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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条约的暂时适用 

A. 导言 

108. 在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2 年 ) 上，委员会

决定将“条约的暂时适用”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并

任命胡安 • 曼努埃尔 • 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为本专

题特别报告员。383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

特别报告员在 2012 年 7 月 27 日第 3151 次会议上就

他主持进行的关于这一专题的非正式磋商情况所作

的口头报告。委员会还决定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备忘

录，说明委员会以前在有关条约法的工作中就此专

题所做的工作以及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相关条款

的准备工作情况。大会后来在 2012 年 12 月 14 日第

67/92 号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将此专题列

入其工作方案。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109.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

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4)，该报告旨在通过探讨

如何从理论角度处理这一专题以及简要回顾现有的

国家实践，设法从总体上确定在条约的暂时适用方

面出现的主要法律问题。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编

写的一份备忘录 (A/CN.4/658)，其中叙述了当初委

员会和 1968–1969年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对 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的谈判情况，并简要分析了

审议期间提出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110. 委员会在 2013 年 7 月 24 日至 30 日第 3185
次至第 3188 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一次报告。

383 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其第 3132 次会议上 ( 见《2012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67 段 )。在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 年 ) 期间，根据委员会关于其该届会

议的工作报告附件三所载提案 (《2011 年……年鉴》，第二

卷 ( 第二部分 )，第 365–367 段，和附件三 )，将该专题列入

了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一次报告 

111. 特别报告员表示，他这份初步报告的目的

是确定与暂时适用有关的主要因素，以鼓励各国更

多地暂时适用。1969 年《维也纳公约》是理所当然

的出发点。他指出，他选择暂不考虑 1986 年《维也

纳公约》中设想的国际组织暂时适用条约的问题。

112. 在概述其报告时，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

会于1966年通过的条款草案所指的是“暂时生效”，384

这一用语有别于第二十五条的用语，因为联合国条

约法会议改用了“暂时适用”一词。虽然记录表明

这两个用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但他指出，仔

细审视一下，它们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特别报告

员还介绍了报告中列举的可能导致国家暂时适用条

约的一些因素。

113. 关于暂时适用条约的法律效果，特别报告

员指出，一般说来，法律效果可能取决于所暂时适

用的实质性国际法规则的内容。因暂时适用某一规

则而导致违反某项义务的次级后果并非暂时适用该

规则所引起的，而是正常适用与违反义务相关的国

际法次级规则所引起的。还指出，条约的暂时适用

须放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

一般背景下考虑。

114. 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后一阶段更详细地探讨

法律效果问题，但他回顾说，先前两位特别报告员

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和汉弗莱·沃尔多克爵

士都认为条约的暂时适用所产生的义务与条约生效

所产生的义务相同。在此方面，他指出，1969 年《维

也纳公约》第二十六条中反映的“有约必守”原则与

此相关。他还回顾，2012 年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所形

成的意见是，条约的暂时适用所产生的义务不仅仅是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这一义务 (1969

384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10 页，第 22 条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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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维也纳公约》第十八条 )。385

115. 他指出，条约的暂时适用所适用的法律制

度的主要特征有：可在条约中明文加以规定，或各

缔约方间另外缔结协定加以规定；各国可明示或默

示意图暂时适用条约；以及可单方面或通过各缔约

方间的协议终止暂时适用。

116. 特别报告员的初步看法是，对于这一专题，

最适合制定准则或示范条款，以便为各国政府提供

指导。

2. 辩论摘要 

117. 委员会与特别报告员一道，对秘书处编写

备忘录表示感谢。

118. 一种意见认为，作为一个法律政策问题，

委员会不宜谋求促进条约的暂时适用。举出的实例

表明，条约的暂时适用对条约的批准起了消极作用。

另一些委员指出，鼓励或不鼓励暂时适用，并非委

员会的职责，因为这一决定基本上属于国家的政策

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家可自由决定是否暂时

适用某一条约。还有人指出，国家经常暂时适用条约，

这说明暂时适用的可能性是有其意义的。1969 年《维

也纳公约》第二十五条的起草者认为，暂时适用非

但不会破坏条约，反而是确保法律安全的一种实际

办法，例如在陆续订立条约的情况下，因为国家得

以迅速开始涉及条约的合作。

119. 还有人表示关切的是，条约的暂时适用引

起了规避加入条约的既定国内程序 ( 包括宪法要求 )

的严重问题。其他委员不担心这一点。有人指出，国

家可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制度自由制定参与国际事

务的规则。委员会的出发点只能是假设暂时适用条

约这一举措是依照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行事的 ( 但须

适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六条 )。委员会

的任务只是考虑当代国际法须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

国内法的限制，而无需考虑这类限制本身。从国际

法的角度看，缔约国的同意起着决定作用。一旦同意

暂时适用一项条约，无论是在该条约自身内还是另

行缔结协定这样做，国家就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

作为理由而不履行其国际义务 (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七条 )。有人还表示，可明确规定条约的“暂

385 见《2012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144–155 段，特别是第 147 段。

时适用”所引起的一个后果是条约下的义务即对国

家具有约束力，从而化解对规避国内规则的担心。

这有助于国家判定其暂时适用条约这一举措是否得

到宪法的授权。

120. 有人指出，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国家拟订实

际指南，供国家在谈判关于暂时适用的新条款时或

解释和适用现有条款时参考，特别是因为 1966 年关

于条约法的评注并未涉及在维也纳通过的第二十五

条案文的一些重要方面。

121. 有人表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确定暂时适

用的法律效果。有几位委员认为，除非缔约方另有协

议，否则同意暂时适用一项条约意味着有关各方就如

该条约已生效那样受其权利和义务的约束。一种意

见认为，委员会不应当对“暂时生效”一词被改为“暂

时适用”这一点赋予法律意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可对暂时适用的条约与“暂时性”或“临时性”协

定这两者加以区别。有人还鼓励特别报告员探讨与

包括第十八、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和第四十六条在

内的 1969 年《维也纳公约》其他条款之间的关系。

对于是否宜在本专题的范围内考虑国家责任的问题，

委员们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122. 有人表示，特别报告员不妨探讨，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不适用的情况下，第二十五条中

的规则是否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适用还是作为另外

的规则适用。还有人建议考虑条约正在被暂时适用

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

123. 建议讨论的其他问题包括：确定对条约的

暂时适用是否存在程序方面的要求；考虑暂时适用

条约的各缔约方与第三方之间的关系；分析暂时适

用条约的意图须明确和毫不含糊这一要求；考虑对

条约保留规则的适用问题；分析暂时适用与某些规

定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 必

然自条约约文议定时起即适用之间的区别；考虑条约

解释规则的适用问题；探讨终止暂时适用的问题 (包

括对第三方法律地位的影响 )；考虑希望暂时适用一

项多边条约的非签署国或加入国的地位问题；考虑

条约的某些规定诸如建立监测机制的条款是否理所

当然地排除在暂时适用制度之外；澄清暂时适用的

时间范围，包括无限期暂时适用的可能性；和考虑

暂时适用的条约一旦生效后的义务追溯问题。有人

还建议对双边条约情况下的暂时适用和多边条约情

况下的暂时适用作一般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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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有人表示，最好把 1986 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五条也包括在本专题的范围内，因为条约的

暂时适用也有可能关系到国际组织。

125. 一些委员认为，对本专题的最终成果采取

立场为时过早。还有几位委员则认为，结论若附有

评注，可有助于澄清与条约的暂时适用有关的不同

方面。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126. 特别报告员表示，委员会应以国家在谈判、

执行和解释暂时适用的条约的过程中的实践作为指

导。他强调，他同意委员会不应被视为鼓励或不鼓励

暂时适用。目的是使国家谈判和执行暂时适用条款

时有更清晰的认识。关于用语问题，他表示，尽管委

员会早先的工作提到的是“暂时生效”，第二十五

条中的用语，即“暂时适用”，应是重点。他还认为，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希望暂时适用一项条约的国家并

非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缔约国而且不存在单独

协定的情况下，值得考虑条约的暂时适用的习惯国

际法性质。他还赞同委员会不应致力于分析国家内

部规则这一意见。因此，若提到国内立法，应视为

只是说明国家的立场，查明条约的暂时适用所涉及

的国内法律制度问题完全是国家自己的事。

127. 他确认，他准备探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五条与该公约其他条款之间的关系，这些条

款涉及表示同意、提具保留、对第三国的影响、解

释规则的适用、条约的适用和终止以及条约的失效

等事项。他还指出，有必要考虑暂时适用的时间因素，

包括是否可无限期暂时适用。此外，他建议对规定

个人权利的条约规则的暂时适用所具有的法律效果

问题进行分析。多边条约与双边条约之间的区别也

值得探讨。

128. 特别报告员同意一些委员的意见，认为最

好不要分析国家责任规则在条约暂时适用的情况下

的适用问题。他认为，只需要表明，若暂时适用的

条约所引起的义务遭到违反，就会产生关于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既定规则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他还注意到，一些委员有意将 1986 年《维也纳公约》

纳入本专题的范围内。

129. 特别报告员表示，他认为审议本专题的一

个适当成果是制订出附有评注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