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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工作方法和文件

369．委员会在 2007年 5月 11日第 2918次会议

上，设立了本届会议的规划小组。

370．规划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它收到了题

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的大会第六委员会

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讨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G
节 (A/CN. 4 / 577 ) 以及大会 2006年 12月 4日关于国

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61 / 34号
决议，特别是第7、8、9、14、15和19段。

1．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的关系

371．鉴于大会在其年度决议中提出了呼吁并

且委员会也在这方面举行了关于委员会与大会第六

委员会之间关系的讨论，委员会认为，应该经常讨

论进一步促进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对话的方式。这

些讨论将在明年的委员会会议上继续进行。同时，

委员会愿再次提到，委员会全体会议欢迎感兴趣

的代表团参加，编为 A/CN. 4 /……序列限量印发的

报告草稿（L- 文件）通常在委员会届会的最后一星

期通过，这些报告草稿可供预先审阅，但会在通过

阶段作出改动。报告草稿可以从联合国正式文件系

统（ODS）492 获取。委员会还欢迎第六委员会和参

加大会届会的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继续以非正式磋

商形式进行讨论的做法，这可以有效促进就委员

会议程上的各种专题开展对话； 委员会希望尽可

能增加这种会议的次数并能选定一些专题来引导

辩论。

372．规划小组将考虑设法改进委员会报告第

二章和第三章，使其更加方便阅读。

492 http://documents.un.org。

2．节省开支的措施

373．委员会考虑到大会第 61 / 34号决议第 8段
和委员会本届会议工作方案由于不能预期的情况引

起的需求，决定于 2007年 6月 5日结束第五十九届

会议第一期，以便将本届会议的会期缩短三天。

3．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374．规划小组在其 2007年 5月 14日举行的第

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本五年期的长期工作方案工作

组，由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担任主席。该工作组

将在本五年期届满时提交最后报告。工作组的主席

于 2007年 7月 25日向规划小组提交了口头进度报

告，除其他事项以外，指出工作组举行了四次会

议，根据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生编写的工作文件审

议了一些可能的专题，包括一个关于“条约的后续

协定和实践”的专题。

4．将新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并建立审议

某些专题可行性的工作组

375．委员会在 2007年 6月 1日第 2929次会议

上决定将“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列入其工

作方案，并任命爱德华多 •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

生为特别报告员。

376．委员会在 2007年 7月 20日第 2940次会议

上决定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列

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罗曼 • 科洛德金先生为特别

报告员。

377．委员会在 2007年 6月 1日第 2929次会议

上还设置了一个关于最惠国条款的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由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担任主席，以审查将

“最惠国条款”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可能性。

工作组于2007年7月16日和17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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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收到了唐纳德 • 麦克雷先生和 A. 罗汉 • 佩雷拉先

生编写的一份工作文件。工作组总结认为，委员会

能够在投资协定方面对最惠国条款的含义和效力的

澄清发挥有效作用，并且赞成将该专题列入工作方

案。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在委员会过去关于最惠国条

款的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493 委员会在2007年7月
27日第 2944次会议上审议了工作组的报告，并决

定将其提交规划小组。

5．五年期余下期间的委员会工作方案

378．委员会回顾，按照惯例，应该在每个五

年期开始的时候为五年期余下期间拟订委员会的工

作方案，根据特别报告员的说明，概括地规定对于

每一专题的预期目标。委员会理解，工作方案具有

暂定的性质，因为工作性质和复杂性排除了提前预

测的确定性。

工作方案（2008至2011年）

(a) 对条约的保留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关于保留有效性的第十三次

报告。

2009年：

493 委员会在1967年其第二十届会议上将“最惠国条款”纳
入了工作方案（《1967年……年鉴》[ 英 ]，第二卷，A/ 6709 /
Rev. 1，第369页，第48段），并任命恩德雷 • 乌斯托尔先生

（同上）以及尼古拉 •乌沙科夫先生（《1977年……年鉴》[英 ]，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4页，第77段）相继担任特别报告
员。委员会在1978年其第三十届会议上完成了该专题的二读
（《1978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至73页，
第74段）。大会在其第三十五届、第三十六届、第三十八届、
第四十届以及第四十三届会议（1980年、1981年、1983年、
1985年和1988年）上请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就委员会提出
的条款草案发表评论。大会在第四十六届会议（1991年）上，
在1991年12月9日第46 / 416号决定中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
的工作以及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提出的意见和评论，并决
定提请会员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注意此条款草案，供其在类
似情况下并在其认为适当的限度内考虑。委员会在第五十八
届会议（2006年）上请各国政府就这一专题提出意见（《200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9段）。

特别报告员应就保留效力和对保留之反对的效

力、并在可能范围内就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保留方面的

继承提交第十四次报告，以便结束准则草案的一读。

2010至2011年：

特别报告员应参照各国提出保留的情况，提交

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报告，以期在 2011年完成准

则草案的二读。

(b) 驱逐外国人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三次

报告的增编，处理对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驱逐问

题，以及剥夺国籍以后的驱逐问题。他也将提交其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四次报告，处理对涉及人的基

本权利的驱逐权利的限制问题。

2009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五次

报告，处理对于驱逐时所应遵循程序的限制问题。

2010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六次

报告，处理驱逐的依据问题。

2011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七次

报告，处理停留时间问题以及被驱逐者的财产权利

问题。

(c)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2008年：

起草委员会将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条款

草案，然后通过条款草案。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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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研讨需予延期以便各国政府有时间就一读

通过的条款草案提交评论的专题。

2010至2011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进一步的报告，载述对条款

草案进行二读的建议，同时考虑到各国政府的评论

和意见。

(d)  共有的自然资源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第五次报告，载述关于跨

界含水层的整套经修订的条款草案。希望委员会将

于2008年完成条款草案的二读。

2009年：

特别报告员不打算提交关于跨界含水层的任何

报告。如果委员会无法在 2008年完成条款草案的

二读，希望于2009年第一期届会予以完成。

2010至2011年：

特别报告员将根据委员会关于如何继续研究跨界

含水层以外的自然资源的任何决定编写研究报告。

(e) 国际组织的责任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国际组织责任履行情

况的第六次报告。

2009年：

委员会将完成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的

一读。

2010至2011年：

委员会将在收到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的评论

以后进入对条款草案的二读。

(f)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或引渡或起诉）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或

引渡或起诉）的第三次报告。

2009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或

引渡或起诉）的第四次报告。

2010至2011年：

特别报告员将于必要时提交其第五次报告，

委员会将完成对引渡或起诉义务（或引渡或起诉）

条款草案的一读。

(g)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初步报告。

2009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其第二次报告。

2010至2011年：

特别报告员将根据委员会的进展情况提交其随

后的报告。

(h)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2008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一份初步报告。

2009年：

特别报告员将提交第二次报告。

2010至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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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将根据委员会的进展情况提交其随

后的报告。

6．酬金

379．委员会再次重申对大会于 2002年 3月 27
日通过的第 56 / 272号决议所引起的酬金问题的意

见，494委员会以前的报告已经表明了这一意见。 委
员会再次强调，上述决议尤其影响到特别报告员、

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报告员，因为该决议

缩减了对他们研究工作的资助。委员会促请大会重

新审议这一事项，以期在现阶段恢复特别报告员的

酬金。

7．文件和出版物

(a) 国际法委员会文件的对外出版

380．规划小组设立了一个国际法委员会文件

对外出版问题工作组，由乔治 •加亚先生担任主席。

工作组的主席于 2007年 7月 25日向规划小组提交

了一份口头报告。

381．委员会认可工作组编写的下列《委员会

文件出版准则》：

“委员会文件出版准则

“为了确保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适当归属，

在委员会现任或前任委员寻求出版与委员会工

作有关的文件时，适用下列政策准则：

“1．委员会文件应该有适当的归属，明确指

明作者为整个委员会、委员会设立的一个机构、

某位特别报告员还是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委员；

494 《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25至
531段；《200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7段；

《200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69段；《200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1段；以及《200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69段。

“2．当出版物全部或部分转载委员会的文件

时，应该适当致谢；

“3．如果所要出版的文件涉及委员会已经达

成一些集体结论的主题，即使只是暂时的结论，

也应该在出版物中提到该项结论；

“4．打算由联合国出版的委员会文件在该等

文件已经正式发表以前，不应由个别委员倡议公

开，包括不应通过关于委员会工作的网站予以

公开；

“5．应该向委员会提供一份出版物。”

(b) 处理和印发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382．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及时提交报告

的问题。考虑到联合国关于文件提交的规定和条例

及联合国有关部门的繁重工作量，委员会再一次强

调，为了充分提前处理和分发报告以让委员们进行

研究，特别报告员及时提交报告很重要。在这一点

上，委员会务必记得：秘书处对文件的处理必须遵

守极为严格的时间表，这是应成员国的要求而建立

的、秘书处内部为处理报告排定档期的制度。

383． 委员会回顾大会 1992 年 12 月 22 日第

47 / 202 B 号决议执行部分的第8段，其中，大会敦

促秘书处各实务部门遵守规则，要在届会开始前至

少十个星期向负责文件处理的秘书处单位提交会前

文件，以便及时以所有正式语文加以处理。委员会

意识到及时提交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有关的特殊情

况，考虑到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建议，针对此类文

件的提交正式采取了少于十个星期的时间表。考虑

到提交和印发文件以便及时处理的原则，委员会要

求不对其文件实施有关会前文件提交的十个星期规

则，有一项理解是，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处理文件

所需要的时间是四个星期。

384．委员会重申提供和开放与委员会履行逐

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职能有关的国家实践和其他

国际法渊源的一切证据非常重要。尽管委员会了

解尽可能简明的益处，但它强烈认为不能先验地

限制其文件和研究项目以及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的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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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所积压的工作

385．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所积压

的工作表示关注，495 注意到，不能及时以联合国正

式语文出版《年鉴》对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教学、培

训、研究、传播和普遍认识委员会对国际法的编纂

努力具有消极影响。委员会认识到需要作出协同努

力减少积压。它强调，将为解决积压编列的必要预

算资源列入正常预算的有关方案非常重要。它也建

议为解决积压设置信托基金。根据有关财务条例和

细则，自愿捐助应由成员、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实体

向这一有价值的事业缴款，它对于理解委员会逐渐

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工作，以及加强国际关系中的

法治，具有关键意义。

(d) 其他出版物和编纂司提供的协助

386．委员会感谢秘书处编纂司在委员会的实

质性服务中以及在编制研究项目中通过提供法律资

料及其分析所提供的宝贵协助。委员会在 2007年8
月9日第2954次会议上请秘书处编写一份背景研究

报告，先局限于自然灾害，专题是“发生灾害时的

人员保护”，以及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专题的背景研究报告。

387．委员会确认，秘书处编制的法律出版物，

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联合国法律年鉴》、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分析

495 截至2007年6月30日，1994年至2001年期间的积压文
件如下：《1994年……年鉴》，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部分和
第二部分）：中文本；《1995年……年鉴》，第一卷和第二卷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文本；《1996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阿拉伯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
和西班牙文本；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中文本；《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阿拉伯
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以及第一卷
和第二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文本；《1998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阿拉伯文本、英文本、法文
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中文本；《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
部分）：阿拉伯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
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文本；《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阿拉伯文本、英文本、
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文本；《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阿拉伯文本、英文本、法文本和西班
牙文本；以及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俄
文本和中文本。从2002年起，就没有以所有的六种工作语文
印发。

指南》、《联合国立法汇编》、《联合国各机关惯例汇

编》等，与委员会的工作特别相关，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再次请秘书处继续向委员会提供上述出版物。

388． 考虑到传播有关委员会资讯的重要性，

委员会欢迎编纂司出版《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第

七版，这一出版物对委员会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

法方面所作的贡献提供了全面、权威和最新的评

述。它赞赏地注意到，由于正在扩充的桌面出版倡

议，编纂司首次在五年期开始时印发了这一出版物

（只有英文本），并且列入委员会直到上一个五年期

终了时所进行的工作，应该鼓励编纂司继续在下一

个五年期这样做。此外，请秘书处在委员会第六十

届会议开始以前，努力以其他五种正式语文印发这

一出版物。

389．委员会注意到与委员会审议有关当前和

未来有关国际组织的专题之间的关系，确认秘书处

编制的《联合国法律年鉴》具有重大价值，它对联

合国系统内主要的法律发展情况和活动以及国家在

涉及国际组织方面的实践提供了最全面和权威的资

料。它注意到，由于不断扩充的桌面出版倡议，编

纂司已经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出版 2003年和

2004年的《法律年鉴》，最近印发的年鉴则用了五

年。鼓励秘书处继续执行这项倡议，以期加快这一

出版物今后各个版本的编制工作。

390．鉴于国家实践在委员会工作中的重要性，

委员会指出编纂司编制的《国际仲裁裁决汇编》这

一出版物的效用，其中载有涉及国际公法中实质性

问题的国际裁决，具有不朽的法律或历史意义。委

员会请秘书处继续编制这份出版物。

391．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分析指南》

作为不可或缺的研究指南的价值，以及其第一版已

于 2004年出版的事实，委员会请编纂司开始编制

其第二版，借以在2008年纪念委员会六十周年。

392．考虑到编纂司所出版的有关委员会若干

专题工作的《联合国立法汇编》的意义和效用，通

过研究有关国内立法、各国法庭的裁决、外交和其

他公务函件以及条约规定，委员会得以切实履行它

在若干领域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责任，委员会

要求秘书处继续出版该《立法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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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认识到秘书处出版物《联合国各机关惯

例汇编》的重要性和效用——这一汇编是对《宪章》

条款的应用和解释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主要记录来

源，委员会注意到，编写该《汇编》的研究报告并

以三种语文将其公布于因特网，这一工作已经取得

进展。

394．委员会回顾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

司法机关在根据国际法裁定国家间争端方面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请秘书处努力以联合国的所有正式语

文继续出版《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摘

要》。

395．委员会也感谢秘书处不断更新和管理其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网站的工作成果。496 特别感谢

它建立一个关于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的新

网站，包括可以对所收藏已经出版的卷册（到目前

为止一共 25卷）进行全文搜索，以后将予以更新，

以便包含新的卷册。委员会重申，这些网站是一个

宝贵资源，可供委员会进行其工作，并可供更多的

人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从而有助于全面加强国际法

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评价。委员会欢迎进一

步发展关于委员会工作的网址，介绍委员会议程上

各个专题的现况。

8．纪念委员会六十周年

396．委员会讨论了于 2008年纪念委员会六十

周年届会的各种可能性，议定下列各项建议：

(a) 委员会应该举行一次庄严的会议，邀请包

括秘书长、大会主席、国际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东道国政府代表等显要人物参加；

(b) 与法律顾问举行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专门

讨论本委员会的工作；

(c) 鼓励成员国会同目前的区域组织、专业协

会、学术机构和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举行国家或区

域性会议，专门讨论本委员会的工作。

496 载于 www.un.org/law/ilc/。

397．委员会建议秘书处同委员会的一组委员 
磋商，497协助就 (a) 项和 (b) 项的执行作出安排。

9．与联合国和其他方面的人权专家举行会议

398．根据其《章程》第25条第 ( 1) 款，498 委员

会在 2007年 5月 15日和 16日与联合国和人权领域

的其他专家，包括人权条约机构的代表，共同举行

了会议。同时还邀请了来自区域人权机构的专家。

会议期间，委员会的委员和人权专家 499 针对与对人

权条约的保留有关的问题举行了有用的意见交流，

特别是对人权条约的保留无效的原因和对人权条约

的保留的有效性的评价。500 

B．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399．委员会决定于 2008年 5月 5日至 6月 6日
和7月7日至8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委员会第六十届

会议。

C．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400．纳林德尔 • 辛格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了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于 2007年 7月 2日至 6日在南非

开普敦举行的第四十六届会议。委员会还决定由阿

兰 • 佩莱先生代表本委员会出席2007年9月10日和

11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497 该组成员如下：恩里克 • 坎迪奥蒂先生、佩德罗 • 科
米萨里奥 • 阿丰索先生、兹齐斯拉夫 • 加利茨基先生、阿兰 •
佩莱先生和山田中正先生。委员会主席和规划小组主席为当
然成员。

498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5条第1款规定：“委员会
认为必要时可就任何问题向主管该问题的联合国机构进行协
商。”另见大会第61 /34号决议。

499 与会者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菲利普 •
特克西尔先生、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奈杰尔 • 罗德利先生、禁
止酷刑委员会的吉贝尔 • 卡马拉先生、儿童权利委员会的让 •
泽尔马腾先生、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亚历山大 • 西西利亚
诺斯先生、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希斯 • 弗林特曼先生、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的艾哈迈德 • 博
赖先生、欧洲委员会的莱斯贝斯 • 林扎德女士、欧洲人权法
院的文森特 • 伯格先生、前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委
员弗朗索瓦斯 • 汉普森女士。

500 “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编写了一份简明
的摘要（不属于委员会），说明他对讨论结果的理解，载于
委员会的工作网站：www.un.org/law/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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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国际法院院长罗莎琳 •希金斯法官在委员

会 2007年 7月 10日第 2933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她

向委员会通报了国际法院最近的活动和法院正在审

理的案件。501 接着进行了意见交流。

402．毛里西奥 • 埃多西亚 • 萨卡萨先生代表

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他于2007
年7月26日委员会第2943次会议上发了言。502 发言

之后进行了意见交流。

403．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瓦菲克 • Z. 卡
米勒先生代表该机构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他在

2007年7月27日委员会第2944次会议上发了言。503 
发言之后进行了意见交流。

404．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国际

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由法律咨询和国际公法主任曼

努埃尔 • 莱泽图阿先生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他

在委员会 2007 年 8 月 8 日第 2952 次会议上作了发

言。504 发言之后进行了意见交流。

405．2006年 7月 11日，委员会的委员和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就共同感兴趣的专题进行了一

次非正式的意见交流。

D．出席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代表

406．委员会决定，由委员会主席伊恩 • 布朗利

先生作为代表出席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407．委员会在 2007年 8月 9日第 2954次会议

上，请“驱逐外国人”专题的特别报告员莫里斯 •卡
姆托先生根据大会 1989年 12月 4日第 44 / 35号决议

第5段的规定，505 出席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

501 这一发言载于该次会议的简要记录并且载于关于委员
会工作的网站。

502 这一发言载于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503 同上。

504 同上。

505 “大会，……请国际法委员会在情况准许时要求特别
报告员在大会讨论与该特别报告员负责的专题有关的问题时
出席大会会议，并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内作出必要安排。”

E．国际法讨论会

408．依照大会第61/34号决议，第四十三届国

际法讨论会于2007年7月9日至27日委员会本届会

议期间在万国宫举行。讨论会的对象是攻读国际法

专业高等学位的学生和打算从事学术或外交职业或

在其本国公务员系统任职的年轻教员或政府官员。

409．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分别具有不同国

籍的二十五名参与者参加了这届讨论会。506 讨论会

的参与者旁听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出席了特别安

排的专题演讲，并参加了关于特定专题的工作组。

410．讨论会由委员会主席伊恩 • 布朗利先生

主持开幕。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高级法律顾问乌尔

里希 • 冯 • 布卢门塔尔先生负责讨论会的行政管理、

组织事宜和会议的进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法律

顾问维托里奥 • 马伊内蒂先生予以协助。

411．委员会委员作了以下演讲：乔治 • 加亚先

生：“国际组织的责任”、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在国际法方面向前迈出的一

步”、阿兰 • 佩莱先生：“国际法委员会——内部观

点”、山田中正先生：“共有自然资源法的编纂”、

格奥尔格 • 诺尔特先生：“国家对其他国家国际不

法行为的协助——责任问题与法律的发展”、A. 罗
汉 • 佩雷拉先生：“制定一项关于恐怖主义的全面公

约”、兹齐斯拉夫 • 加利茨基先生：“引渡和起诉的

506 下列人员参加了第四十三届国际法讨论会：Tânia da 
Fonseca Alexandre 女士（葡萄牙）、María Eugenia Brunini 女
士（乌拉圭）、Víctor Cairo Palomo 先生（古巴）、Alonso 
Chaverri Suárez 先生（哥斯达黎加）、Issaka Garba Abdou
先生（尼日尔）、Gabriel Herrera 先生（阿根廷）、Bibian 
Isoto 女 士（乌 干 达）、Ammar Jaber 先 生（伊 拉 克）, 
Melanie Khanna 女士（美利坚合众国）、Man Anting 女士
（中国）、Yassin Alieu M’Boge 女士（冈比亚）、Nuala Ní 
Mhuircheartaigh 女士（爱尔兰）、Yasuyuki Okazaki 先生（日
本）、Ahmed Haroune Ould 先生（毛里塔尼亚）、Priya Pillai
女士（印度）、Sergio Puig de la Parra 先生（墨西哥）、Aistis 
Radavicius 先生（立陶宛）、Velotiana Raobelina Rakotoasony
女士（马达加斯加）、Ana Cristina Rodríguez Pineda 女士
（危地马拉）、Vasilka Sancin 女士（斯洛文尼亚）、Marieme 
Sidibe 女士（马里）、Simona Spinaru 女士（罗马尼亚）、Ton 
Van den Brandt 先生（荷兰）、Anusha Wickramasinghe 女士
（斯里兰卡）、Aishath Zahir 女士（马尔代夫）。由 Jean-Marie 
Dufour 先生（日内瓦国际学术网络主席）担任主席的遴选委
员会于2007年4月25日举行会议，从130份申请中录取了26
位候选人参加本届讨论会。所录取的第26名候选人在最后一
刻未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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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或引渡或起诉）”以及莫里斯 • 卡姆托先生：

“驱逐外国人”。

412．下列人士也作了演讲：维托里奥 • 马伊内

蒂先生：“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介绍”、特别报告员阿

兰 • 佩莱先生的助理达尼埃尔 • 米勒：“对条约的保

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顾问杰列娜 •佩吉茨女

士：“国际人道主义法目前面临的挑战”和马库斯 •
施密特先生（人权高专办）：“人权理事会第一年以

后：特洛伊木马或真正的进步？”。

413．还举行了关于保护人权的区域制度的圆

桌会议。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卢修斯 • 卡弗利施先生

（欧洲人权法院的前任法官）和埃德蒙多 • 巴尔加

斯－卡雷尼奥先生（美洲人权委员会前任执行秘书）

分别就欧洲制度和美洲制度作了发言，人权高专办

的官员穆托伊 • 穆比亚拉先生就非洲制度作了发言。

讨论侧重于比较分析和三个区域制度的交互影响。

414．讨论会的参与者应邀请参观了世界贸易

组织，听取了由总干事顾问加布里埃尔 • 玛索女士

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秘书处主任维尔纳 • 兹杜克先

生所作的简报会议。讨论侧重世贸组织目前的法律

问题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

415．参加讨论会的每一个参与者被分配到下

列三个工作组之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新问题

和未决问题”工作组、“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工作

组和“对条约的保留”工作组。国际法委员会的两

位委员保拉 •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和兹齐斯拉夫 • 加
利茨基先生，以及达尼埃尔 • 米勒先生，为工作组

提供了指导。每一组写了一份报告，并在专门举行

的讨论会会议上介绍他们的心得。报告已经汇编成

册，分发给所有参与者。

416．日内瓦共和体和州一如既往地给予参与

者盛情接待，派导游带领他们参观了市政厅的亚拉

巴马厅，随后又举行了招待会。

417．在讨论会闭幕式上，布朗利先生、冯 •
布卢门撒尔先生和参与者代表亚辛 • 阿利乌 • 姆

博格女士向委员会和参与者致词。每一名参与者

都收到一份证书，证明其参加了第四十三届讨论

会。

418．委员会特别感谢地指出，塞浦路斯、芬

兰、德国、新西兰、瑞士和联合王国政府向联合国

国际法讨论会信托基金提供了或承诺提供自愿捐

款。基金的财务状况使它可以提供足够份数的研究

金，使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候选人得以参加，从而保

证了参与者的适当地域分布。今年，向14名候选人

颁发了全额研究金（旅费和生活津贴），向2名候选

人颁发了部分研究金（仅生活津贴）。 

419．自 1965年开始举行讨论会以来，分别属

于160个不同国籍的979名参与者当中，有598人获

得了研究金。

420．委员会强调， 它十分重视各届讨论会，

这些讨论会使年轻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来自发展中

国家的年轻法律工作者能够熟悉委员会的工作和总

部设在日内瓦的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委员会建议

大会再度向各国发出呼吁，请它们提供自愿捐款，

以保证能在 2008年举行讨论会，并让尽可能多的

参与者参加。

421．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2007年讨论会获

得了全面的口译服务。委员会希望下届讨论会在现

有资源范围内也能获得同样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