后一句，并建议纳入一个第三

句，读作：“下令驱逐的正式措施本身就是一项命令，

具有法律强制性，正如强制外国人离境的行为是一

种能实际上感受到的强制行为。” [“La mesure formelle 
ordonnant l’expulsion est une injonction, donc une 
contrainte légale tandis que l’exécution de l’opération 
d’expulsion est une contrainte de fait ou physique res-
sentie comme telle.”]

38.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可以接受墨菲先生、

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爵士所建议的修正。

39. 墨菲先生说他为福尔托先生所拟议的措辞

所吸引，如果他的观点是下令驱逐的正式措施—

即命令—先于驱逐令的执行或实施。

40.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表示同意对评注

及所涉脚注的修正。

墨菲先生和福尔托先生对该段第二处脚注拟议

的修正通过。第 (4)段经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

爵士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41. 墨菲先生建议将第一句中的“移交” 一词改

为“送交”。他建议将倒数第二句改为“此外，不准入

境问题不包括在条款草案范围内，这一点不妨碍与

难民有关的规则”。在最后一句，应将“规定” 改为

“引述”。这些修改是为了使评注与第6条草案保持

一致。

42. 诺尔特先生建议将第二句中“其他” 改为

“某些”，因为使用“其他” 给人以曾提到过不同法律

制度的印象，而情况并非如此。

43. 特拉迪先生建议在第二句接近结尾处加上

“在涉及拒绝外国人入境的情况时” 一语，以强调在

某些情况下，条款草案倾向于使用“不准入境”，而

不是“驱回”。

44.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同意墨菲先生、

诺尔特先生和特拉迪先生所拟议的修正，但需要在

倒数第二句“不妨碍……规则” 的规则之前加上“国际

法” 一语。

第 (5)段经卡姆托先生、墨菲先生、诺尔特先生

和特拉迪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 (6)和第 (7)段

第 (6)和第 (7)段通过。

第2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3条草案 (驱逐权 )的评注

第 (1)段

45. 福尔托先生建议删除第三句中“自然 ”

一词。

46.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建议将形容

词“自然” 改为“固有”。

4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支持后一建议，并提议

为了减少强调语气，应改为“国家源于其主权的一项

固有权利”。他还建议删除第二句末尾“法律” 一词。

48.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和诺尔特先生同意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和迈克尔爵士所拟议的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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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赞成埃斯科瓦尔 · 埃
尔南德斯女士所拟议的修正。

50.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每个作者都

有自己的风格。不过，他不打算为了修辞问题作争辩。

第 (1)段经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和迈克

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通过。

下午1时散会

第3236次会议

2014年8月4日，星期一，下午3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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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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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 (续 )驱逐外国人 (续 )  (A/CN.4/L.837和Add.1/Rev.1)

E.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续续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继续逐段审议

A/CN.4/L.837/Add.1/Rev.1号文件。

第3条草案 (驱逐权 )的评注 (续完 )

第 (2)段

2. 福尔托先生说，出于清晰的目的，法文本第

二句中“le droit positif au sens du droit conventionnel”
应替换为“le droit international en vigueur”。

这一提议通过。

3. 特拉迪先生认为第四句 ( “条款草案所载的

一些规则由某些条约制度确立……” )冗余，提议应

将其删去；最后一句应改写为“第3条草案因而保留

了国家依据国际法驱逐外国人的固有权利。”

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认为第四句必须保

留，但英文本应与法文本统一，读作：“条款草案所

载的一些规则……或稳固地立足于习惯国际法之中，

尽管其中某些规则构成……。” [“Some of the rules con-

tained therein are […] firmly established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lthough some of them constitute …”] 

他还提议在倒数第二句后半部分复述《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的用语，读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是有

可能予以减损的，例如在出现威及国家生命的公共

紧急情况时。”

这些提议获得通过。

5. 福尔托先生提到第 (2)段最后一句时说，保

留对本条款草案的减损的说法非常重要，因为该条

款草案本身不含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条款。

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最后一句修正为

“第3条草案因而保留了国家采取减损本条款草案某

些要求的措施的可能性，只要这样做是其他文书所

允许的”，从而明确此种减损的范围。

7. 在彼得里奇先生和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

女士的支持下，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迈克尔·伍

德爵士提出的“其他文书” 这一表述过于模糊，最好

保留目前措辞中提到的国家根据国际法而承担的其

他义务。

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的提议可修正为

“只要这些措施与一国根据国际法而承担的其他义务

相一致”。

这一提议通过。

第 (2)段通过，但须依据刚刚作出的修正进行必

要的更正。

第3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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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草案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9.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第一句“作出驱逐决定”

前加上“依法” 一词。

这一提议通过。

10. 诺尔特先生指出未经正式决定的驱逐可能

直接源于国家的行为，因而未必是符合第10条草案

含义内的变相驱逐；他提议对第二句进行修正，以反

映这一事实。

11. 福尔托先生说，本条评注的目的是就一方

面作出驱逐决定，另一方面决定要符合法律这一双

重要求进行解释，而这种修正与之相悖。然而，诺

尔特先生关切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办法是删除第

一句中“决定” 之前的形容词“正式” —这样做还将

确保与关于外国人有权收到驱逐决定通知的第26条
草案第1款 (a)项保持一致，并且删除已无意义的第 
二句。

12. 墨菲先生和诺尔特先生认同福尔托先生的

提议。

13.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无法看出

删除第一句中“正式” 这一形容词会如何会使第二句

失去意义，因为后者指的是因行为受到驱逐并且因而

不存在决定需告知外国人的情况。不过，为了达成一

致他准备接受这一提议。另一方面，第二句务必保留，

以便明确表明，虽然第4条草案只涉及依法作出决定

后进行驱逐的情况，但委员会意识到驱逐可能在不

经任何正式程序的情况下发生。

14. 墨菲先生说第二句仍有问题，因为它暗示

任何导致驱逐但又不是一项正式决定主题的行为均

构成变相驱逐，而这并非委员会在第10条草案中采

纳的定义。为了避免任何造成困惑的风险，他建议

两句均予保留，但应把第二句改写为：“禁止任何形

式的变相驱逐载于第10条草案第1款。”

这一提议通过。

第 (2)段通过，但须依据刚刚作出的修正进行必

要的更正。。

第 (3)段

1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第一句修正为：

“要求符合法律逻辑上源于这样的事实，即驱逐须在

法律范围内进行。”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7)段

第 (4)至第 (7)段通过。

第4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5条草案 (驱逐的理由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6. 特拉迪先生提议将第二句中的“似乎是” 替

换为“是”。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1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最后一句应做修改，

因为正当的驱逐理由有许多种。因此不应将国家安

全和公共秩序单列出来，就好像它们是实在国际法

中明文确立的仅有的两个驱逐理由。

第 (3)段经修正并对英文本做出两处文字改动后

通过。

第 (4)段

18.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倒数第二句“驱逐国” 和

“须考虑” 之间插入“适时” 两字。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19.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出于清晰的目

的，应将英文本第一句末尾修正为：“contrary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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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lling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与驱逐国国际法义务相反)”。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5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二部分 禁止驱逐的情况

第6条 (与驱逐难民有关的规则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0. 福尔托先生提请大家注意，该段第一处与

最后一处脚注提到的“难民” 定义有所不同，为一致

性起见，他建议将最后一处脚注中摘自《非统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

公约》第一条关于“难民” 一词的冗长定义删除。

这一提议通过。

21.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在英文本中，应该在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前

纳入“Office of the”，因为人们谈论的不是某个人的

实践，而只能是某个机构的实践。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22. 墨菲先生提议把第一句中的动词“适用于”

替换成“可适用于”，并删除使人困惑的第六句。

23. 卡姆托先生说，他怀疑该提议的价值。把

“适用于” 换成“可适用于” 相当于把一条源自实践的

规则变成一个仅仅是可供国家选择的选项。

24. 福尔托先生对墨菲先生的提议表示欢迎。

由于第6条草案规定了一个“不妨碍” 条款，评注中

不过分带有强制性就至关重要。他建议“也适用于”

应替换为更为中性的“也已被用于”。

这一提议通过。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25. 墨菲先生提议在第二句中，将短语“确实

涵盖这种情况” 应替换为“规定这些条款草案也不妨

碍这种情况”；他还提议把第三句中的“规定” 替换为

“提及”。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6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7条草案 (与驱逐无国籍人有关的规则 )的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7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8条草案 (为驱逐目的剥夺国籍 )的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8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9条草案 (禁止集体驱逐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2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提到移徙工人特

殊情况的第二句应删除或移至该段末尾。

27.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最好删除第二句，因为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只

是几个禁止集体驱逐的条约中的一个。

这一提议通过。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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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28. 墨菲先生提议在第二句中“一国” 和“义务”

中间插入“权利和” 几字。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9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0条草案 (禁止变相驱逐 )的评注

第 (1)段

29. 福尔托先生提出就第2条草案给出的相同

理由，提议把第一和第二句中的形容词“正式 (的 )”

删去。

这一提议通过。

30. 福尔托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和卡姆托先

生 (特别报告员 )进行讨论后，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

先生提议删除短语“因为该词可能含有不应有的积极

含义”。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5)段

第 (2)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第 (6)段经对英文本做出细微文字改动后通过。

第 (7)段

第 (7)段通过。

第10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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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段

31. 福尔托先生、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彼得里奇先生、诺尔

特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就法文“sanction”、西班

文“sanción”和英文“penalty”的范围进行了讨论，福

尔托先生随后提议在本段最后一句“实施惩罚” 前加

上短语“依照法律 (conformément à la loi)”。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1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2条草案 (禁止为规避正在进行的引渡程序而诉诸

驱逐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2. 墨菲先生提议将最后一句开头的“在任何

情况下” 替换为“在唯一目的不是规避引渡程序的情

况下”。这一提议得到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和福

尔托先生的支持。

第 (2)段经修正并对英文本做出一处细微文字改

动后通过。

第12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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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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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萨博亚先生说尊严这个概念是主观的，产

生了棘手的问题；他因此提议删去这一句“每个人所

固有的一种属性” 之后的部分。这一提议得到福尔托

先生的支持。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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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13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4条草案 (禁止歧视 )的评注

第 (1)段

34. 墨菲先生提议把第一句中的短语“不歧视

义务” 替换为“不歧视地尊重权利的义务”。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5. 诺尔特先生说英文本的动词应采用现在时。

36.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萨博亚先生和迈

克尔 · 伍德爵士认为第 (4)段过长且过于复杂，有必

要予以简化。

37. 主席请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起草一份提

议，供下次会议讨论。

第 (4)段暂时搁置。

下午6时散会

第3237次会议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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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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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驱逐外国人 ((续续 ) ) (A/CN.4/L.837和Add.1/Rev.1)

E.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续续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报告草稿第四章，并

提请委员们注意A/CN.4/L.837/Add.1/Rev.1号文件关

于第四章的部分。

第14条草案 (禁止歧视 )的评注 (续 )

第 (5)和第 (6)段

2. 诺尔特先生说，关于不以国籍为由进行歧视

的义务可能的例外情形，第 (5)段第二句提到了“一些

国家联盟如欧洲联盟”。这就提出了欧洲联盟确立的

自由迁徙制度是否符合非歧视原则的问题。第 (6)段
第二句在这方面更加明确，称条款草案保留了国家

建立以公民自由迁徙原则为基础的特殊法律制度的

可能性。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他建议删除第 (5)
段第二句，并将第 (5)段与第 (6)段合并。

3. 福尔托先生支持诺尔特先生的提议。如果

接受该项提议，则应删除第 (6)段法文本第一句中的

“Dès lors”。

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同意刚才提出的建议。为

了使这一提议具有权威性，不妨添加一个脚注，提

及欧洲人权法院对穆斯塔奎姆诉比利时案的裁决。

5. 萨博亚先生说，如果只是简单地将第 (5)段
第一句与第 (6)段合并，可能显得委员会将“国籍” 单

列为可允许的歧视理由，不符合普遍禁止基于国籍

的歧视的原则。若能找到其他的措辞方式将会是有

益的。

6. 福尔托先生建议删除第 (5)段，并将第 (6)段
第二句开头改为：“另一方面，它也保留了不以国籍

为由进行歧视的义务可能的例外情形，特别是各国在

彼此之间建立特殊制度的可能性……” [“D’autr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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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préserve les possibles exceptions à l’obligation de 
non-discrimination qui seraient fondées sur la national-
ité et, en particulier, la possibilité pour des États d’établir 
entre eux des régimes juridiques spéciaux …”]。

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将“国籍” 改为所有人

权文书中的表述―― “民族”。

8. 墨菲先生同意该建议。他建议对福尔托先生

拟议的表述作相应修改，并分成两句，以方便阅读，

因此改为：

“另一方面，它也保留了不以民族为由进行

歧视的义务可能的例外情形。具体地说，它保

留了各国在彼此之间建立以公民的自由迁徙原

则为基础的特殊法律制度的可能性，例如欧洲

联盟所实行的那种制度。”

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删除第 (5)段，

并通过经福尔托先生和墨菲先生修正后的第 (6)段。

就这样决定。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5条草案 (弱势人员 )的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15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二章  在驱逐国所要求的保护

第16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生命权的义

务 )的评注

10. 福尔托先生建议将第16条草案评注的最

后一处脚注和第17条草案评注第 (1)段中的第一处

脚注内所引文书的顺序加以调整，以系统地避免总

是先援引《欧洲人权公约》，再援引其他区域的人权 
文书。

11. 特拉迪先生建议删除第16条草案评注中的

最后一句，因为生命权与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无关。

12.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评注中提到

某个问题往往是因为国家在其评论中提出了相关问

题。委员会在决定是否删除某句时应考虑这一点。

13. 经过与吉滴猜萨里先生、迈克尔·伍德爵士、

萨博亚先生、墨菲先生和哈穆德先生的讨论，主席

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删除该评注的最后一句。

就这样决定。

第16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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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4. 墨菲先生提议将第24条草案评注第 (1)段
中援引美洲人权法院洛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

的最后一句移到第17条草案评注第 (1)段的末尾，因

为与第24条相比，该案的事由与第17条有更直接的

联系。

15. 萨博亚先生说，他同意墨菲先生的提

议，但是第17条草案的评注提到洛里 · 贝伦森 -梅
希亚诉秘鲁案不应排除在第24条草案的评注中提到 
该案。

16.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太赞

成将第24条草案评注第 (1)段的最后一句移到正在

审议的段落。第24条草案的评注提到洛里 · 贝伦

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是为了显示国际判例存在不区

分酷刑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

趋势。委员会主张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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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载保护

的范围，以便不仅涵盖酷刑，也涵盖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24条草案的评

注如果不引用该案的判决，将会削弱委员会的这一

主张。他提议在第17条草案评注第 (1)段中插入一

个脚注，请读者参见第24条草案评注第 (1)段中的 
引文。

17.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同意墨菲先生的提

议，因为援引洛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将对第

(1)段中提到的艾哈迈杜 ·撒迪奥 ·迪亚洛案形成补充，

后者特别涉及禁止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不过，

这并不妨碍委员会在第24条草案的评注中也提到洛

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

18.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希望记录

以下事实：在第24条草案中，委员会选择采取广泛的

方针，将有充分理由相信拟被驱逐的外国人将遭受



 第3237次会议——2014年8月5日 189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情况纳入

条款范围。因此，在第24条草案的评注中显示作出

该选择的国际法基础至关重要，考虑到这一点，他

希望援引洛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鲁案。

1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在第17条草案

的评注第 (1)段最后一处脚注中加入一条索引，请读

者参见第24条草案的评注第 (1)段。

就这样决定。

第 (2)段

2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二句中提到第24
条草案的措辞既没有反映该条的标题，也没有反映

该条的案文。因此，他提议将该句修正为“另一方面，

下文第24条草案规定了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该人可

能遭受此种待遇或惩罚的国家的义务。”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21. 朴先生说，最后一句中“有关监督机构” 的

说法不准确。鉴于第24条草案的评注提到了一家国

际机构――禁止酷刑委员会，他建议将上述措辞改

为“有关国际监督机构 [organes internationaux compé-
tents de contrôle]。”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7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8条草案 (尊重家庭生活权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段

2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注意到脚注中提到的国

家法律在秘书处的备忘录 292 起草之前即已通过，建

议以备忘录的相关段次或页次代替法律清单。这样，

委员会将不试图提供一份关于不同国家法律的全面

或最新清单。

23. 经过与斯图尔马先生、福尔托先生、埃斯

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雅各布松女士和诺尔特先

生的讨论，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保留对国

292 A/CN.4/565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于委员会网站

查阅，第五十八届会议 (2006年 )文件。最终文本将转载于

《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家法律的索引。虽然在委员会网站上可以查阅秘书

处的备忘录，但是在书店或图书馆内并没有印刷版，

这意味着备忘录并非普遍可以获得。因此，脚注应

提供国家法律的最新例子，同时附加一处关于秘书

处备忘录的索引。

第 (1)段经对所述脚注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第 (4)段

2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一句中的“需要”

改为“义务” 将更为恰当。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25.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第一句中的“判例法” 一

词提前，并替换“规则” 一词，因为法院只判案，不

确立规则。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第 (6)段通过。

第18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9条草案 (为驱逐目的而对外国人实施的拘留 )的
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2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请注意英文本中漏了一

句。漏掉的句子是法文本中的第二句，读作：“这一

原则的适用不妨碍驱逐国有权针对拟被驱逐的外国

人犯的罪行适用刑法。”

第 (9)段经对英文本更正后通过。

第19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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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草案 (保护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27. 福尔托先生说，国际法学会1892年通过

的决议中未出现“离开该国领土前 (avant de quitter le 
territoire dudit État)” 一句。293 因此应当删除。

28.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拟被驱逐者

显然必须在离开驱逐国领土前处理其事务。不过，如

果福尔托先生希望沿用有关决议的措辞，他不反对

删除这一短句。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第20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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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9.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第一句当中的

“在总体上” 一词。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6)段

第 (2)至第 (6)段通过。

第21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22条草案 (拟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 )的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22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293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sur l’admission et l’expulsion des 
étrangers” , 国际法学会的决议，1892年9月9日，载于H. 
Wehberg (编 ), Tableau général des résolutions (1873–1956), 
Basel, Éditions juridiques et sociologiques, 1957, 第51页起。

第23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生命会受到威胁的

国家的义务 )的评注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这条草案第2款
的英文本与法文文不一致。法文本说的是不适用 
(n’ applique pas)死刑的国家，而英文本说的是没有

死刑的国家。

31.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和主席 (以委

员身份发言 )证实西班牙文本和俄文本也存在同样的

问题。

32.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请起草委员会主席概

述对这条草案的长时间讨论。

33.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第2款
具体禁止将外国人驱逐至将面临被判处或执行死刑

的威胁的目的地国，除非已经事先得到不会判处死

刑、或者如果已经判处但不会执行死刑的保证。它

既涵盖从来没有死刑或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涵

盖不再适用死刑的国家。第2段的措辞已经完善以

反映有关判例法确立的标准。新的措辞指出没有死

刑的驱逐国不得将外国人驱逐至该外国人被判处死

刑的国家或该外国人面临被判处死刑的真实危险的 
国家。

34.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使第23条草案

的法文本与英文、西班牙和俄文本一致。

就这样决定。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23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24条草案 (不将外国人驱逐至其可能遭受酷刑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国家的义务 )
的评注

第 (1)段

35. 福尔托先生说，第二句中的“不驱回” 一词

应改为“不驱逐”。

36.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应当在这段

末尾纳入美洲人权法院对洛里 · 贝伦森 -梅希亚诉秘

鲁案的判决第100段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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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对第三句提出质疑，该

句称禁止酷刑委员会“也采取了” 一种“限制性做法”，
福尔托先生对此表示支持。禁止酷刑委员会只是适

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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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禁止驱逐至有遭受酷刑

的危险的国家。禁止酷刑委员会并没有将禁止延伸

到有遭受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

危险的国家。因此，他建议删除第三句。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第 (4)段

38. 诺尔特先生说，将该段倒数第二句改为

“上述规定所涵盖的情况也可包括……” 将更准确地反

映紧随其后引用的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措辞。

39. 福尔托先生说，如果这样做，则法文本将

读作“pouvait aussi trouver à s’appliquer”。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4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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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40.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提到“《保护人权与基本

自由公约》” 第7号议定书第一条时，按照委员会的通

常做法，将公约名改为《欧洲人权公约》。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0)段

第 (6)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41.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英文本倒数第二句中

“minimum period of time ”之前的“specified ”一词。

42.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同意该建议。法

文本的表述正确，其他语文文本应当与法文本保持

一致。

第 (11)段基于该谅解通过。

第26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27条草案 (针对驱逐决定的上诉的暂停效力 )的
评注

第 (1)和第 (2)段

43. 诺尔特先生指出第27条草案是拟议法，质

疑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承认” 一词是否恰当，因为这

样预先假定了法律中已经存在。他建议将第 (2)段第

一句中的“承认” 改为“规定”。他还建议对第 (1)和 (2)
段稍作文字上的修改。

44.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对将“承认” 改为

另一术语的提议表示支持。法文中最好的表述是动

词“énoncer”。

第 (1)和第 (2)段基于该谅解通过。

第 (3)段

45.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要求在该段

最后一个脚注末尾处加上一句话，说明欧洲人权法

院2014年4月22日对A. C.等人诉西班牙案的判决重

申了评注第 (3)段提到的观点。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但须按照埃斯科瓦尔·埃
尔南德斯女士的提议加上一句话。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27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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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条草案 (个人申诉国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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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46. 诺尔特先生重申他曾就第27条草案评注所

表达的关切，建议修正第 (1)段以反映该项关切，将

第一句中的“承认” 改为另一个动词，并删除第二句

中的“承认” 一词。

47.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同意诺尔特先生

所建议的第一处修正，但不同意第二处修正。第 (1)
段的第二句不是阐述委员会的意见；相反，它提到

的是国内立法。因此，提到某项权利得到承认是可 
取的。

48. 诺尔特先生指出，这一句提到的权利不仅

涉及国内法，而且涉及国际层面上如何对待该权利。

他对该段最后一处脚注中提到的美洲人权委员会的

一项简单建议是否可被视为承认一项一般权利表示

怀疑。

49.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根据其章程，

美洲人权委员会只能提出建议。该处脚注引用的段

落内所使用的“建议” 一词属于标准措辞，并不说明

其内容的相对重要性。

50. 诺尔特先生建议对第 (1)段第二句中的

“承认” 一词不做修改，但是将“甚至在国际层面” 改

为“甚至在国际层面也有所考虑”。

51.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考虑 (envis-
agée)” 一词不符合上下文。包括人权理事会和非洲人

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在内的一些国际人权机构发布

的结论虽然被称为“建议”，但是国家仍然应当遵守。

委员会不恰当地削弱这一段可能否认了国际上的实

际情况。他同意对第一句建议的修改，但认为该段

其余部分应保持不变。

52. 特拉迪先生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

第 (1)段已经有很多限定语了，不应该再进一步削弱

其效果。

53. 萨博亚先生在附和特拉迪先生的意见时说，

他认可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的观点。美洲人权委

员会有权将不遵守其建议的案件递交美洲人权法院

处理，这表明其权限介于纯粹的宣告式机构与司法

机构之间。

54. 墨菲先生同意诺尔特先生的意见。对于

《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的非缔约

国或美洲人权法院管辖外的国家，美洲人权委员会

没有司法管辖权。他承认特拉迪先生的观点，但指

出按照诺尔特先生的建议在第 (1)段中插入“考虑” 一

词，并删除该段最后一处脚注中“实际上承认存在此

项权利” 和“该委员会的” 等词，将更加如实反映美洲

人权委员会建议的地位。

55.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表示支持特别报告

员的意见，他说，尽管少数几个国家尚未加入《美洲

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公约》，但大多数国家

已经这样做了。依据《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设立的美

洲人权法院受理美洲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案件。虽然

从技术上讲，美洲人权委员会发出的是“建议”，但

是许多国家都承认它们具有约束力。

5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认为删除第 (1)段中的

“承认” 一词，但是保留所涉脚注中的措辞不变，或

许可以折中地反映各方观点。他还建议对第 (1)段英

文本稍作文字上的修改。

57.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反映讨

论期间提出的所有意见是不可能的；第 (1)段中

的“可以……发现 ” 一词足以缓解所表达的不同 
关切。

58. 萨博亚先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并表

示支持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建议。

59. 主席认为委员会同意按照迈克尔爵士

的建议修正第 (1)段，但是保持该段第二处脚注 
不变。

第 (1)段基于该谅解经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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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60. 诺尔特先生建议修改第一句中的“承认” 一

词，以反映就第29条草案评注第 (1)段的措辞达成的

共识。

6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得到承认” 改为

“适用”。

第 (4)段经如此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62. 诺尔特先生建议，按照第29条草案评注第

(4)段的措辞，将“事先确定” 改为“原先作出的具有

约束力的……决定”。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63. 福尔托先生说，法文本第四句中的“mais 
qui s’est révélée illicite”应当放在“préalablement adop-
tée”之后。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第 (7)段通过。

第29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30条草案 (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64. 诺尔特先生重申，即使美洲人权委员会的

裁定被视为具有约束力，第 (3)段中提到的结论也不

是为了提出一般权利，它们只是关于在特定情况下

重新准许特定人员进入该国的建议。将这些结论解

释为意味着承认重新准入的权利，未免过头了。

第 (3)段通过。

第 (4)至第 (6)段

第 (4)至第 (6)段通过。

第30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31条草案 (外交保护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31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65. 坎迪奥蒂先生说，不妨按照委员会以往的

做法，为条款草案的案文加上一个序言。序言应当

方便读者使用，与条约序言类似，涵盖专题的目标

和基本原则。特别报告员已起草了一份案文，应分

发供讨论。

66.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回应坎迪奥蒂先

生提出的意见，证实已在委员会第一期会议结束时

向秘书处提交了序言草案。

67. 主席说，序言草案将在另一次会议上分发

供讨论。

下午1时散会

第3238次会议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下午3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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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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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194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四章 驱逐外国人驱逐外国人 (( 续完续完 ) ) (A/CN.4/L.837 和 Add.1/Rev.1)

E.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案文 ( 续完续完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继续审议载有关于驱逐

外国人专题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的 A/CN.4/L.837/
Add.1/Rev.1 号文件。

第 14 条草案 ( 禁止歧视 ) 的评注 ( 续完 )

第 (4) 段

2.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建议将第 (4)段重新

措辞，读作：

“关于禁止以性取向为由的任何歧视，分歧

仍存在，在某些地区，做法也有差异。
[脚注 ] 无论

怎么说，在此问题上，存在着国际实践和判例法。

应该指出的是，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民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

中提及的 ‘性别’ 一词的解释，这一概念包括性

取向。”

3. 墨菲先生注意到第 (4)段中的第三句与该段

脚注中的第一句几乎完全相同，建议将该第一句话

移到第 (4)段末尾，且所涉脚注应以“第488/1992号
来文，尼古拉斯 · 图恩诉澳大利亚案” 开头。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4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E.2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四章E节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C. 委员会的建议 (续完 *)

第8段 (续完 )

4. 主席请特别报告员宣读其载于A/CN.4/L.837
号文件的关于第8段的建议，该建议曾被搁置。

5.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该段应读作：

“在2014年8月……日的第……次会议上，委

员会决定按据其《章程》第23条向大会提出下述

建议：

“(a) 通过一项决议注意到关于驱逐外国人

的条款草案，将条款草案附在决议之后，并鼓

励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条款草案；

“(b) 考虑在以后某个阶段在条款草案的基

础上制订一项公约。”

第8段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四章C节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四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6. 主席说，决议草案的序言 (无文号文件，在

会议室分发 )将在之后的会议上审议，以便委员们有

时间研读。

7. 卡姆托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感到高兴的

是，在经过多年来对一个起初看来并不乐观的议题所

作的持续努力之后，委员会成功起草了一套全面平衡

的条款草案，该草案基本依据了当前法律以及谨慎和

有分寸的逐渐发展。现在条款草案的命运掌握在各

国手中，他希望向秘书处、委员会的各任秘书以及

前任及现任委员，特别是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迈克尔 · 伍

德爵士和阿兰 · 佩莱先生表示诚挚感谢。

第五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A/CN.4/L.838和Add.1)

8.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开始审议A/CN.4/L.838号

文件。

A. 导言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A节通过。* 续自第3235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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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3至第7段

第3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9. 福尔托先生指出，在法文本中，第一句提

到“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concernées (相 关 国

际组织 )”，而A/CN.4/L.835号文件第3段讨论的是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compétentes (主管国际

组织 )”。

10.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

说，英文本中使用的是“competent (主管 )” 一词，

他 建 议 将“concernées (相 关 )” 改 为“compétentes  

(主管 )”。

第8段经对法文本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9段

11.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英文本中有一处错误：

“2009”应改为“2014”。

第9段经对英文本更正后通过。

B节经修正后通过。

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第10段

12. 福尔托先生提议在第1条草案 (范围 )中的

“灾害” 一词后添加“并充分尊重其权利” 等词，以使

其措辞与第2条草案一致。

第10段经修正后通过。

C.1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13.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逐段审议

A/CN.4/L.838/Add.1号文件。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第1 [1]条草案 (范围 )的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1 [1]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2 [2]条草案 (宗旨 )的评注

第 (1)段

14. 卡弗利施先生建议将第二句应改写为“虽然

委员会在起草案文时并不总是包括一项概述有关

条款草案宗旨的规定，但这样做也并非没有先例” 
[“Si les projets d’articles établis par la Commission ne 
comprennent pas tous une disposition qui en énonce les 
objectifs, le cas s’est déjà présenté ”]。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15. 特拉迪先生提议，为避免混乱，英文本最

后一句中的“个人” 一词应改为“人员”。

第2段经对英文本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8)段

第 (3)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16.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最后两句修正为：

“委员会的理解是，在适用权利的问题上，

往往暗含着一定的灵活余地，视灾害的影响程

度而定，同时取决于确认或确定有关权利的相

关规则。”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段

第 (10)段通过。

第2 [2]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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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3]条草案 (灾害的定义 )的评注

第 (1)至第 (4)段

第 (1)至第 (4)段通过。

第 (5)段

17. 诺尔特先生说，他对第二句的措辞有些不

满意，该措辞有“正式化” 的意味。

1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在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

先生 (特别报告员 )、特拉迪先生和萨博亚先生的支持

下，建议删除“目的是排除” 和“事件” 之间的“孤立”

一词。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9)段

第 (6)至第 (9)段通过。

第3 [3]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4条草案 (用语 )的评注

第 (1)段

19.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该段结尾处的“两者都

是专业术语” 一语。经过迈克尔 · 伍德爵士、彼得里

奇先生、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福

尔托先生和特拉迪先生的讨论，决定直接删除该段

最后一句话。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但须对脚注进行编辑修正，应将

其改为“上文脚注3……”。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 (4)段

20.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一句末尾，将“对该

领土的控制” 替换为“对同一领土的控制”，以阐明其

含义。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和第 (6)段

第 (5)和第 (6)段通过。

第 (7)段

21. 墨菲先生建议删除该段，该段作出了不必

要的定义。

第 (7)段删除，但需对随后的段落编号进行相应

的修正。

第 (8)段

第 (8)段通过。

第 (9)段

22. 福尔托先生建议修正最后一句话，其法文

本含有一些多余的介词，以使其读作：

“换句话说，直到其援助已被受灾国按照第

14 [11]条草案同意前，一个提议提供援助的国

家不是 ‘援助国’，不发生由这种分类带来的由本

条款草案所规定的各种法律后果。” [“Autrement 
dit, un État offrant son assistance ne devient un ‘ État 
prêtant assistance’, avec les diverses conséquences 
juridiques qui découlent de cette qualification selon 
le projet d’articles, que lorsque l’État affecté a 
consenti à cette assistance, conformément au projet 
d’article 14 [11] .”]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和第 (11)段

第 (10)和第 (11)段通过。

第 (12)段

2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将第二句中“人员”

一词替换为“个人”。

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至第 (24)段

第 (13)至第 (24)段通过。

第4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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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7]条草案 (人的尊严 )的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24.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三句“采取行动维护人

的尊严的义务” 中，将动词“维护” 替换为“保护”。在

第四句中将“保护的义务 (the duty of protection)” 替换

为“保护义务 (the duty to protect)”。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5 [7]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6 [8]条草案 (人权 )的评注

第 (1)段

25. 诺尔特先生说，对第二句加以修改，以阐

明不仅国家而且所有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都有保护

权利的义务，或许是可取的。

26. 哈穆德先生评论说更简单的做法是直接将

该句删除。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和第 (3)段

第 (2)和第 (3)段通过。

第 (4)段

27. 墨菲先生建议删去英文本第一句末尾的“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s”。

第 (4)段经对英文本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6 [8]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7 [6]条草案 (人道主义原则 )的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 (7)段

28. 在回应福尔托先生的评论时，迈克尔 · 伍
德爵士建议将第三句加以改写，读作：

“因此，…… ‘弱势者 (vulnerable)’ 这一中性

表达，既可指 ‘弱势群体 (vulnerable groups)’ 也

可指 ‘弱势个人 (vulnerable persons)’。”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7 [6]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8 [5]条草案 (合作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2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指出，在引用大会1991
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之后的那句话中出现的

短语“the imperative of”，在法文本中并不存在，建

议将其删除。

这一提议通过。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还建议，在以“More-
over, the cooperation imperative”开头的句子中，“the 
cooperation imperative”应被替换为“the obligation to 
cooperate”。

31. 福尔托先生评论说，按照该条草案的标题，

最好使用“duty to cooperate”。

第 (3)段经对英文本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32. 迈克尔 ·伍德爵士建议将第一句中的“特权”

一词替换为“主要作用”，这是第12条草案 (受灾国的

作用 )第2款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他还建议删除第二

句“义务” 之前的“主要” 一词。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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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

33. 特拉迪先生建议在英文本的最后一句中

删除括号内的短语“(including those such rules to be 
added to the draft articles in the future)”。

第 (6)段经对英文本更正后通过。

第 (7)段

34. 吉滴猜萨里先生建议删除第二句，该句表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局限于武装冲突情况。

这是不正确的，它未能考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

被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拒绝授权在实地采取行动。

35. 在福尔托先生、萨博亚先生、巴伦西亚 -奥
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朴先生和吉滴猜萨里先

生进行讨论之后，主席指出，除吉滴猜萨里先生外，

所有成员都赞成按原文保留第二句，因此他建议第 (7)
段不加修正予以通过。

第 (7)段通过。

第8 [5]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9 [5之二 ]条草案 (合作形式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36. 卡弗利施先生建议将第一句中“plus ou 
moins (大致 )” 一词替换为“partiellement (部分 )”。

这一提议通过。

37.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提请注意，在

第 (1)段指出，第9 [5之二 ]条草案试图在“不增加任何

法律义务” 的情况下进一步阐述第8 [5]条草案的含义，

而第 (2)段第一句指出第9 [5之二 ]条草案所基于的时

跨界含水层法第17条第4款第二句，294 “是对一般合作

义务的延伸”，两者之间缺乏一致性。她建议将第 (2)
段第一句结尾部分的动词“延伸” 替换为另一个词。

294 见委员会在第六十届会议上通过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

案及其评注，载于《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20页起，第53–54段。另见大会2008年12月11日第63/124
号决议，附件。

38.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
议将它替换为动词“解释”。

这一建议得到采纳。

第 (2)款通过，但须按通过的建议进行编辑修正。

第 (3)至第 (8)段

第 (3)至第 (8)段通过。

第9 [5之二 ]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第10 [5之三 ]条草案 (减少灾害风险的合作 )的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10 [5之三 ]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11 [16]条草案 (减少灾害风险的义务 )的评注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39. 福尔托先生建议删除法文本第二句中“de 
manière uniforme”一语。

40.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该短语可能是对英文本“evenly spread”一语的误译，

它所指的并非具体预防政策的一致性，而是在全世

界各大洲已经通过这种政策的64个国家或地区均匀

分布。

第 (6)段通过，但需对法文本进行一项更正。

第 (7)段

41. 福尔托先生建议，将“迄今通过的普遍适

用性规则” 替换为“本条款草案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规则”。

第 (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8)和第 (9)段

第 (8)和第 (9)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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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段

42. 墨菲先生说，《兵库宣言》295 并非很近期，

因为它是在2005年通过的，最好将“最近” 一词替换

为另一表述。

43.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
议将该短语替换为“尤其是”。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1)段

4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该段倒数第二句

中援引的是评注第 (9)段，而非第 (8)段。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和第 (13)段

第 (12)和第 (13)段通过。

第 (14)段

第 (14)段经对英文本作细微编辑更正后通过。

第 (15)至第 (18)段

第 (15)至第 (18)段通过。

第 (19)段

第 (19)段经对英文本作细微编辑更正后通过。

45. 主席说，鉴于时间已晚，委员会将在下次

会议上继续审议A/CN.4/L.838/Add.1号文件。

下午6时散会

第3239次会议

2014年8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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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纳先生、哈穆德

295 世界减灾会议的报告，2005年1月18–22日，日本兵库

县神户市，A/CONF.206/6号文件，第一章，决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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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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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

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五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续完续完 ) ) (A/CN.4/L.838和

Add.1)

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五章并

继续审议A/CN.4/L.838/Add.1号文件所载的有关 
内容。

C.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案文

(续完续完 )

2.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完续完 )

第11 [16]条草案 (减少灾害风险的义务 )的评注

(续完 )

第 (20)至第 (22)段

第 (20)至第 (22)段通过。

第 (23)段

2. 在就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问题进行答复时，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评注第 (11)
段与该条草案第1款有关。因此，应删除提及第2款
的部分。

第 (2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1 [16]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2 [9]条 (受灾国的作用 )的评注

第 (1)段

3. 墨菲先生建议在“provide”一词前添加“to”
一词，并在“disaster relief (抗灾救济)”后添加“and 
assistance (和援助 )”等词，以便与第12条草案的案

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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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尔托先生建议删去第四句起始处“As a 
whole (整个)”字样。

第 (1)段经墨菲先生和福尔托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 (2)至第 (6)段

第 (2)至第 (6)段通过。

第12 [9]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3 [10]条草案 (受灾国寻求外部援助的义务 )的
评注

第 (1)段

5.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最后一句，因为其内容

已在第 (3)段中得到反映。他还提议将第 (2)和第 (3)
段互换位置，使第 (3)段成为第 (1)段最后一句的逻辑

延伸。

6.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说，为使评注更加简

洁，建议删除第 (3)段，并在第 (1)段最后一句末尾添

加“因为在这些委员看来，目前的国际法并没有承认

这样的义务” 一句。该句摘自第 (3)段，足以表明委

员会委员对是否存在寻求援助义务尚无一致意见。

7.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说，他反对诺尔特先生提

出的删除第 (1)段最后一句的建议。该句的陈述十分

重要，应按原文保留。

8.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他本来就不赞成在第 (1)段中列入最后一句，也不赞

成列入第 (3)段。不过，他可赞同特拉迪先生的建议，

对最后一句添加若干词句，并删去第 (3)段。

第 (1)段经特拉迪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第 (2)段通过。

第 (3)段

第 (3)段删除。

第 (4)段

第 (4)段通过。

第 (5)段

9.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一句“来源于” 之前

添加“也” 字，以明确表明国家主权是保护义务的另

一个来源。

10.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赞
同该项修正，因为它强调该义务的两个来源：国家主

权及其义务。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11.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该段第二部分第一句中

“国际社会” 之后加入“成员” 一词。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1)段

第 (7)至第 (11)段通过。

第13 [10]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4 [11]条草案 (受灾国对外部援助的同意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12.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说，为适当反映所有

委员的意见，应改写第三句，使其读作：“另一方面，

委员会一些成员认为，不得任意拒绝外部援助的义

务未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最后一句应删除。

13.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尽管委员会采取的立场是该条草案应使用强制性语

言，以作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潜在基础，

但特拉迪先生的建议有其优点：它涵盖了委员会前任

和现任委员们所表达的立场。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至第 (10)段

第 (4)至第 (10)段通过。



 第3239次会议——2014年8月6日 201

第14 [11]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5 [13]条草案 (对提供外部援助规定条件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1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将最后一句“先前和

嗣后的” 几字改为“该” 字。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1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改写第二句，读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先就存在规范发生灾害时受灾国

提出的具体条件的国内法。”

16. 诺尔特先生建议，在第一句中的“国内法”

一词后用括号加入“内部法” 等字。这将明确表明，

尽管1969年《维也纳公约》和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 296 提及的是国内法，但在该审议专题

范围内，委员会决定最好使用“国内法”。

第 (4)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诺尔特先生修正

后通过。

第 (5)段

17. 墨菲先生建议在第一句末添加“受灾国”

一词。

1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在第四句中将

“assertion”一词替换为“affirmation”。

第 (5)段经墨菲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

通过。

第 (6)至第 (11)段

第 (6)至第 (11)段通过。

第15 [13]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296 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附件。见委员

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30页起，第76–77段。

第16 [12]条草案 (提议外部援助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19. 诺尔特先生建议删除第 (2)段最后一句。它

所引述的条款草案不同于与之相关的另一条条款草

案，它就后者提出了如下问题：提议外部援助的国

家如何能知道该援助对于受灾国而言是否是不可接

受的。

20.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该句意在维持在整个评注中实现的脆弱平衡。从根

本上讲，各国不应提出附加了从表面上看起来会被

受援国视为不可接受之条件的援助提议。特别是这

种提议不应带有歧视性：例如，明确拒绝向叛乱运动

所控制地区的居民提供援助的提议可被正当拒绝。

21. 萨博亚先生欢迎特别报告员所作的澄清。

该句反映了中立原则的必然结果，应予以保留。

22. 墨菲先生赞同诺尔特先生的观点，即该句

包含的案文来自一条并非与其相关的条款草案。他

建议将其替换为以下措辞：“除其他外，这种提议应

符合第7条草案所规定的原则。”

23.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

仅提及第7条草案会排除其他相关原则。

24. 特拉迪先生在福尔托先生的支持下，呼应

了墨菲先生的意见。该句具体指的是援助提议，国

家有拒绝这些提议的自由。

25. 朴先生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和萨博亚先生

的看法。

26. 诺尔特先生赞同墨菲先生、特拉迪先生和

其他人提出的观点。他说至少应对这句话进行重新

措辞，以避免将有条件的提议和有条件的接受这两

个问题混为一谈。

27.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同
意墨菲先生拟议的修正。

28. 萨博亚先生说，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发言，

他可同意修正这个句子；然而，为避免仅涉及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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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他建议将该句改为：“这类提议除其他外，应

符合这些条款草案所载的原则，尤其是第7 [6]条草

案中的原则。”

第 (2)段经墨菲先生和萨博亚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 (3)至第 (5)段

第 (3)至第 (5)段通过。

第16 [12]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7 [14]条草案 (便利外部援助 )的评注

第 (1)至第 (6)段

第 (1)至第 (6)段通过。

第17 [14]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18条草案 (保护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 )的评注

第 (1)至第 (8)段

第 (1)至第 (8)段通过。

第 (9)段

29. 在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

的支持下，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条款草案的评注

中应避免使用强制性语言。因此，第 (9)段最后一句

中的“须考虑” 应相应修改为“应考虑”。

第 (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0)至第 (13)段

第 (10)至 (13)段通过。

第18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19 [15]条草案 (终止外部援助 )的评注

第 (1)至第 (7)段

第 (1)至第 (7)段通过。

第19 [15]条草案的评注通过。

第20条草案 (与国际法特别规则或其他规则的关系 )
的评注

第 (1)段

30. 墨菲先生认为应将“(a)”和“(b)”应分别替

换为“either”和“or”。

第 (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段

31. 墨菲先生建议在第一句“规定的第一部分”

之后加入“( ‘特别’ 规则 )”，以便与同一条草案评注

第 (5)段中对“其他规则” 的提及形成对照。

3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可能将该句第一

部分修改为“提及 ‘特别规则’，背后的理由是……”

会更明确。若如此，应在第 (5)段中作出相应的 
修改。

33.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表
示支持迈克尔爵士的建议。

第 (2)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通过。

第 (3)和第 (4)段

第 (3)和第 (4)段通过。

第 (5)段

34. 主席建议如同迈克尔爵士先前所提议的

那样，将该段开头部分修正为“提到 ‘其他规则 ’

意在……”。

35. 诺尔特先生同意主席的建议。他提议应将

括号中的全部案文重新改写为一个单独的句子，开

头为“例子有关于条约法的规定……”。

3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进一步建议在诺尔特

先生拟议的新句子中，在“supervening 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和“fundamental change of circum-
stances”之前删除“the”一词；并在“States and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s”前删除“both”一词。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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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段

37. 特拉迪先生建议在第三句中将“习惯国际

规则” 改为“习惯国际法规则”。

3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建议将该段开头改为

“第20条草案中的 ‘不影响’ 条款……”。

39. 诺尔特先生说，为使该段更具总体性，应

将第四句开头“在这方面” 等字删除。

40. 墨菲先生同意已提出的所有建议。他建议

在第一句中的“第20条草案” 和“适用” 之间加入“也”

字。

第 (6)段经这些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4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如同在第 (6)段一样，

“第20条草案规定的保护机制” 应改为“第20条草案

中的 ‘不影响’ 条款”。

42. 吉滴猜萨里先生建议将第二句中“国际法

规则” 一词改为“所有国际法规则”，以包括不仅仅是

评注第 (6)段和第 (7)段所提到的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

并反映该句后面的用语。

43. 诺尔特先生在提到同一句时建议将“可适

用” 改为“适用”。

44.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赞
同这些建议。

第 (7)段经如此修正后通过。

第20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21 [4]条草案 (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 )的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第 (2)段

4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在提到第 (2)段第一句时

说，在“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raft articles over armed 
conflict”中，由于文体原因，应修改“over”一词；然而，

考虑到该段的微妙之处，究竟应如何修改，应加以

讨论。

46.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感

谢这一关切，他说，案文被曲解的风险总是存在，但

该段的意图很明确：不排除条款草案对武装冲突情境

的潜在适用性。他建议将“over”改为“in a situation 

of”。

47. 哈穆德先生建议使用“during”作为替代

办法。

48. 迈克尔·伍德爵士强调该段十分重要。他说，

本条草案案文是长时间审议的结果。评注应尽可能

明确。

49. 在萨博亚先生的支持下，巴伦西亚 -奥斯皮

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 )回顾说，该条草案在委员会关

于该专题的工作中很早就获得通过，但被移动到案文

末尾，直接列于一条关于条款草案与国际法特别规

则或其他规则的关系问题的新条款草案之后。为委

员会对案文的一读之目的，他建议将“over”改为“in 

situations of”，但有一项谅解，即委员会在二读时将

再次审议这一问题，对第20条草案和第21条草案之

间的联系给予特别注意。

第 (2)段经特别报告员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第21 [4]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的评注

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五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七章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A/CN.4/L.840 

和Add.1–3)

50.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七章，

从A/CN.4/L.840号文件所载案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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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言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5至第9段

第5至第9段通过。

B节通过。

C.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

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结论草案案文

1. 结论草案案文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C.1节通过。

5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840/Add.1号

文件所载的第七章内容。

2.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结论草案第6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识别 )的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52. 墨菲先生建议在第一句中将“条约的每一次

适用都预先假设有一种解释” 一句替换为“条约的适

用几乎必然涉及某种解释因素”。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第 (5)段通过。

第 (6)段

53. 墨菲先生提议，在第二句中，将“which”
和“attributable”之间的“are”字替换为“is”，因为这

是与“conduct by non-State actors”搭配的动词形式。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54. 福尔托先生建议，将在第一句中“在无条

约义务的情况下发生 [sans rapport avec une obligation 
conventionnelle]” 一句应替换为“非以条约为动机 [qui 
n’est pas motivée par le traité]”，这一措辞反映了本条

款草案评注第 (13)段引用的霍尔茨曼法官在伊朗—美

国索赔法庭上的一项反对意见。297

55. 墨菲先生支持福尔托先生的建议，在第一句

末尾，他建议添加“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意义上的” 一句。

56.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反对墨菲

先生的建议而且他可以同意福尔托先生的建议，但

该建议的英文版本应读作：“that is not motivated by a 
treaty obligation (非以条约义务为驱动 )”。

就这样决定。

第 (7)段经这些修正后通过。

第 (8)至第 (10)段

第 (8)至 (10)段通过。

第 (11)段

57.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建议将最后一句重新

措辞，读作：“从司法实践和国家实践中摘取的例子

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297 霍尔茨曼法官的单独意见，部分同意，部分反对，载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伊朗–美国索赔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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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段

58.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建议，在第二句

“Court”和“also”之间加入“has”一词，以强调这些

措辞之后的内容与在前一句中所述内容之间的区别。

59. 墨菲先生建议在第一句“‘Joint Ministe-
rial Communiqué’”几字和“to”字之间加入“of two 
States”等字。

第 (12)段经这些修正后通过。

第 (13)段

60. 墨菲先生和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对该段的

格式做出了一些修正。

第 (13)段经这些修正后通过。

第 (14)至第 (19)段

第 (14)至第 (19)段通过。

第 (20)段

61. 墨菲先生说，应将在第一句中“also (也 )”
一词替换为“instead (而是)”，因为想要表达的是就

两种不同可能性进行对比，而不是指出所累积的可

能性。

第 (2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1)段

62.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建议将倒数第二句中

“修改” 一词替换为“以特定方式解释了”。

第 (2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2)段

63. 福尔托先生说，第 (22)段旨在解释结论草

案第6条第1款，该款提到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第3项下的协定。然而，第 (22)段给出的

例子涉及的是《公约》第三十二条，因为它处理的是

仅在某些当事方之间而不是所有当事方之间的嗣后

协定。也许更适当的做法是将该例子放在评注第 (25)
段之后。

64.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赞同福尔托

先生的建议，且这些评注需相应地重新编号。

第 (2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3)段

65. 墨菲先生说应将在倒数第二句中“practices 

(做法)”一词替换为“conduct (行为)”，并将“which”
和“attributable”之间的“are”字替换为“is”。该段第

二处脚注中似乎有一个错误，该脚注提到了“结论草

案第5条第3款”，而结论草案第5条并无第3款。他

建议在同一处脚注“海洋争端案 (秘鲁诉智利 )” 之前

添加“另见” 二字。

66.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该脚注中，

应引述的是“结论草案第5条第1款”。他赞同墨菲先

生拟议的所有修正。

67. 在委员会就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进行的

辩论中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在某些情况下，不作为

可构成惯例。条约解释和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两者

是比照关系，并非如此不同以致于应对“惯例” 这样

一个基本概念作出极为不同的定义。因此，他建议

在第二句中沿用在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中使

用的表述，在“一致的 ‘行为’ 之后，” 加入“包括某些

情况下的不作为”。

第 (23)段经修正并对第二处脚注的更正后通过。

第 (24)段

第 (24)段通过。

第 (25)段

68. 墨菲先生建议在第二句中将“但不希望” 改

为“但并不因此”，并将该句末尾的“into question”二
字移至“call”和“the”两字之间 [此处修正不影响中

文本 ]。

第 (25)段经修正后通过。

结论草案第6条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69.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840/Add.2号

文件所载的第七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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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L.840/Add.2号文件

结论草案第7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对解释产

生的影响 )的评注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第 (3)段

70. 墨菲先生建议在倒数第二句中删除“有助

于” 几字。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71. 墨菲先生说，“毒药或有毒武器” 等字之后

的整个案文构成直接引用，应明确反映这一点。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7)段

第 (5)至第 (7)段通过。

第 (8)段

72. 墨菲先生建议在第一句中删除“of a treaty”
等字，并将最后一句末尾的冒号替换为句号。

第 (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9)段

第 (9)段通过。

第 (10)段

73. 墨菲先生建议在“缩小” 之后加入“或扩大”

等字，以对应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中的用语。

7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如果决定对应该用

语，应在“扩大” 后添加“或确定可能解释的范围” 等

措辞。

75.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由于第 (10)
和第 (12)段提出了相似观点，且第 (13) 段所载实例应

直接延续第 (11)段所载实例，因此，应将第 (10)和第

(12)段合并。这可通过以下做法来实现：将第 (10)段
的开头内容即“非司法环境或准司法环境下的国家实

践确认，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与第 (12)段从“具体

说明术语的含义不仅可以体现为……” 开始的部分合

并。这样读起来更通畅并可兼顾迈克尔爵士的观点。

76. 福尔托先生说，他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关于第 (12)段的脚注 (该脚注需作出调整，以适应第

(10)段的新措辞 )，第一句的最初部分与结论草案第7
条第1款相矛盾。后者指出嗣后协定可导致缩小或扩

大可能解释的范围，而所涉脚注却说不可能有不同

的可能解释。因此，他建议将该脚注第一句话第一

部分重新措辞，读作：“这意味着，条约可让缔约方

有可能在一系列允许的不同行为中作出选择。” [“Ceci 
signifie que le traité peut accorder aux parties la pos-
sibilité de choisir parmi une gamme de différents actes 
autorisés.”]

77. 特拉迪先生说，他支持诺尔特先生的建议，

但在该建议中，他提议将“可以” 一词替换为“确实”。

78. 墨菲先生建议删除诺尔特先生建议中的两

处“可以” 字样。

7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同意删除出现在

第一处的“可以”，但第二处应予以保留。

80.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支持迈克

尔爵士刚才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涉及墨菲先生和特

拉迪先生的关切。关于第 (12)段的脚注，他想知道，

在第一句的最初部分，在“可能” 和“存在” 之间纳入

“最终” 一词是否可能解决福尔托先生的关切。这句

话指的是解释过程和不同解释要素在达成对条约的

正确解释中所发挥的作用；它与结论草案和评注中的

内容并不矛盾。

81. 福尔托先生说，他坚持认为诺尔特先生的

建议并未解决所涉脚注和结论草案第7条第1款之间

的矛盾。

82.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建议暂时搁置

第 (10)段，以便留出时间进行磋商，以找到适当 
措辞。

第 (10)段暂时搁置。



 第3240次会议——2014年8月6日 207

第 (11)段

83. 特拉迪先生建议在第一行“用语” 之后加入

“的通常含义” 一词。

84. 墨菲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中将“说明” 一词

替换为“澄清”。

85.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委员会在评

注中多处使用了“说明” 一词，以指出意义的缩小，

而委员会使用“澄清” 一词来表示意义的扩大。出于

这一原因，他希望保留“说明” 一词。

第 (11)段经特拉迪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第 (12)段暂时搁置。

第 (13)和第 (14)段

8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第 (13)和第 (14)段与

一个使用红十字会、红新月会或红狮与太阳会保护

标识的实例相关。这两段指出国家在使用保护标识

方面有酌处余地，没有义务在所有情况下都使用这

种标识。然而，他不能确定是否能从所提供的实例

中得出这种结论；他也不能确定是否能建议放宽对医

务人员和运输使用保护标识的要求。也许特别报告

员会考虑删除第 (13)和第 (14)段。

87.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作出了努

力，解决迈克尔爵士在另一场合表达的关切，即在

第 (14)段中列入“不包含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标识的

义务”。他可进一步建议将该句中的“任何” 一词替换

为“这种”，这将产生略微缩小其意义的效果，但委

员会不可能完全忽视这些例子，因为它们在所引述

的情况下显然是合理的。

88. 福尔托先生说，包含第 (13)段的那部分评

注涉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和一项条约

所有当事方的嗣后协定。而第 (13)段第三句所指的是

“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不再让这类车队露出特殊标志”。
他不相信这是条约所有当事方之间的一个协定实例。

89.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将会在未来

结论草案中处理条约某些当事方从事的但未被所有当

事方接受的惯例，以及通常对应于某些多边条约的广

泛领域，这些多边条约涉及某些当事方予以遵循且未

被其他当事方质疑的惯例。问题是此类惯例，至少在

潜在意义上，是否符合被视为嗣后协定的标准。他认

为任何国家都不会质疑在实例所描述的情况下，使用

保护标志并非强制义务；因此，他倾向于保留该实例。

90. 墨菲先生说，迈克尔爵士提出的问题极其

重要。如果保留该实例，他建议在第 (13)段第一句中

将“一个” 一词替换为“另一个”，原因是第 (12)段将

与第 (10)段合并，红十字会的实例将成为第二个实例。

91. 鉴于第 (14)段的措辞问题，他建议对其进

行改写，读作：“此种显然未被质疑的国家实践确认

了对第12条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在特殊情况下

使用保护标志的一般义务允许缔约方有酌处余地。”

这种表述更加谨慎，可解决迈克尔爵士的关切。

92. 福尔托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从第 (13)和第 (14)段的措辞中并不能明确看出红十字

会实例中所描述的惯例是所有有关当事方所遵循的惯

例。如果委员会在评注的其他地方提及第三十二条，

可将实例置于该处；如果不能这样做，委员会可考虑

加入一句话表明红十字会的实例是对第32条的阐释。

93. 萨博亚先生说他倾向于支持迈克尔爵士提

出的删除第 (13)和第 (14)段的建议；然而，由于标志

的目标是保护人类生命，可能会有特别情形，在这

些情形中，不显示这些标志是合理的。墨菲先生的

建议部分地涉及了此类情形。

94. 主席建议暂时搁置第 (13)和第 (14)段，直

至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散会

第3240次会议

2014年8月6日，星期三，下午3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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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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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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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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

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七章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续完续完 ))  

(A/CN.4/L.840和Add.1–3)

C.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

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结论草案案文 (续完续完 )

2.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及其评

注 ((续完续完 ))

结论草案第7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对解释产

生的影响 )的评注 (续 )

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上次会议暂时搁置的结论

草案第7条评注第 (10)、(12)、(13)和第 (14)段，并继

续逐段审议A/CN.4/L.840/Add.2号文件。

第 (10)和第 (12)段 (续完 )

2.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在与福尔托先

生进行磋商之后，他提议把准备予以保留的第 (12)段
的脚注开头修正为：“这并不是说根本上可存在对条

约的不同解释”。

第 (10)和第 (12)段合并，所拟议的措辞读作：“司

法环境或准司法环境以外的国家实践证实，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不仅有助于通过缩小条约下的权利和

义务的可能含义范围，来具体说明一个用语的含义，

也可表明一个更大的可接受的解释范围，或表明条

约赋予各国的自由裁量权的特定范围。”

第 (10)和第 (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3)和第 (14)段 (续完 )

3.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根据墨菲先

生在上次会议上的提议，他建议把第 (13)段第一句

的开头部分修正为：“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关

于第二句，他提议将英文本中的“under any circum-
stances (在任何情况下 )” 替换为“under all circum-
stances (在所有情况下 )”，并将“States possess some 
discretion (国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 替换为

“States may possess some discretion (国家可拥有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 )”。第 (14)段也可修正为：“这种国家

实践证实了对第十二条的某种解释，即使用保护标

志的义务在例外情况下容许缔约方有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

第 (13)和第 (1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5)段

4. 墨菲先生提议将第四句中的“更加日常的

原因” 替换为“其他情况下”。

5. 迈克尔·伍德爵士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九条赋予国家一项绝对权利，可能不是最恰当的

实例，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哈穆德先生和萨博亚先

生的支持。

6. 特拉迪先生认可迈克尔爵士关于国家被赋予

权利之绝对性的评论意见，但他说，关于《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九条，正是因为实践与条约完全相符，

所以该实例是恰当的。

7.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愿意接受墨

菲先生的提议。他指出，即便国家权利是绝对的，也

必须善意行使。

8. 福尔托先生说，为了解决提出的关切，他提

议将第一句中的“酌处权” 替换为“明显不带条件的

权利”，并将最后一句重新拟定为：“因此，这类实践

表明，第九条规定了无条件的权利。”

9.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该提议的方

向是正确的，他只需在第一句的“不带条件” 前加上

“明显” 一词，并在最后一句的“规定” 前加上“的确”

一词。

10. 墨菲先生说，同样，他提议去掉倒数第二

句的“出于与政治或类似严重关切无关的理由”。

第 (15)段经修正后通过，但需对英文本做细微措

辞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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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段

经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福尔托先生和迈

克尔 · 伍德爵士讨论，决定暂时搁置第 (16)段。

第 (17)段

第 (17)段通过。

第 (18)段

11. 雅各布松女士提议将最后一句的“可行性”

替换为“可行的预防措施”。

提议通过。

经雅各布松女士、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和
墨菲先生讨论，决定将第二句中“第3条第4款澄清

了”替换为“第3条第4款使用了”。

第 (18)段经修正后通过，并按雅各布松女士的提

议做细微措辞改动。

第 (19)和第 (20)段

第 (19)和第 (20)段通过。

第 (21)段

12.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第二句

“同样的形式” 之后加上一个句号，并删除括号内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一语以及“与……协定一样……

其适用的……义务” 这句话，同时保留脚注，将其置

于入第二句结尾处。

第 (2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2)段

13.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第三句

“似乎没有” 与“任何正式标准” 之间加入“第三十九

条 (如果适用 )以外的” 字样。该句其余部分保持 
不变。

第 (2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3)段

第 (23)段通过。

第 (24)段

14. 哈穆德先生提议删除第四句开头部分的

“大多数” 一词，然后该句以“著述者” 开头。

15.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认为应保

留“大多数” 一词，因为该词反映出持这种观点的不

只有几位作者，该段第二处脚注所引用的许多资料

来源都证实了这一点。

1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尽管如此，声称

“大多数著述者” 持有该观点可能有些夸张。为解

决哈穆德先生的关切，他提议将“大多数” 替换为

“许多”。

第 (2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5)段

17. 哈穆德先生建议对最后一句做略微改动，

在“事实上” 之后加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的表述。

18.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指出，所表达的

立场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脚注引用的诸多资料来

源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此外，该立场并不绝对，因

为它不是说解释与修正或修订条约的界线无法划分，

而是说通常在实践中，这“即便有可能，也很难” 实现。

19. 经彼得里奇先生、哈穆德先生、特拉迪先

生和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讨论后，鉴于未就哈

穆德先生的提议达成共识，主席提议暂时搁置对第

(25)段的审议，由特别报告员应与相关委员进行磋商，

以便就解决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第 (25)段暂时搁置。

第 (26)至第 (28)段

第 (26)至第 (28)段通过。

第 (29)段

20. 哈穆德先生提议将第一句开头的“虽然提

出了……的可能性” 替换为“虽然没有排除……的可

能性”。

21.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认为，第一句

提到了结论草案第7条评注第 (25)段提及的国际

法院就关于航海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案做出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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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在该案中，法院不仅没有排除缔约方通过嗣

后实践修改条约的可能性，还明确提出了这种可 

能性。

2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为解决哈穆德先

生的关切，可将“虽然提出了……的可能性” 替换为

“虽然留下了……的可能性”。

第 (2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0)段

23. 墨菲先生说，应在第二句援引的内容之后

加上脚注，以表明资料来源。

第 (30)段通过，但需按墨菲先生提议增加一处

脚注。

第 (31)和第 (32)段

第 (31)和第 (32)段通过。

第 (33)段

24. 墨菲先生提议将第二句的“世贸组织的

案件” 替换为“世贸组织的情况”。

第 (3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4)段

第 (34)段通过。

第 (35)段

25. 哈穆德先生在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的支

持下提议删除最后一句中“轻易” 一词。

26.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他不支持将

其删除，因为这将与第 (29)段的内容不一致。他提议，

在他与有关委员就解决办法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暂时

搁置对该段的审议。

第 (35)段暂时搁置。

第 (36)段

第 (36)段通过。

结论草案第8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

的权重 )的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2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除第一句中“甚至

粗略的” 这一措辞。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至第 (14)段

第 (5)至第 (14)段通过。

结论草案第8条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28. 主席提议稍作休息，以便特别报告员与就

之前暂时搁置的结论草案第7条评注第 (16)、第 (25)
和第 (35)段提出建议的委员们进行磋商。

下午4时25分休会，下午4时55分复会

29. 主席请委员会重新审议之前暂时搁置的结

论草案第7条评注第 (16)、第 (25)和第 (35)段。

结论草案第7条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对解释产

生的影响 )的评注 (续完 )

第 (16)段 (续完 )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特别报告员同意把

最后一句修正为：“因此，可以利用第三十二条所指

的 ‘其他嗣后实践’，这不仅是为了确定某些情况下条

约的含义，而且也用来—并且总是可以用来—

证实适用第三十一条得出的含义。”

第 (1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25)段 (续完 )

31.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哈穆德先生

和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同意将最后一句中“通常”

一词替换为“有时”。

第 (25)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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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段

32.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在最后一句中

加入“达成一致的” 这一措辞，使该句读作：“……没

有因确立了所有缔约方的一致的嗣后实践对条约的

修正或修改而正式受到质疑”。

第 (35)段经修正后通过。

结论草案第7条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33.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继续逐段审议

A/CN.4/L.840/Add.3号文件所载第七章。

结论草案第9条 (与条约解释有关的缔约方协定 )

第 (1)至第 (5)段

第 (1)至第 (5)段通过。

第 (6)段

34. 墨菲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的“解释者” 之后

加上“在欧洲人权法院的” 的表述，以表明所述方法

专门针对该法院，未必适用于其他机构。

35.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当欧洲人权

法院采取某一特定立场时，其他解释者往往会效仿

之。倘若墨菲先生感到关切的是该句语气过于肯定，

可把该句改为“解释者……可能有一定的斟酌余地”

而不是“解释者……有一定的斟酌余地”。

3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墨菲先生的关切或

者可以通过保留“有” 一词而在“解释者” 之前加上

“《欧洲人权公约》的” 这一表述得到解决。

37.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为了体现

墨菲先生和迈克尔爵士表达的观点，将把最后一句

的结尾修正为：“……至少在《欧洲人权公约》下，解

释者……有一定的斟酌余地”。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至第 (10)段

第 (7)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第 (11)段通过。

38. 福尔托先生提议在第 (11)段之后加入一个

新段落，以便反映某些委员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发

表的意见，该段落的副本已经分发。其内容为：

“另一方面，一些委员认为用语 ‘协定 ’ 在
1969年《维也纳公约》所有条款中具有相同的含

义。根据这些委员的意见，这个词表示有关国

家之间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谅解，本评注所提到

的判例法与这个定义不矛盾。这样的定义并不

妨碍为了解释的目的而考虑第三十二条所指的

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谅解。”

39.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虽然他不赞

成在评注中纳入反对意见，但只要“faisant droit”一
语的英文译文含义不不是“binding upon (具有约束

力的 )”，他就不反对福尔托先生关于增加该段落的

提议。

4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具有约束力的”

替换为“在……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

提议通过。

41. 墨菲先生建议将最后一句中“prevent to take 
into account”替换为“prevent taking into account”，并

删除该句结尾的“然而” 一词。

该提议被采纳。

42.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委员支持在第 (11)
段之后加入由福尔托先生拟议且英文本经迈克尔爵

士和墨菲先生修正的段落。

就这样决定。

第 (12)至第 (16)段

第 (12)至第 (16)段通过。

第 (17)段

43. 墨菲先生建议在英文本中将句子的开头部

分修正为：“This judgment suggests that in cases which 
concern treaties delimiting a boundary (这一判决表明，

在涉及边界划定条约的案例中 )”。

第 (17)段经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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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至第 (23)段

第 (18)至第 (23)段通过。

结论草案第9条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结论草案第10条 (在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过的决定 )
的评注

第 (1)至第 (3)段

第 (1)至第 (3)段通过。

第 (4)段

44. 墨菲先生提议将第三句中的“缔约国大会”

一词置于引号之内，因为这是委员会在提及定义时

的标准做法。

第 (4)段经细微措辞改动后通过。

第 (5)至第 (16)段

第 (5)至第 (16)段通过。

第 (17)段

45. 墨菲先生提议删除第一和第二句中的

“例如” 一词，因为委员会已在第 (11)段中作出解释，

缔约国会议、特别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

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

审查会议通过的决定可构成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

46. 诺尔特先生 (特别报告员 )说，如果在第 (11)
段第二句“就该公约……通过 ‘进一步……和协议’” 之

前加上“定期” 一词，他将愿意接受该提议。

第 (17)段经修正并对第 (11)段的修订后通过。

第 (18)至第 (38)段

第 (18)至第 (38)段通过。

C.2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七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九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A/CN.4/L.842和

Add.1)

47.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逐段审议A/CN.4/L.842
号文件。

A. 导言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5和第6段

48.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宣读了这两段的新版案文。

49. 主席请求分发新提案的副本，以便委员们

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建议在之后的会议上审议该案文。

就这样决定。

第7至第8段

第7至第8段通过。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第9段

50. 福尔托先生说，由于委员会已经通过了

“官员” 的定义，所以应删除第1条第1款中的脚注。

第9段经修正后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九章C.1节经修正后

通过。

A/CN.4/L.842/Add.1号文件

2.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

评注

第2条草案 (定义 )的评注

第 (1)段

51. 主席向特别报告员建议，鉴于时间已晚，

委员会应在之后的会议上继续审议该段内容。

下午6时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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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41次会议

2014年8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马里先生、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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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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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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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九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续 )) (A/CN.4/L.842和

Add.1)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A/CN.4/L.842号文件

中所载报告的第九章部分，尤其是第5和第6段，这

两段的通过被暂时搁置，特别报告员拟议了新的措

辞 (文件无文号且只有英文本和西班牙文本 )。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5段 (续完 )

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第5段的内容重新措辞如下：

“在第三次报告里，特别报告员先是分析了

属事豁免的规范性要素，着重分析了与主体要

素有关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正如在委员会

上届会议上宣布的，报告探讨了 ‘官员’ 的一般

概念，考虑了可用来识别此类人员的实质性标

准、特别是对外国刑事管辖可享有属事豁免的

人员的实质性标准。报告还鉴于各语文中 ‘官员’

及其对应词语所造成的用语困难，处理了在语言

上如何选择最适合的词语来指称那些享有豁免

的人原的问题，并建议使用 ‘机关’ 一词。在对

有关的国家和国际司法实践、条约实践和委员会

的先前工作进行分析之后，特别报告员为本条款

草案的目的，提出了关于 ‘官员’ 的一般概念和

属事豁免的主体范围的两项条款的草案。按照

设想，属事豁免的属事范围和时间范围问题将

在特别报告员下一次报告里处理。” [“En su tercer 
informe, la Relatora Especial comenzó el análisis 
de los elementos normativos de la inmunidad ra-
tione materiae, centrándose en los aspectos relacio-
nados con el elemento subjetivo. En este marco, tal 
como se anunció en el anterior período de sesiones, 
examinó el concepto general de ‘funcionario del 
Estado’ y expuso los criterios sustantivos que pod-
rían emplearse para identificar a dichas personas, 
en especial respecto de los posibles beneficiarios 
de la inmunidad ratione materiae de jurisdicción 
penal extranjera. Igualmente abordó una cuestión 
lingüística: la elección del término más adecuado 
para designar a las personas que se benefician 
de la inmunidad, habida cuenta de los problemas 
terminológicos que planteaba el uso del término 
‘funcionario’ y sus equivalentes en las demás ver-
siones lingüísticas, y propuso el empleo del término 
‘órgano’. Tras un análisis de la práctica judicial a 
escala nacional e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tados y de 
ciertos trabajos previos de la Comisión, la Relatora 
Especial presentó dos proyectos de artículos dedi-
cados al concepto general de ‘funcionario’ a los 
efectos del proyecto de artículos y al alcance subje-
tivo de la inmunidad ratione materiae. Está previsto 
que el alcance material y temporal de la inmunidad 
ratione materiae se examine en el siguiente informe 
de la Relatora Especial.”]

3.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在案文英文本

的第二句中，“官员” 一词应改为“国家官员”，这是

对西班牙文原文更准确的翻译。

第5段经特别报告员重新措辞，并按巴斯克斯 -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续完 )

4.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第6段经重新措辞读作：

“在对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进行辩论之

后，委员会在2014年7月11日第3222次会议上

决定将这两条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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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deliberaciones sobre el tercer informe de la 
Relatora Especial, la Comisión en su 3222a sesión, 
celebrada el 11 de julio de 2014, decidió remitir al 
Comité de Redacción los proyectos de artículos.”]

第 (6)段经特别报告员重新措辞后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九章B节经修正后通过。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条款草案案文 (续续 )

2.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续续 )

5.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A/CN.4/L.842/Add.1
号文件中所载的报告第九章。

第2条草案 (定义 )的评注 (续 )

第 (1)款 (续 )

6.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编写了订正案文，纳入了委员会委员的评论

意见。她请求推迟通过该段，让她先有时间征求相

关委员的意见。

就这样决定。

第 (1)段暂时搁置。

第 (2)段

7. 墨菲先生说，在英文本的第一句中，词语“the 
concept of (概念 )” 多余，应当删除；在最后一句中，

应将“are identified based on (根据……来确定 )” 改为

“both fall within (都在……范围之内 )”，因为现有表述

不准确。

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支持墨菲先生的提

议。他还提议在第一句中“适用于” 和“任何” 之间添

加“本条款草案规定的” 等字。他这样提议的原因是

第1条草案已将特殊制度下享有豁免的一系列人员排

除在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外，因此不能说其如目前

评注所述的那样，适用于“任何享有豁免的人”。

9.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可以同意这些提议。

10.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他不同意迈克尔

爵士的提议，因为根据理解，评注中的所有解释都

是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对于墨菲先生的第一项

提议，应在案文的西班牙文本中保留“del concepto”
一语；英文本中应将“concept of”改为“term”。

1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同意巴斯克斯 -贝
穆德斯先生的提议，这在英文中读起来很通顺。他

提议删除第二句中的“本” 字。

12.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将该段重拟

如下：

“第2条草案 (e)项所载 ‘国家官员’ 一词的定

义具有一般性，适用于任何根据本条款草案享

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人，无论是属人豁免还

是属事豁免。因此，第2条草案 (e)项的性质和

目的不应与界定谁享有每一类豁免的第3条和

第5条草案的性质和目的相混淆。享有属人豁免

和属事豁免的人员都在 ‘国家官员’ 的定义范围

之内，定义对两类人员都适用。” [“La definición 
del concepto de ‘funcionario del Estado’ contenida 
en el apartado e del proyecto de artículo 2 tiene un 
carácter general, aplicándose a cualquier persona 
que se beneficie de la inmunidad de jurisdicción 
penal extranjera en virtud del presente proyecto 
de artículos, tanto si se trata de inmunidad ratione 
personae como de inmunidad ratione materiae. En 
consecuencia, no debe confundirse la naturaleza y 
objeto del proyecto de artículo 2, apartado e, con la 
naturaleza y objeto de los proyectos de artículos 3 y 
5, dedicados a definir quiénes son los beneficiarios 
de cada categoría de inmunidad. La determinación 
de los beneficiarios de la inmunidad ratione per-
sonae y de la inmunidad ratione materiae se realiza 
partiendo la definición de ‘funcionario del Estado’ 
que es común a ambas categorías.”]

第 (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3)段

13. 墨菲先生说，应该将第一句中“官员” 和

“国家官员” 的位置对调，并将第一和第二句中的

“概念” 改为“用语”。在该段脚注中，似宜引用所列

每项条约中包含“官员” 和“国家官员” 的相关条款，

而不只是列出条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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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应将全文中的“概念” 改为“用语”。尽管理论上

她并不反对根据墨菲先生的提议对所涉脚注进行修

正，但这样会使其变得冗长而难以阅读。她认为该

脚注的最后一句提到了她关于本专题的第三次报告

(A/CN.4/673)，已为读者提供了足够信息，避免了在

脚注中提到过多参考资料。她指出，西班牙文本第 (3)
段第二句中，开头部分有“Por otro lado”等词，但

在英文本中被漏掉了。最后，她提议在该句英文本

中“in”和“individual”之间添加“each”一词并删除 
“domestic”一词。

15. 墨菲先生说，只要将该句中的“individual”
改为“different”，即可实现最为清楚的英文表达。

16. 主席建议在第二句开头处添加“此外” 二

字。重拟后的各句读作：“国际法中并没有 ‘国家官员’

或 ‘官员’ 用语的一般定义，尽管 [……]。此外，‘国
家官员’ 或单纯 ‘官员’ 的用语在不同的国内法律制度

中，所指可能不同。因此，[……]。”

第 (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4)段

17. 福尔托先生说，第 (4)段目前的措辞没有反

映出全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即对适用

于法人的规则添加一条“不妨碍” 条款。法国判例法

中有些授予法人刑事起诉豁免权的例子。因此，他

提议将该段修正如下：

“‘国家官员 ’ 定义中使用 ‘个人 ’ 一词是为

了表明本条款草案只涉及自然人。本条款草案

不妨碍适用于法人的规则。” [“La définition du 
‘représentant de l’Etat’ emploie le terme ‘individu’ 
pour indiquer que le présent projet d’articles cou-
vre uniquement les personnes physiques. Le présent 
projet d’articles est sans préjudice des règles appli-
cables en la matière aux personnes morales.”]

1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完全支持福尔托先

生的提议。

19.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记得就这一问题表达了各种意见，而不只是

福尔托先生的提议中所反映的意见。多位委员表达

了看法，认为并不是本条款草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应适用于法人，而是根据国际法的发展现状，法人

不享有外国刑事起诉豁免。有些委员提到并非所有

的国内法律制度都规定了对法人的刑事起诉，如果

委员会希望在评注中说明这一点，她并不反对。

20. 墨菲先生说，他支持福尔托先生的提议。

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298 还是秘

书处的备忘录 299 中，委员会都没有分析过相关的判

例法、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关于国内辖区对法人提起刑

事诉讼的条约规定。显然，在美国是可以起诉法人的，

还可能存在法人可能有权享有豁免的情况：例如这是

外国政府的一个手段。目前，委员会所能做的最多

是阐明其意图将国内辖区对法人进行刑事起诉的问

题排除在本专题范围之外。

21.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经福尔托

先生修正的该段。

第 (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5)段

22. 墨菲先生提议将第二句中“委员会用来确

定……的办法是” 改为“委员会通过……确定了”；并将

“列举的此类个人” 改为“他们”。第三句中的“本条款

草案” 应改为“这一定义”，并将“不能” 改为“不需”。

23.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可以同意墨菲先生对第二句的其他所有修改，

但她希望保留“列举的此类个人”，而不是加以替换。

关于第三句，她希望保留“本条款草案” 一语。她不

赞成将“不能” 改为“不需”，而是更倾向于将其改为

“不必”，这是对西班牙文“no deben”更为贴切的翻译。

第 (5)段经这些修正后通过。

第 (6)段

24. 诺尔特先生在提到第二句时说，“国家官员”

一词之所以难以界定，是由于个人在国家法律制度中

担任各种职位，而不是由于个人本身的多样性。因

此他提议在第二句中的“个人” 和“多种多样” 之间添

298 《2012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54号文

件，以及《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1
号文件。

299 A/CN.4/596和Corr.1号文件，油印件；可于委员会的网

站查阅，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 )的文件。最终文本载于《2008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增编。



216 第六十六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简要记录

加“的职务” 一语；在第三句中，应在“个人” 后添加

“职务” 一词；在第四句中，应将“姓名” 改为“职务”。
另外，在最后一句中，应在“关系” 之前添加“具体” 
一词。

25. 墨菲先生说，他同意诺尔特先生关于添加

提及职位的措辞的提议。但他建议删除整个第三句，

因为评注第 (7)段列出了第 (6)段认为“不可能也不合

适的” 清单。在第四句中，他提议将“在这两种情况

下，” 改为“这种”。

26.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

想说的或许是不可能在条款草案中列入指示性清

单。因此他提议在“拟订” 之前添加“在一项条款草案 
中”。

27.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同意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的修订；她

的确想在辩论达成的结论中反映这种观点：即在一套

条款草案中列入关于享有豁免的个人的详尽无遗或

指示性的清单，是不可能的。

28. 她还同意诺尔特先生关于在最后一句的

“关系” 之前添加“特定” (específico)一词的提议。关

于他提出的在三个地方添加“职位” 一词的提议，她

认为目前的评注草案已经暗含了这一意思。她回顾

说，在全体会议上和起草委员会的辩论中，一致认为

“特定职位 (puesto concreto)”、“特定称号 (designación 
concreta)” 或“特定职务 (posición específica)” 都会产

生问题，因为在某些法律制度和国家中，一个人可

在未被正式指定的情况下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

使用“个人职务 (posicíon del individuo)” 一语可能会给

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委员会提到的是政府组织

图中具体包含的职位。

29. 诺尔特先生说，在相关背景下，委员会的

目的是识别豁免适用的“国家官员”，并提到他们与

国家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通常通过“职务” 一词来

表示。该词足够宽泛，不会把豁免可能适用的个人

排除在外；同时它又与个人在国家权力中的等级不完

全相同。

30.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鉴于诺尔特先生所作的解释，她可以同意他的

提议。

第 (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7)段

31. 坎迪奥蒂先生说，英文本第一句中的“for 
purely indicative purposes (仅为指示性目的 )” 应改为

“only by way of example (作为例子 )”。

32. 特拉迪先生说，他觉得该段有些难以理解，

尤其是把国家官员分为所谓不同的四组。他认为应

删除或重拟该段，以便在单一的清单中列出享有豁

免的国家官员的例子。

33. 福尔托先生说，他赞成特拉迪先生关于在

该段中纳入一份简单的例子清单的建议，并添加提

及相关情况的脚注。

3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他倾向于删除该

段，因为所给出的例子并不是很有用，其中许多与

法院为豁免之目的就一人是否为国家官员进行切实

审议的案例无关。或者应该对该段作一些实质性的 
调整。

35.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按照他的理解，

特别报告员的打算并不是将国家官员分成不同的组

别，而是为了系统地列出涉及国家官员的司法实践

的例子。他认为，就说明之目的而言，这一段是有 
用的。

36. 彼得里奇先生说，他不记得在全体会议上

或起草委员会中就该段对国家官员的分类进行过任

何讨论。因此，他支持特拉迪先生关于删除或重拟

该段的提议，如果有可能，可以把国家官员清单放

在脚注中。

37. 萨博亚先生说，鉴于可用于重拟的时间有

限，他赞成删除该段。

38. 诺尔特先生说，该段提出了一些难题，尤

其是在脚注中所提案件的相关性方面。因此他赞成

前面的发言者的意见，即删除或缩短该段。

39. 墨菲先生说，他对特别报告员顾及某些委

员关于列举实例的愿望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但目

前的该段令人困惑。如果可以用简化的方式对其进

行重新措辞，只包含一份实例清单，以及一处提及

相关案件的脚注，而不包含描述性信息，将会有所助

益。不过，鉴于时间上的限制，他建议只是删除该段，

并考虑在今后的一份文件中纳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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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斯图尔马先生说，他赞成特拉迪先生的提

议和福尔托先生的补充，即将该段予以简化并在脚

注中列出相关案件。

41. 坎迪奥蒂先生说，他也支持特拉迪先生的

提议。委员会在确定国家官员的定义问题上取得进

一步的进展之前，给出国家官员的实例或许有些为

时过早。不过，迄今所做的工作为今后审议相关问

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42.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他赞成删除该段并在

2015年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43. 主席建议委员会推迟审议第 (7)段，以待进

一步协商。

就这样决定。

第 (8)段

44.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英文本第一句中的“in the sense these terms are 
used in the present draft articles (享有本条款意义范

围内的 )” 一语应改为“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ent 
draft articles (按照本条款草案享有 )”。

第 (8)段经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 (9)段

45. 墨菲先生说，第四句中的第一部分“这一陈

述简单明了，总结了特别报告员关于确定官员的标

准的提议” 可能会造成混淆，因为委员会已经修改了

特别报告员最初的提议。因此他建议删除该句第一

部分，但应保留脚注，其中提到了特别报告员最初

提出的该条草案。

46.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认为该句不会造成混淆，它照搬了起草委员

会报告的逐字记录。

4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除“总结了特别

报告员” 以及“的提议” 等字 [中文本将原句式改为

“这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 ]。

48.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如果不在评注中明确提及她的提议，委员会在

审议其他评注时也应遵循同样的程序。

第 (9)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通过。

第 (10)段

49.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将最后一句中的

“议会” 改为“宪法”。

50. 墨菲先生说，应删除第二句中的“如第3条
草案的评注所述”，因为脚注11已经提到该评注。最

后一句中描述君主的“很难说他们在履行国家职能”

一语应改为“通常不履行国家职能”。

5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赞同吉滴猜萨里先生的

提议。关于墨菲先生的建议，他注意到除君主以外的

一些国家元首基本上都具有代表国家的职能。因此，

他建议将所审议的最后一句的这一部分改为“某些

类别的个人，诸如通常不履行国家职能的国家元 
首”。

52.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使用“君主” 一词是因为这类国家元首是全体会

议和起草委员会相关辩论的焦点。但她认为迈克尔

爵士最后的提议可以接受。为使英文本与西班牙文

本相一致，第三句中的“法律” 一词应改为“法令”。

53. 诺尔特先生说，最后一句中的“从严格意义

上讲” 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这些国家元首履行基本的

国家职能。因此他提议将其改为“狭义的”。

54. 彼得里奇先生在迈克尔 · 伍德爵士支持下，

提议删除最后一句中的“类别的” 等字。

55.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作出如下

修正的该段：将英文本第三句中的“laws (法律)”改
为“acts (法案)”，并将最后一句修正为“最后，必

须指出的是，单独提到代表国家作为确定与国家之

间联系的一个标准，可将某些个人涵盖进来，诸如

通常不履行狭义的国家职能，但确实是代表国家的

国家元首。” [“Lastly,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separate 
reference to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 as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a link with the State makes it  
possible to cover certain individuals, such as those Heads 
of State who do not typically perform State functions in 
the narrow sense, but who most certainly represent the  
State.”]

就这样决定。

第 (10)段经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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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段

56. 诺尔特先生说，第二句中的“履行或可能

履行” 一语可能会造成混淆，因此应予以修正。最

后一句中的“状况” 一词所指不明，他建议将其改为

“法律”。

57. 墨菲先生提到第一项提议，建议删除“或可

能履行” 等字。

58.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西班牙文

本第一句中的“funciones del Estado”等字应改为

“funciones estatales”。关于确实会造成混淆的“履行

或可能履行” 一语，他认为特别报告员是想表达

“国家官员” 是指可以履行国家职能的个人这一概念。

他与诺尔特先生一样，对“状况” 一词感到关切，认

为提及“法律” 或“规则” 更为适当。最后，关于最后

一句，他建议将“不当” 改为不那么否定的词语，如

“不是最好的”。

59.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应删除英文本前两

句中的“properly (适当 )”一词。第四句似乎涉及一

些另外的问题，应予以简化。他建议在“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State”后加上句号，并删除其余部分。

60.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同意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所提议的对西班牙文

本的修改。她还同意迈克尔爵士关于删除“properly 
(适当 )”一词的建议。关于“履行或可能履行” 一语，

她说，如果其含义不够明确，或许可改为“能够履行”。
尽管委员会以前的工作在类似情况下使用了“状况”

一词，但如将其改为法律或立法，对她来说不成问题。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中使用了“不当” 一词，但她赞成

将其改为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所拟议的措辞。

61. 诺尔特先生和墨菲先生赞成将“who may 
perform (可能履行 )” 改为“who is in a position to per-
form (能够履行 )”。

62.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提议将第四句改为：

“提到行使国家职能，就更准确地界定了官

员与国家之间的必要联系，这就可以充分地考虑

到授予个人豁免是为了国家利益。” [“Con la ref-
erencia al ejercicio de funciones estatales se define 
con mayor precisión el vínculo que debe existir 

entre el funcionario y el Estado que permite tomar 
sufficientemente en consideración que la immunidad 
se ortoga al individuo en beneficio del Estado.”]

第 (11)段经特别报告员、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

生、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通过。

第 (12)段

63.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提请注意英文本案文中的一些遗漏，其内容应为：“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s ‘represents’ and 
‘exercises’ in the present tense… (须指出的是，‘代表’

和 ‘行使’ 两词使用现在时态……)”。

第 (12)段经对英文本更正后通过。

第 (13)段

64. 墨菲先生在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

士支持下说，按照他的理解，委员会已商定不讨论合

同人员的问题，因为委员会虽在辩论中对这一问题有

所涉及，但其报告迄今并未对关于合同人员享有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国家判例法或立法作过任何分析。

因此委员会在此时采取明确立场是不谨慎和不适当

的。他提议删除该段第二句以后的部分，以便特别

报告员在今后某个时刻更加详细地研究这一问题。

65. 萨博亚先生在坎迪奥蒂先生支持下说，他

赞成保留整段，以此表明该问题正在讨论过程中。它

反映了辩论的基调，可能有助于今后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

66.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他赞成保留

所提议删除段落中的大部分内容，但“包括合同

人员” 除外。

67. 福尔托先生说，他支持墨菲先生提议的删

除；将合同人员说成事实上的官员是不正确的。如果

有合同的话，则在国家和合同人员之间存在联系，因

此他们是法律上的官员。但他建议保留最后一句。

6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鉴于萨博亚先生

的意见，他提议采取折衷办法，即将第三句改为：

“但大多数委员会委员认为，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不能

太宽，而将所有事实上的官员都包括在内。” 第四句

应予以保留。第五句应当删除，但应保留最后一句。

在作出这些改动的情况下，该段将能反映所进行的



 第3241次会议——2014年8月7日 219

辩论，避免委员会采取任何立场，并能消除萨博亚

先生所表达的关切。

69. 诺尔特先生、吉滴猜萨里先生、墨菲先生

和彼得里奇先生认可迈克尔爵士所拟议的折衷措辞。

70. 墨菲先生提议将最后一句中的“the defini-
tion”改为“a definition”，因为委员会尚未确定“以公

务身份实施的行为” 的定义。

71.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表示同意这一折衷措辞。

第 (13)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墨菲先生修正后

通过。

第 (14)段

72.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请注意英文本的

第二句，该句中应提及国家中高级官员。

7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关于第二句，个人

被授予豁免的多数情况与高级官员有关的原因是，要

起诉的正是这类官员。因此，他提议将第二句的开

头重新措辞，使其读作：“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为

豁免目的被视为国家官员的个人担任高级或中级职

位……”。他还提议将最后一句删减为“职位的高低……

不是国家官员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没有证据

表明，在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确定某人是否是官员

时，其职位的高低是一个相关因素。

74. 在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

报告员 )作出澄清后，墨菲先生提议将第一句中的

“后者” 改为“个人”。

第 (14)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和墨菲先生修正后

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通过。

第 (16)段

75.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将第三句中的

“所指并不相同” 改为“所指并不一定相同 [no … ten-
gan necesariamente]”。

7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对该段最后一句的最后

部分提出疑问。

77.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提议将该句的最后部分修改如下：“以确保负责在国

家层面实施豁免的机构对本条款草案中使用的 ‘国家

官员’ 一词作出正确的解释”。[“a fin de asegurar que 
los órganos encargados de la aplicación de la immuni-
dad a nivel nacional interpreten correctamente el tér-
mino ‘funcionario estatal’ en el sentido que al mismo se 
le da en el presente proyecto de artículos.”]

第 (16)段经特别报告员和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

生修正后通过。

第5条草案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 )的评注

第 (1)段

78.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删除最后一句中的

“在以此种身份行事时”。

79.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这是转载第五条草案的措辞，因此不应该将之

删除。

80.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同意特别报

告员的观点。他提请注意起草委员会报告中关于第5
条草案的部分，其中解释说，“以此种身份行事” 被

视为确定国家官员是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的个

人的最适当的方式。

81. 墨菲先生认为最后一句中的“界定为” 可能

会造成混淆，因此他提议将其改为“指称其为”。

8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赞成墨菲先生的提议，

并建议将该句的第一部分改为：“没有列出实际享有

豁免的人员；而是在属事豁免情况下，指称其为 ‘以
此种身份行事’ 的 ‘国家官员’。”

第 (1)段经墨菲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

通过。

第 (2)段

83. 墨菲先生提议在第二句中“认为不可能” 之

后添加“在本条款草案中” 一语。

84.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提请注意西班牙文本没有那么直接：在英文本中，“did 
not consider it possible”比“found it impossible”更与西

班牙文本对应。

第 (2)段经墨菲先生修正并经特别报告员拟议的

对英文本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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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85. 诺尔特先生说，第三句中以“不过，委员会

多数委员认为” 开头的第二部分会产生误解，因为它

会被理解为是指这些委员认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适

用于所有人。

86. 埃斯科瓦尔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英文本指的应是“these individuals (这些人 )” 而

不是“all individuals (所有人 )”。

第 (3)段经对英文本该处修正后通过。

下午1时散会

第3242次会议

2014年8月7日，星期四，下午3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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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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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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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

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伍
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续 )

第九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续完续完 )) (A/CN.4/L.842
和Add.1)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条款草案案文 (续完续完 )

2.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

注 (续完续完 )

1.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继续逐段审议

A/CN.4/L.842/Add.1号文件。

第5条草案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 )的评注 (续完 )

第 (4)段

2.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英文案文第一句结尾缺少引号，应当是：“… and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when they have acted in 
the capacity of State officials’ ( ‘以国家官员身份行事’

的……和外交部长 )。”

第 (4)段经对英文本更正后通过。

第 (5)和第 (6)段

第 (5)和第 (6)段通过。

第5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通过。

3. 主席请委员会成员继续审议被暂时搁置的条

款草案第2条的评注第 (1)和第 (7)段。

第2条草案 (定义 )的评注 (续完 )

第 (1)段 (续完 )

4.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考虑到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已经对第 (1)段的

措辞作了改动，并以西班牙文和英文分发，当前的

案文读作：

“第2条草案 (e)项的目的是为了界定享有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个人，即 ‘国家官员’。对国家

官员作出界定有助于理解豁免的规范性要素之

一：享受豁免的个人。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为

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应当有一个国家官员的

定义，因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适用于个人。个

人构成豁免的主体要素。委员会几位委员对是

否需要列入这一定义表示怀疑。”

第 (1)段通过。

第 (7)段 (续完 )

5.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尽管一些委员建议删除第 (7)段，她还是选择提

出一个简化的版本。该段的所有脚注已被合并为单

独一条脚注，删除了所有关于所援引判决的评论意

见。修订后的段落以西班牙文和英文分发 (文件无文

号，会议室分发 )，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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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下面是在与管辖豁免有关的国内和

国际案例法中出现的几位 ‘国家官员’ 的一些例

子：前国家元首；国防部长和前国防部长；副总

统兼林业部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

国家安全机构首长；前情报局局长；海事局局长；

联邦州的总检察长及各种低级别官员 (检察官及

其法律助手、州总检察长公署的侦探以及州机

构律师 )；各种级别的军官、及政府治安力量和

机构的各种成员，包括苏格兰场 (伦敦警察厅 )
厅长；边防警察；监狱的副监狱长；国家档案馆

馆长。* ”

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提议将英文本中将句子的

开头部分改写为：“不过，作为例子，下述 ‘国家官员’

出现在与管辖豁免有关的国内和国际案例法中：……”。

提议通过。

7. 诺尔特先生指出，在美国诉诺列加案中，完

全没有审查过诺列加先生是否为国家官员，因为上

诉法院在判决中称，诺列加先生从未担任过符合宪

法意义的巴拿马领导人。因此，脚注中提到这一案

例是不相关的，应当删除。

8. 萨博亚先生说，在这一讨论阶段提出美国诉

诺列加案是一种蓄意挑衅。该案并非国家元首虽享有

元首地位而仍遭起诉的典型案件；诺列加先生遭外国

军事力量绑架，在此次行动过程中很多人丧生。委

员会委员不能以只处理法律问题为由忽视历史。

9.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 (特别报告员 )
说，她认为没有理由删除对美国诉诺列加案的提及，

因为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

告 300 以及委员会在上届会议上通过的评注 301 都曾对

该案进行过分析。因此，她请诺尔特先生撤回提议。

10. 诺尔特先生说，他显然无意挑衅，更无意

否认历史，而只是想强调不宜从各种关于法院判决

哪些个人为援引豁免的目的享有国家官员地位的案

例中援引一个并未处理该问题的案件。但是，为了

达成共识，他同意撤回其提议。

第 (7)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对英文本拟议的修

正后通过。

300 《2013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 )，A/CN.4/661号
文件。

301 同上，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44页起，第49段。

第2条草案的评注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九章C.2节经修正后整

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九章C节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九章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第六章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CN.4/L.839)

11. 主席请委员会逐段审议载于A/CN.4/L.839
号文件的第六章。

12. 吉滴猜萨里先生 (工作组主席 )说，在组

装最后文件时，小节的标题标错了：D节 (目前公约

制度的缺陷和“第三种选择” )、E节 (起诉义务和引

渡义务之间的优先顺序， 及起诉义务的范围 )、F节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与普遍适用的义务或强行法规

范之间的关系 )、G节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习惯

国际法地位 )和H节 (2009年总框架中具有持续相关

性的其他事项 )应改列为 (c)、(d)、(e)、(f)和 (g)段，

放在C节 (本专题最后报告 )第3项 (工作概述 ) (a) 
(多边文书中的条款类型 )和 (b) (履行或引渡或起诉

的义务 )之后。

A. 导言

第1至第4段

第1至第4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续完续完 )

第5至第7段

第5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13. 特拉迪先生提议在该段结尾处加上一句话，

内容为：“委员会还向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工作组主

席江萨 · 吉滴猜萨里先生表示深切感谢，感谢他十分

宝贵的贡献和以高效和迅速方式完成的工作。”

提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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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哈穆德先生提议也加上对前特别报告员兹

齐斯拉夫 · 加利茨基先生表示感谢的措辞。

提议通过。

第8段经特拉迪先生和哈穆德先生提议补充后

通过。

B节经修正后通过。

C. 本专题最后报告

第9段

第9段通过。

1. 按照法治原则同有罪不罚现象做斗争的义务

第 (1)和第 (2)段

第 (1)和第 (2)段通过。

2.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在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中的重要性

第 (3)段

第 (3)段通过。

3. 工作概述

第 (4)段

15. 墨菲先生提议在该段开头加一句导语，读

作：“下文概述了委员会关于此专题工作的几个重要

方面。”

提议通过。

16. 福尔托先生提议将最后一句开头的“工作

组” 替换为“委员会”。

17. 吉滴猜萨里先生 (工作组主席 )提出相反意

见，认为该句的开头应改为：“委员会决定依据如下

一项理解来着手工作……”。

提议通过。

第 (4)段依据刚刚作出的修正并经必要更正后

通过。

第 (5)段

18. 墨菲先生提议将该段的开头修正为：“委员

会认为范围广泛的材料对其工作有用，尤其是：……

的调查”。

19. 吉滴猜萨里先生 (工作组主席 )说，他赞

成该提议，因此应当删除该段结尾处的“对其工作

有用”。

第 (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6)至第 (10)段

第 (6)至第 (10)段通过。

第 (11)段

20. 墨菲先生提议将“第一类含有……” 替换为

“第一类国际公约包括……”。

第 (1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 (12)至第 (14)段

第 (12)至第 (14)段通过。

第 (15)段

第 (15)段经墨菲先生细微措辞改动后通过。

第 (16)至第 (21)段

第 (16)至第 (21)段通过。

第 (22)段

21. 福尔托先生说，必须修正提到关于通过驱

逐外国人条款草案的第二处脚注中，以说明这些条

款草案是在本届会议上二读通过的，而不是一读通

过的。

第 (22)段经如此修正后通过。

第 (23)至第 (30)段

第 (23)至第 (30)段通过。

第 (31)段

22. 墨菲先生提议在该段结尾处指出委员会在

本届会议上决定将危害人类罪专题纳入工作方案；秘

书处可以在年度报告提到该决定的章节中插入一处

索引。

第 (31)段通过，但需按墨菲先生的提议进行修正。

第 (32)至第 (59)段

第 (32)至第 (59)段通过。



 第3242次会议——2014年8月7日 223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六章C节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六章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第十一章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A/CN.4/L.845)

23.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逐段审议载于

A/CN.4/L.845号文件的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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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第2段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初步报告

第3至第6段

第3至第6段通过。

B.1节通过。

2.  辩论摘要

(a) 一般评论

第7段

24. 经墨菲先生、雅各布松女士 (特别报告员 )、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福尔托先生、萨博亚先生

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讨论后，主席提议将倒数第二句

修正为：“有人提出，在此专题下须加以保护的法律

实体就是环境本身。”

第7段经修正后通过。

(b) 范围和方法

第8至第14段

第8至第14段通过。

(c) 术语的使用

第15至第18段

第15至第18段通过。

(d) 将参考的资料来源和其他材料

第19和第20段

第19和第20段通过。

(e) 环境原则与义务

第21至第24段

第21至第24段通过。

(f) 人权和土著人民权利

第25和第26段

第25和26段通过。

(g) 今后的工作方案

第27和第28段

第27和第28段通过。

B.2节经修正后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29至第34段

第29至第34段通过。

第35段

25.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将第一句的开头修正

为：“关于提供国家实践的证据的问题”。

第3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6和第37段

第36和第37段通过。

B.3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十一章B节经修正后整

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十一章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第十三章 最惠国条款最惠国条款 (A/CN.4/L.847)

26. 主席请委员会逐段审议载于A/CN.4/L.847
号文件的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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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言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续完续完 )

第3至第5段

第3至第5段通过。

1. 最后报告草稿

第6至第10段

第6至第10段通过。

2. 研究组的讨论

第11至第14段

第11至第14段通过。

B节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十三章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第八章 保护大气层保护大气层 (A/CN.4/L.841)

27. 主席请委员会逐段审议载于A/CN.4/L.841
号文件的第八章。

A. 导言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3段

第3段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一次报告

第4至第8段

第4至第8段通过。

B.1节通过。

2.  辩论摘要

(a) 一般评论

第9段

28.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最后一句话中的“更多

的并非为保护大气层需要做些什么，而是”。

第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0和第11段

第10和第11段通过。

第12段

29. 诺尔特先生提议，为避免混淆，第一句的

开头应改为“另一些委员”。

第1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3至第16段

第13至第16段通过。

 (b) 对指南第1条草案 (用语 )的评论

第17段

30. 在诺尔特先生与村濑先生 (特别报告员 )交
换意见之后，主席提议将最后一句修正为：“有人还

提出，定义应该简化，而不必提到 ‘对流层’ 和 ‘平流层’

这样的用语。”

第1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8段

第18段通过。

第19段

31. 福尔托先生提议在该段脚注中仅提供网站

链接，而不必提供其他详细资料。

第19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0至第22段

第20至第22段通过。

(c) 对指南第2条草案 (指南的范围 )的评论

第23至第26段

第23至第26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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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指南第3条草案 (大气层的法律地位 )的评论

第27段

32.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第二句开头的“委员们”

改为“一些委员”。

第2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8段

第28段通过。

第29段

33. 诺尔特先生提议合并第29和第30段，以更

好地强调委员们在辩论期间所表达的不同观点。

提议通过。

第30段

34.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将第一句中的“尽管”

一词替换为“鉴于”。

第30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1段

35. 村濑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将第一句移至

第32段。

第3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2至第34段

第32至第34段通过。

(e) 其他考虑

第35至第38段

第35至第38段通过。

B.2节经修正后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39至第45段

第39至第45段通过。

B.3节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草稿第八章经修正后整体

通过。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续完续完 *) (A/CN.4/666，第二 
部分，D节；以及A/CN.4/672)

[议程项目9]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36. 主席请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起草委员会在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编制的关于习惯国际法的

识别的报告。

37. 萨博亚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 )说，起草委

员会审查了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 (A/CN.4/672)中
拟议的11条结论草案中的9条，并暂时通过了其中8
条，他现在仅介绍相关信息。302 将在下届会议上审

查与实践的第二个要素 (法律确信 )有关的最后两条

结论草案。

38. 关于结论草案第1条 (范围 )，起草委员会

认为应避免使用“方法” 这一术语，并决定为简便起

见，删除载有“不妨碍” 条款的原结论草案第2款。

39. 关于术语使用的原结论草案第2条被暂时

搁置：有人认为“为本结论草案的目的” 这一表述有

些奇怪，因为结论草案涉及的是一般习惯国际法，而

且根据新结论草案第2条，该结论草案中的定义是多

余的。

40. 关于新结论草案第2 [3]条 (两个组成要素 )，
为反映习惯国际法的识别是基于两个要素的方法这

一事实，保留了最初的标题。该条款是结论草案的核

心，它再次确认了国家实践及国际法院和法庭所遵

循的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说的支持。出于这

一原因，起草委员会认为最好使用“基本方法” 作为

第二部分的标题，因其同时涵盖了两个要素的方法

以及对两个要素的证据评估。委员会还决定在“接受

为法律” 后面以括号形式添加“法律确信” 这一术语。

41. 关于结论草案第3 [4]条 (两个要素的证据

评估 )，为了清晰起见，在标题中添加了“两要素的”

字样，并对草案的措辞进行了完善。结论草案里提

到的原则是一个适用于后续许多结论草案—例如

* 续自第3227次会议。
302 起草委员会关于识别习惯国际法专题的临时报告载于

委员会的网站：http://legal.un.org/docs/?path=../ilc/sessions/66/
pdfs/english/dc_chairman_statement_identification_of_custom.
pdf&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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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践的形式—的总体原则。该结论草案指出

不应孤立地评估确定两要素的证据。

42. 关于结论草案第4 [5]条 (实践的要求 )，对

先前案文的标题进行了修正。起草委员会就国家实践

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及国际法其他主体，尤其是国际组织实践的相关性

开展了广泛讨论。还提出了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发挥的

作用问题。最终，起草委员会选择了首先论述国家

实践的作用，然后再论述国际组织实践的作用 (仅仅

是国际组织自身 )的案文，但有一项理解，即将在今

后继续审议该结论草案。

43. 关于结论草案第5 [6]条 (作为国家实践的

国家行为 )，对先前草案的标题进行了完善，并且在

对该问题进行讨论之后，委员会决定不再提到“归属”

的概念，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是结论草案里使用的语

言应当易于理解。

44. 关于结论草案第6 [7]条 (实践的形式 )，最

初通过单独一个段落予以论述的不作为的概念被移

至第一款的结尾。“但不限于” 这一表述强调了第2款
所载实践的形式清单的非穷尽性。对“执行行为，包

括 ‘实地’ 业务行为” 的表述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它

一般是指执行当局的行为，包括政府的实际行为，例

如在发生冲突情况下的军事行动。“国家法院的判决”

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它同样涵盖相关的中间裁决。结

论草案的评注将讨论案文中未明确包括的其他实践

形式。第3款载列了先前的结论草案第8条第1款的

案文，位于实践形式的清单之后，之所以选择这一

顺序仅仅是因为对起草问题的考虑。

45. 关于结论草案第7 [8]条 (评估国家实践 )，
起草委员会在第1款里指出，应将国家实践作为一个

整体对待，这是国际法院最近忆及的一项要求。第2
款指出，赋予一实践的权重“可能” 减轻。“可能” 一

词的使用意味着需要谨慎处理该问题，因为赋予一实

践的不同权重未必在所有情况下指的都是减轻—

例如，当同一国家较低级别和较高级别机关未遵循

相同实践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给予较高级别机关

的实践较轻的权重。

46. 关于结论草案第8 [9]条 (实践必须具备普

遍性 )，其标题强调了评估习惯的实质要素的关键方

面，即“惯例”。先前的结论草案第9条第4款指出，

“需要对利益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实践予以应有的

考虑”。鉴于已经提出的关切，本条结论草案并未提

及该主题，将在下届会议上进一步予以审查。第1款
提到实践必须是一贯的这一要求，这是因为它是实

践普遍性概念里的固有要求。尽管根据国际法院的

判决，实践的确定不要求特定的持续时间，但第2款
不应被解释为承认“即时习惯”。

47. 最后，他说，起草委员会希望在第六十七

届会议上正式提交一系列结论草案以供通过。

下午6时15分散会

第3243次会议

2014年8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时05分

主席：基里尔 · 格沃尔吉安先生

出席：卡弗利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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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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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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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迈克尔 · 伍德爵士。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续完续完 )

第十章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A/CN.4/L.843)

1.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843号文件所载

报告草稿第十章。

2.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指出在第二

次报告 (A/CN.4/672)的案文中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编

辑错误，他说委员会将在其网站上发布一份经更正后

的版本。联合国虽有自已的编辑风格规则，然而在编

辑法律文本时，应按某种灵活程度度适用这些规则。

A. 导言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A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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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3段

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要求，待其

第二次报告的更正版文号公布之后，应将该段加以

修改以指向更正后的版本。

第3段基于该谅解通过。

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第3
段后增加一个新的段落，读作：

“在第3227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第二次

报告的结论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在2014年8月
7日其第3242次会议上，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了

起草委员会的临时报告，报告里含有起草委员会

在第六十六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八条结论草案。

这份报告连同结论草案仅供参阅，可在委员会

网站上查阅。”

新段落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二次报告

第4段

第4段通过。

第 [5]段

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第

二句中“有些用语被认为对界定工作目的有用” 的措

辞应改为“有些用语……或许应该界定”。他还说，他

将直接向秘书处提出若干细微编辑修正意见。

第 [5]段基于该谅解经修正后通过。

第5至第14段

第5至第14段通过。

B.1节经修正后通过。

2.  辩论摘要

(a) 一般评论

第15和第16段

第15和第16段通过。

第17段

6. 吉滴猜萨里先生在述及该段最后一句时，回

顾了卡姆托先生在辩论期间所说的国际法院是联合

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委员会不应对其法理提出质疑

的看法；他还回顾了随后进行的交流。他提议对该段

进行修正，以更好地体现辩论的情况。

7.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说，将

“其它国际性法院和法庭” 改为“其他比较专门化的法

院和法庭” 或可照顾到这方面的关切。

8.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国际法院与委

员会各自的工作中体现了彼此之间紧密、乃至共生的

关系。第17段的最后一句可能给出一种不当的信息；

他提议将该段整个删除。

9. 特拉迪先生同意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所

采取的立场，指出案文必须确切地反映辩论时的情

况。添加一句话阐明委员会的委员们普遍认为援引国

际法院的裁定是恰当的，或许可以达成正确的平衡。

10. 墨菲先生提议将“过度依赖 ” 一词改为

“完全依赖”，不失为更简单的解决办法。

1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说，他赞

成采取简单的办法。

第17段经特别报告员和墨菲先生修正后通过。

第18段

12.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对英文本作一处细微

编辑修正。

第1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9段

第19段通过。

(b) 术语的使用

第20段

第20段通过。

第21段

13. 墨菲先生提议，第三和第四句中的“文献”

一词应改为“著作”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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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段经修正后通过。

(c) 基本方法

14.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在本节开始之

处加入一个新的段落，读作：

“委员会的多位委员认为，习惯的主观要

素 (法律确信 )不是国家的 ‘同意 ’ 或愿望的同

义词，而是意味着其相信，其之所以沿循一项

特定实践，是因为正在按照国际法行使一项权

利或遵守一项义务。” [“Varios miembros de la 
Comisión coincidieron en que el elemento sujetivo 
de la costumbre, la opinio juris, no es sinónimo de 
‘consentimiento’ o ‘voluntad de los Estados’, sino 
que significa la creencia de que una determinada 
práctica es seguida porque se está ejerciendo un 
derecho o cumpliendo con una obligación conforme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1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基于将以

书面方式提交案文供正式翻译的理解，同意该提议。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拟议的增补段落基于该

谅解通过。

第22段

16.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第二句中“委员会委员普

遍支持” 改为“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支持”。原来的措辞

显得所获得的支持比实际情况更高。

17.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将该段最后一句中

“截然不同的方法” 改为“方法的截然不同”。

第2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3和第24段

第23和第24段通过。

(d) “一般惯例”

第25段

第25段通过。

第26段

18.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最后一句中的“could”改
为“would”，以加重强调语气。

第26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7段

19.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第三句中应加上“就习

惯国际法而言”，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采取“越权行为”

可作为依国家实践诉诸的行动。他还提议将最后一

句改为：“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以国家名义行事非国家

行为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相关的实践的问题。”

第27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8段

20.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第三句中“单纯的口头

行为” 改为“言语行为本身”。

第2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29和第30段

第29和第30段通过。

第31段

21. 诺尔特先生提议在第一句的未尾处加上

“国家实践整体上的” 等词。

第31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2和第33段

第32和第33段通过。

第34段

22.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说，第四句开头

的措辞“这些委员” 应改为“另一些委员” 以免造成混

乱。他提议，增加一个新的第三段，读作：“要指出

的是，每个国家均与各领域一般国际法的内容、范围、

创建和发展有利益关联，因而，各国不论是通过行

为或不行为形成的实践，均具有同样的分量。” [“Se 
afirmó que todos los Estados tienen interés en el conte-
nido y alcance, en la generación y evolu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general en todos los ámbitos, por lo cual 
la práctica de todos ellos, ya sea por acción o inacción, 
tiene el mismo valor.”]

23.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说拟议的

措辞太强。某些国家虽持有上述观点，但给予国家

实践多大的权重可能得取决于所涉的具体情况。

24. 彼得里奇先生表达的观点认为所拟议增加

的案文反映的是辩论期间所采取的一立场，而不是

委员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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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说应当为

之纳入某种形式的限制。

26. 特拉迪先生说将新拟议的句子中“具有同样

的分量” 改为“平等相关” 或许可以缓解迈克尔爵士

的关切。

第34段经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和特拉迪先生

修正后通过。

(e) “被接受为法律”

27.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在标题末尾加

括号纳入“法律见解” 一词。

就这样决定。

第35段

28. 诺尔特先生提议删除最后一句中“也许”

二字。

第3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6段

29.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为了便于理解，

第三句中“看不出有问题 ” 应改为“无困难 ” 或

“没有问题”。

30.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说将

“issue”改为“problem”即可。

第36段经特别报告员修正后通过。

第37段

31. 吉滴猜萨里先生提议在第二句之后新增一

句，读作：“其他委员认为，这样的接受不必达到相

当于普遍的程度，才能确立一条如此的规则。”

32. 墨菲先生提议在原来的第二句“有些委员”

之后加入“(但另一些委员不认为如此 )” 即可描绘吉

滴猜萨里先生的观点，无需加入新的句子。

33. 吉滴猜萨里先生同意这一建议。

第37段经墨菲先生修正后通过。

B.2节经修正后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38至第51段

第38至第51段通过。

B.3节通过。

B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十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十二章 条约的暂时适用条约的暂时适用 (A/CN.4/L.846)

34. 主席请委员会着手审议A/CN.4/L.846号文

件所载的报告草稿第十二章。

A. 导言

第1和第2段

第1和第2段通过。

A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3和第4段

第3和第4段通过。

第4段之二

35. 主席提醒注意一项增列第4段之二的提议，

读作：

“在2014年8月8日举行的第3243次会议上，

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准备一份备忘录，说明委

员会先前在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各

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有关条款

的准备工作中就此专题开展的工作。”

第4段之二通过。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一次报告

36. 吉滴猜萨里先生指出英文本标题中的“一”

应改为“二”。

第5至第7段

第5至第7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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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段

37. 墨菲先生说，第三句中的“had been mani-
fested (已体现 )” 两字，应改为较具示意性的措辞

“might be manifested (可能体现 )”，因为尚无特别报

告员所考虑的可能场景之一的实例。

第8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10段

38. 墨菲先生提议删除第一句应，因为该句基

本上重复了第9段第二句的内容。

第10段经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11和第12段

第11和第12段通过。

B.1节经修正后通过。

2.  辩论摘要

第13段

39.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第一句中的“普遍” 二字

改为“广泛”，因为一些委员曾对这一颇为强硬的说

法，即条约暂时适用的法律效果与条约业已生效产

生的法律效果相同，提出过质疑。

提议通过。

40. 吉滴猜萨里先生说，最后一句中“还有一

种意见认为” 显得有些奇怪，应当予以修改。他提议

在第一句“对该国生效” 之后插入一处脚注，读作：

“然而，条约暂时适用是否具有超出《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效果，这一点尚未得到

澄清”。

41. 主席建议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一句改为

“据其它意见称”。关于拟议的脚注，他说若将吉滴猜

萨里先生宣读的案文纳入本段本身将更为合适。

第13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4段

第14段通过。

第15段

42. 诺尔特先生提议将第一句的开头部分重新

措辞为“一些委员赞成……”，因为这样的行文可比现

有措辞更好地体现出委员们在辩论中所持的相对立

场。关于第三句，他说该句用意不明确且“有效” 一

词显得不太适宜。因此，他建议要么删掉该句，要

么将“有效” 一句改换成其它更妥帖的词语。

43.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在回应诺尔特先生

就“有效” 一词是否适宜所表达的关切时说，他理解

该句想要阐述的观点是，诉诸一条允许条约暂时适

用的条款，不只是国际法问题，也是国内立法的问

题。因此，他提议将该句起头改为：“大家的共识认为，

诉诸……条款”。

44. 萨博亚先生说，他认为该句试图表达的观

念是，应给予国内法某些程度的考虑，因为有些国

家的宪法或立法规定不允许暂时适用条约。对于删

除的提议，他既不强烈赞成，也不强烈反对。

45.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和特拉迪先

生说，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的提议可以接受。

46. 墨菲先生说，他赞成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

生采取的做法，但倾向于将该句开头变为“人们认为，

一国诉诸……条款”。

提议通过。

47. 吉滴猜萨里先生在谈及第四句时说，“立法”

一词应改为“宪法”，因为辩论探讨的问题是，允许

暂时适用的条款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

48. 诺尔特先生说，虽然任何研究基本关注的

都是国家的宪法惯例，亦不妨赋予相关立法实践必

要的考虑。此外，在大多数法律系统中，通过或修

正宪法均被视为某种形式的立法实践。因此，他主

张保留“立法实践” 四个字。

49. 彼得里奇先生说，宪法实践和立法实践是

各自不同的两件事请：前者主要指宪法法院的裁决。

因此，他提议在“立法” 一词前加入“宪法和” 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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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斯图尔马先生支持该提议。

51.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在某些国家中，所

涉实践可能既非宪法实践，亦非立法实践，而是例

如惯例。

52. 萨博亚先生说，他赞同彼得里奇先生的提

议。然而，为了囊括迈克尔爵士的观点，他建议使

用下列措辞：“各国的立法、宪法及其它有关方面的

实践”。

提议通过。

第15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16至第20段

第16至第20段通过。

B.2节经修正后通过。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第21至第25段

第21至第25段通过。

B.3节经修正后通过。

B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十二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一章 导言导言 (A/CN.4/L.834)

第1段

第1段通过。

A. 委员

第2段

第2段通过。

B. 主席团成员和扩大的主席团

第3段

第3段经对英文本作细微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4和第5段

第4和第5段通过。

C. 起草委员会

第6和第7段

第6和第7段通过。

D. 工作组和研究组

第8和第9段

第8和第9段通过。

E. 秘书处

第10段

第10段通过。

F. 议程

第11段

第11段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一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概况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工作概况 (A/CN.4/L.835)

第1段

53. 墨菲先生提议不妨适当注意到委员会收

到了关于驱逐外国人专题特别报告员的第九次报告

(A/CN.4/670)，其中阐述了各国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54. 科伦济斯先生 (委员会秘书 )说，在二读通

过案文时提及上述报告并不是惯例。然而，秘书处

将核实这一点并酌情修正该段落。

第1段基于该项理解通过。

第2段

第2段通过。

第3段

55.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谈及最后一段时提

议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前插入“包括” 两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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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秘书处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征求所指明

的机构之外的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评论和意见。

第3段经该处修正并对最后一句作编辑更正后

通过。

第4至第7段

第4至第7段通过。

第8段

56. 迈克尔 · 伍德爵士说，最后一句并不完全

准确，因为委员会并未注意到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他

提议按如下思路对该句进行重新措辞：“起草委员会

主席的报告，以及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八条结论草案，

一并提交委员会供参阅 (第十章 )。”

57. 巴斯克斯 -贝穆德斯先生提议，为了与先前

达成的共识保持一致，在第一句结尾处“接受为法律”

之后加入“(法律确信 )”。

第8段经这两项修正后通过。

第9段

第9段通过。

第10段

58.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提醒注意第10段的新

版本，读作：

“10.  关于 ‘条约的暂时适用’ 专题，委员会

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CN.4/675)，
报告力求对条约暂时适用的法律效果作出实质

性的分析。辩论表明，委员们普遍同意这一专

题的基本假设：在不违反有关条约特定要求的

前提下，决定暂时适用条约或条约一部分的国

家，其权利和义务犹如条约已对该国生效一样

(第十二章 )。”

59. 诺尔特先生询问该段所述是否为委员会曾

作出过的决定。

60. 特拉迪先生 (报告员 )说，这是对曾举行过

辩论的描述，并且是对委员会业已通过的第十章所

做的摘要。为了更密切地沿循该摘要的措辞，他提

议将第二句中的“普遍” 一词改为“广泛”。

第10段经该处修正后通过。

第11至第13段

第11至第13段通过。

第14段

第14段通过，但须由秘书处补充完整。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二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CN.4/L.836)

A.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第1段

61. 墨菲先生说，为使该段与其后各段保持一

致，第一句的开头部分应删除，并将前半部分修正

为：“委员会请各国和国际组织在2015年1月31日
之前……”。

第1段经该处修正后通过。

B. 保护大气层

第2段

第2段通过。

C.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第3段

62. 墨菲先生说，在英文本第 (2)项中，“the”
应改为“any”。

第3段经对英文本该处修正后通过。

D.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第4段

63.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提议将“有助

于 (adecuados)”，改为“用于 (empleados)”，因为“有助于” 
暗含一种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是委员会习惯要

求各国提供的内容。

64. 迈克尔 · 伍德爵士 (特别报告员 )提议删除

“有助于” 即可。

第4段经迈克尔 · 伍德爵士修正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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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段

第5段通过。

E.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第6段

65. 墨菲先生说，在征得特别报告员的同意之

后，他提议将第一句中的“希望” 改为“请”，并在

“各国” 之后加上“于2015年1月31日之前”。

第6段经上述修正后通过。

第7段

66. 墨菲先生提议删除第一句中的“执行” 一

词。第二句中的“所有” 两字多余，应删掉，并且在

“defence”与“related”之间加上连字符。他的上述修

正已经获得了特别报告员的认可。

第7段经上述修正后通过。

F.  条约的暂时适用

第8段

第8段通过。

G. 危害人类罪

第9段

67. 墨菲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在“资料” 两字

前加入“于2015年1月31日之前” 字样。

68.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提议删掉 (c)
项括号里的内容，因为一国与另一国之间行使司法

管辖惩处危害人类罪的情境各有不同。她指出，在

同一项中使用“罪犯” (infractor)一词，会被理解为违

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做法。

69. 墨菲先生 (特别报告员 )提议保留括号里的

实例，因为这些实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各国有一个

概念，了解委员会对哪类资料感兴趣。

这一提议通过。

70. 坎迪奥蒂先生提议为了解决埃斯科瓦尔 ·埃
尔南德斯女士所表达的关切，将“犯下……罪者”，应

改为“被告犯有……罪者” 或“被控……罪者”。委员会

规定2015年1月31日为提交所有专题资料的限定日

期太紧迫，不切实际，特别是一直至大会第六十九

届会议结束之后各国才获知上述限期日。

71. 经墨菲先生 (特别报告员 )、埃斯科瓦尔 ·埃
尔南德斯女士、诺尔特先生和迈克尔 · 伍德爵士程

序讨论之后，墨菲先生提议采用“据称犯下……罪者”

这一在各相关条约中最为频繁使用的术语，以缓解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的关切。

这一提议通过。

72. 主席建议委员会保留2015年1月31日为所

有专题的截止日期。

就这样决定。

第9段经修正后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三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第十四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CN.4/L.848)

73.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A/CN.4/L.848号文件所

载报告草稿第十四章的各节案文。

A.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第1至第3段

第1至第3段通过。

1. 新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

74. 坎迪奥蒂先生提议将第1节中“专题” 一词

的复数形式改为单数，因为只有一个新的专题。

这一提议通过。

第4段

第4段通过。

2.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第5至第10段

第5至第10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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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议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大会2013年12月16日第

68/116号决议

第11至第18段

第11至第18段通过。

4. 酬金

第19段

第19段通过。

5. 文件和出版物

第20至第23段

第20至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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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段

第24段通过。

7. 编纂司的协助

第25段

第25段通过。

8.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第26段

75. 墨菲先生提议将“推进 (advancing)” 二字改

为“出版 (producing)”。

76. 在回复迈克尔 · 伍德爵士的询问时，科伦

济斯先生 (委员会秘书 )提议在“《年鉴》” 之后加入

“的出版” 几字。

第26段经修正后通过。

9. 网站

第27段

77. 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在巴斯克斯·贝
穆德斯先生的支持下说，她希望强调她本人和委员

会其他西语委员以及国际社会对秘书处过去几年来

在数字化并在委员会网站上以西班牙文发布全套委

员会文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

第27段通过。

10. 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

第28段

78. 坎迪奥蒂先生提议将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

书馆的网址列入第28段脚注。

79. 主席说秘书处将确保纳入上述索引。

第28段基于该谅解通过。

A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B. 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第29段

第29段通过。

第30段

80. 在就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的一项评论进

行答复时，科伦济斯先生 (委员会秘书 )说，有几个

出现在第十四章中的项目未必出现在第二章所载的

委员会的工作摘要中。秘书处认为第30段所载信息

是更广泛辩论内容的一部分，不应反映在摘要中。

81. 墨菲先生说，他希望秘书处无论如何应努

力确定是否有可能在纽 约举行今后的部分届会，并

在第六十七届会议之年前向委员会告知结果，从

而可就采取这方面的行动是否合适展开知情的 
探讨。

82. 遵照吉滴猜萨里先生发表的意见，坎迪奥

蒂先生提议将“回顾” 一词改为“审议了”。

第30段经坎迪奥蒂先生修正后通过。

B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C.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31段

第31段通过。

第32段

83. 墨菲先生说，在第二句中应将“形成与证据”

改为“识别”。

第32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243次会议——2014年8月8日 235

第33段

第33段通过。

第34段

84. 埃斯科瓦尔 · 埃尔南德斯女士提议删除第

一句中“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 这组措辞，因为该

机构未派代表出席委员会的本届会议。

第34段经修正后通过。

第35段

第35段经彼得先生拟议的一处编辑修正后通过。

C节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D. 出席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的代表

第36段

85. 主席说，经与委员会数位委员磋商之后，

他提议委员会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请关于发生灾

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特别报告员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

先生出席联合国第六十九届大会。他还提议在D节中

添加一个有关此提议的段落。

第36段基于该谅解通过。

D节经修正后通过。

86. 巴伦西亚 -奥斯皮纳先生就委员会对他所表

示出的信任深表感谢。

E. 国际法讲习班

第37至第39段

第37至第39段通过。

第40段

第40段经吉滴猜萨里先生对英文本的一处细微

编辑修正后通过。

第41至第48段

第41至第48段通过。

E节经修正后通过。

F. 纪念国际法讲习班开办五十周年

第49段

第49段通过。

F节通过。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十四章经修正后整体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经修

正后整体通过。

主席的总结致辞

87. 主席说，第六十六届会议是一届成果丰硕

的会议。他感谢委员会全体委员们的合作，也感谢

主席团的同仁们以及委员会前任主席为管理委员会

工作提供的咨询意见及指导。他还要感谢秘书处以

及日内瓦编纂司和法律联络处恪尽责守的协助与长

期不懈的支持。他希望感谢所有日复一日为委员会

提供服务的简要记录员、口译员、会务人员、翻译

以及其他会议服务部门的人员。

会议闭幕

88. 在按惯例致谢之后，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

会第六十六届会议闭幕。

下午12时30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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