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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263. 在2014年5月6日其第3199次会议上，委

员会为本届会议设立了规划组。853

264. 规划组举行了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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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届会议期间讨论情况专题摘要(A/CN.4/666)
的 I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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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方

案6 ：法律事务”。854

265. 委员会注意到2016–2017年期间拟议战略

框架，包括“方案6 ：法律事务，次级方案3 ：国际法

的逐渐发展与编纂”。

1. 新专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 

266. 在2014年7月18日其第3227次会议上，委

员会决定将“危害人类罪”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并任命

肖恩·墨菲先生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2.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267. 在2014年5月7日其第一次会议上，规划组

决定为本届会议重新设立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在

工作组主席唐纳德·麦克雷先生缺席时，工作组由

马哈茂德·哈穆德先生和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

853 规划组由下列委员组成：村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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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

朴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斯图尔马先生、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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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 A/69/6(方案6)。

斯先生主持。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在2014年7月
28日规划组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口头报告。

268. 工作组根据迪雷·特拉迪先生拟定的提议，

建议在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中加上“强行法”专题。

269. 工作组遵守了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1998
年)关于选择专题的标准的建议，即：

(a) 专题应反映各国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

面的需要；

(b) 专题在国家实践方面应足够成熟，从而允许

逐渐发展和编纂；

(c) 专题为逐渐发展的目的应当是具体和可行

的。

委员会还商定，委员会不应仅限于传统的专题，也

可考虑反映国际法新动态和整个国际社会紧迫关切

的专题。855

270. 委员会赞同关于将该专题列入长期工作方

案的建议。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

的专题的提纲载于本报告附件。

27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还审议了工作方法。

工作组确定，需要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系统审查并调

查今后可能审议的专题。工作组特别回顾，自1996
年对工作进行系统审查和编制了说明性专题总方案 856

之后，这些年没有开展类似工作。因此工作组商定，

以1996年清单为基础，审查和更新可能审议的专题

清单。为此，工作组决定，建议委员会请秘书处在

本五年期结束前，根据后来的发展动态审查1996年
清单，编写一份委员会可能审议的专题清单，并附

以简短的解释性说明(“调查”)。工作组还决定，

建议待工作组确定最终专题清单后，也许是2016年，

855 《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3段。
856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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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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出的任何专题。

272. 委员会赞同该建议，因而请秘书处在本五

年期结束前，根据后来的发展动态审查1996年清单，

编写一份委员会可能审议的专题清单(“调查”)，

并附以简短的解释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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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大会在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2013年12月
16日第68/116号决议中特别重申，请委员会在提交

大会的报告中就其在促进法治方面的作用作出评论。

自第六十届会议(2008年)以来，委员会每年均对其

在促进法治方面的作用作出评论。委员会指出，2008
年报告第341至346段 857的全面评论的实质内容依然

适用，并重申了2009年报告第231段 858、2010年报告

第389至393段 859、2011年报告第392至398段 860、2012
年报告第274至279段 861和2013年报告(A/68/10)第
171至180段 862中的评论。

274. 委员会回顾，法治是委员会的精髓。委员

会《章程》第1条中载明，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

渐发展和编纂为宗旨。

275. 委员会铭记其所有工作都基于法治原则，

充分认识到在国家层面执行国际法的重要性，并致

力于促进法治在国际层面得到尊重。

276. 在履行其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任务时，

委员会将继续酌情考虑到法治与人权，正如《联合国

宪章》序言和第十三条及《国内和国际的法治问题大

会高级别会议宣言》863所揭示的，法治是一项治理原

则，人权则对法治的实现不可或缺。

277. 委员会当前的工作认识到了法治与联合国

857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4–165
页。

858 《200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6页。
859 《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2–203

页。
860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0–181

页。
861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7页。
862 《201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3页。
863 大会2012年9月24日第67/1号决议，第41段。

的三个主要支柱(和平与安全、人权、发展)之间的

相互关系 864，并未有所偏废。在履行其逐渐发展和编

纂国际法的任务时，委员会意识到法治目前面临的

挑战。

278. 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继续致力于促进法

治，包括：通过了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最后条款草案；

一读通过了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一套条

款草案；和通过了关于“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专题

的最后报告。

279. 委员会还继续就关系到法治的其他专题开

展工作，这些专题包括“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

免”“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保护

大气层”“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习惯国际

法的识别”“条约的暂时适用”“最惠国条款”等，并

任命了“危害人类罪”专题特别报告员。

280. 委员会重申在其所有活动中都致力于促进

法治。

4. 酬金 

281. 委员会重申了对大会通过2002年3月27日
第56/272号决议所引起的酬金问题的意见，委员会

以前的报告表明了这些意见。865委员会强调，上述决

议尤其影响到特别报告员，因为该决议缩减了对他

们研究工作的支持。

5. 文件和出版物 

282. 委员会重申秘书处编写的法律出版物对其

工作特别有用并很有价值。866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

十多年来，编纂司通过非常成功的桌面出版计划，得

864 秘书长关于衡量联合国系统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支持促

进法治的效力的报告(S/2013/341)，第70段。
865 见《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525–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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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69段；《2007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9段；《2008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358段；《200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240段；《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396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9段；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80段；及《2013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1段。

866 见《200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87–
3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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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幅度加快出版物的发布，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出版

物的及时性和对委员会工作的作用。委员会遗憾地注

意到，该计划因资源不足受到缩减而且有可能终止，

本届会议因此没有分发任何新的法律出版物。委员

会认为，继续执行该计划对于确保及时发布这些出

版物，特别是发布《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十分关键。

委员会重申编纂司编写的法律出版物对其工作特别

有用并很有价值，再次请编纂司继续为其提供这些

出版物。

283. 委员会再次满意地指出，作为国际法逐渐

发展和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准备工作，委员会的简要

记录将不受任意的篇幅限制。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上届会议开始实行简化委员会简要记录处理程序的

试验性措施，使得临时记录可以更快地发给委员会

委员作及时更正，而且最后文本得到及时印发。委

员会对于新工作方法能更合理地利用资源表示欢迎，

还要求秘书处继续努力，方便各语文简要记录定本

的编制，且不损害其完整性。

284. 委员会感谢日内瓦和纽约参与文件处理的

各个部门经常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及时和高效地处

理委员会的文件，为委员会工作的顺利进行作出了

贡献。

285.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以十分高效和

专业的方式向委员们提供了协助，委员会对此表示

赞赏。

6. 处理《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积压工作问题的信托
基金 

286. 委员会重申，《国际法委员会年鉴》对于了

解委员会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以及加强国际关

系中法治方面的工作具有关键意义。委员会注意到

大会2012年12月14日第67/92号决议赞赏有关国家

政府为处理《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积压工作问题的信

托基金自愿捐款，并鼓励各方进一步为该基金捐款。

7. 编纂司的协助 

287. 委员会感谢秘书处编纂司在为委员会提供

实质服务方面提供宝贵协助，并参与关于委员会工

作的研究项目。

8.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288. 委员会建议大会：对过去几年中在减少《国

际法委员会年鉴》所有六种语文本的积压问题方面取

得的显著进展表示满意，并欢迎会议管理司所作的努

力，特别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编辑科有效地执行

大会呼吁减少积压的有关决议；鼓励会议管理司向编

辑科持续提供必要支持，以推进《年鉴》的出版工作；

并要求定期向委员会提供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9. 网站 

289. 委员会再次表示赞赏秘书处不断更新和管

理国际法委员会网站所取得的成果。
867委员会重申，

这个网站以及由编纂司维护的其他网站 868是委员会和

研究委员会工作的更广大社会的学者的宝贵资源，有

助于全面加强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以及对国

际法的广泛理解。委员会感到欣喜的是，关于委员

会工作的网站还介绍了委员会议程上各个专题的现

状并收录了经过编辑的委员会简要记录录预先版本。

委员会还感谢秘书处圆满完成了委员会全部西班牙

语文件的数字化及网上发布工作，并增添了全文检

索功能。

10. 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书馆 

290. 委员会赞赏地指出，联合国国际法视听图

书馆
869对于增进对国际法的了解，增进对联合国在该

领域的工作包括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了解，具有极

大价值。870委员会深为关切地指出，目前的财务状况

867 位于http://legal.un.org/ilc/。
868 通常可通过http://legal.un.org/ola/访问。
869 位于http://legal.un.org/avl/。
870 例如，见历史档案：《国际法委员会章程》，迈克尔·伍

德爵士作介绍性说明；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艾

琳·登扎作介绍性说明；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胡

安·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莱多作介绍性说明；1969年《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卡尔·泽马奈克作介绍性说明；1978年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安东尼·奥斯

特作介绍性说明；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斯

特芬·麦卡弗里作介绍性说明；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詹姆斯·克劳福德作介绍性说明；2006年
《外交保护条款》，约翰·杜加尔德作介绍性说明；及2011
年《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乔治·加亚作介绍性说明。另

见，例如，讲座丛编中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公约》中的国家豁免，格哈德·哈夫纳；国际法中的责任 

——介绍，阿兰·佩莱；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最惠国”条款的

工作，唐纳德·麦克雷；保护大气层与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

展，村濑信也；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的国际责任：损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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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这个惠及所有会员国的独特教育资源的存续

和进一步发展，并敦促大会处理这种情况。

B. 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91. 委员会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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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委员会审议了未来在纽约举行部分届会的

可能性，并准备在今后几届会议上回头审议这个问

题。

C.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293. 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在委员会

2014年7月22日的第3228次会议上发言，通报了国

际法院最近的司法活动。871随后交换了意见。

294.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亚非法协)秘书长拉赫

马特·穆罕默德先生代表该组织出席委员会本届会

议，并在2014年7月8日的第3218次会议上发了言。872

他向委员会通报了亚非法协目前的活动，概述了该组

织对委员会工作方案所列“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和“保护大气层”这四个专题的审议情况。随后交换

了意见。

295. 美洲法律委员会副主席法比安·诺瓦克先

生代表该组织出席委员会本届会议，并在2014年7月
15日其第3223次会议上发了言。873他概述了该委员

会2013年就影响到美洲的种种法律问题开展的活动。

随后交换了意见。

296. 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主席

Liesbeth Lijnzaad女士和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司司长

及条约办公室主任兼公法顾委秘书Marta Requena女
士代表欧洲委员会的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出席

委员会本届会议，并都在2014年7月16日的第3224

配原则，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及联合国对跨界含水

层(地下水)法律的编纂，山田中正。
871 这一发言载于该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872 同上。
873 同上。

次会议上发了言。874她们着重介绍了公法顾委目前在

国际公法领域开展的工作，也介绍了欧洲委员会目

前的活动。随后交换了意见。

297.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非盟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Cheikh Tidiane Thiam大使在非洲联盟国际法

委员会法律顾问办公室法律干事Adewale Iyanda先生

的陪同下代表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出席委员会本

届会议。Thiam先生在2014年7月24日的第3230次
会议上发了言。

875他概述了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的

活动。随后交换了意见。

D. 出席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的代表 

298. 委员会决定由主席基里尔·格沃尔吉安先

生代表委员会出席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

299. 在2014年8月8日其第3243次会议上，委

员会请“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特别报告员爱

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在能够获得资金的

前提下，根据大会1989年12月4日第44/35号决议第

5段的规定出席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

E. 国际法讲习班 

300. 依照大会第68/112号决议，在国际法委员

会本届会议期间，第五十届国际法讲习班于2014年
7月7日至25日在万国宫举行。讲习班的对象是专攻

国际法的年轻法学家，包括致力于学术或外交工作

的年轻教师或在其本国公务员系统任职的政府官员。

301. 来自世界各个地区分属不同国籍的24名学

员参加了这届讲习班。876学员们列席了委员会的全体

874 同上。
875 同上。
876 下列人员参加了第五十届讲习班：Sattar Azizi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Diana Cucos女士(摩尔多瓦共和国)、

Tommaso Di Ruzza先生(罗马教廷)、Christian Djeffal先生(德

国)、Marie Françoise Fernandez女士(法国)、Harouna Garba 
Hamani先生(尼日尔)、Daniela Gauci女士(马耳他)、Lusine 
Hakobyan女士(亚美尼亚)、Ritta Raundjua Hengari女士(纳

米 比 亚)、Ata Hindi先 生(巴 勒 斯 坦 国)、Michael Khetlha 
Kabai先 生(南 非)、Hermine Kembo Takam Gatsing女 士(喀

麦隆)、Piotr Kobielski先生(波兰)、Senthil Kumar先生(印

度)、Suzgo Lungu先生(马拉维)、Pablo Andrés Moscoso De 
La Cuba先生(秘鲁)、Luis Xavier Oña Garcés先生(厄瓜多

尔)、Mohamed Hassam Negm先 生(埃 及)、Alberto 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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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参加了特别安排的专题演讲和关于特定专题

的工作组。

302. 讲习班由委员会主席基里尔·格沃尔吉安

先生主持开幕，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高级法律顾问

马库斯·施密特先生负责讲习班的行政管理、组织

事宜和活动的进行。日内瓦大学负责保证讲习班的

科学协调。日内瓦大学国际法专家维托利奥·曼内

蒂先生担任协调员，法律助理Yusra Suedi女士和联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法律联络处实习生Morgan Crump
先生从旁协助。

303. 委员会委员作了以下演讲：埃内斯特·彼

得里奇先生：“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玛丽·雅各布

松女士：“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肖恩·墨菲

先生：“危害人类罪”；村濑信也先生：“保护大气层”；

马哈茂德·哈穆德先生：“防止恐怖主义”；爱德华

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

护”；迪雷·特拉迪先生：“强行法”；和胡安·曼努埃

尔·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条约的暂时适用”。

304. 国际劳工组织法律事务高级干事 Jordi 
Agusti-Panareda先生也作了演讲：“自由贸易协定中劳

工条款的扩散及它们与劳工组织标准制度的互动”。

305. 讲习班学员参加了四场外部会议。在日内

瓦国际和发展研究院举行了一次关于“习惯国际法的

识别”的研讨会，该专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伍德爵

士也在场，由Andrea Bianchi先生(国际和发展研究

院)主持。在日内瓦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学院举行了一

次专门关于“豁免与国际罪行”的会议，由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别报告员康塞普西翁·埃

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主讲，Paola Gaeta女士(日

内瓦大学)主持，出席的还有委员会其他委员。讲习

班学员还参加了日内瓦大学与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杂志合作举办的

一次会议，主题是“国际法委员会与国际性法院和法

庭：富有成果的对话？”。下列人士在会上演讲：爱德

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委员会委员和杂志

主编)；村濑信也先生(委员会委员)；Attila Tanzi先

Poletti Adorno先生(巴拉圭)、Lucía Raffin女士(阿根廷)、

Silvana Schimanski女士(巴西)、Ryoko Shinohara女士(日本)、

Benjamin Santorlino Kuron Tombe先生(南苏丹)及Fajar Yusuf
先生(印度尼西亚)。由日内瓦大学国际法教授劳伦斯·布瓦

松·德沙祖尔内女士担任主席的甄选委员会于2014年4月3日
举行会议，从143名申请人中录取了25人参加本届讲习班。1
名被录取的候选人最后未能参加讲习班。

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Pierre Bodeau-Livinec先
生(巴黎第八大学－法国文森圣丹尼)；马蒂亚斯·福

尔托先生(委员会委员)；迪雷·特拉迪先生(委员会

委员)；Robert Kolb先生(日内瓦大学)；迈克尔·伍

德爵士(委员会委员)；Makane Mbengue先生(日内

瓦大学)和劳伦斯·布瓦松·德沙祖尔内女士(日内

瓦大学)。最后，在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了一次关于国

际卫生法的会议。世卫组织法律顾问Gian Luca Burci
先生、特等法律干事Steven A. Solomon先生和协理

法律干事 Jakob Quirin先生作了介绍。

306. 围绕“保护大气层”和“国家官员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组织了两个讲习班工作组。每名参加讲

习班的学员都被分配到其中一个工作组。两位国际法

委员会委员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

士和村濑信也先生为工作组提供了督导和专家指导。

每个工作组写了一份报告，并在讲习班最后一次工

作会议上介绍了成果。报告已编辑成册，发给所有

学员和委员会委员。

307. 日内瓦共和国和州政府一如既往在日内瓦

市政厅热情接待了讲习班学员，学员们在那里参观

了阿拉巴马厅，并参加了鸡尾酒招待会。

308. 讲习班闭幕式上，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基里

尔·格沃尔吉安先生、国际法讲习班主任马库斯·施

密特先生和讲习班学员代表Michael Khetlha Kabai先
生向委员会致辞。每名学员都获颁一份参加了讲习

班的证书。

309. 委员会特别感谢地指出，自2011年以来，

阿根廷、奥地利、中国、捷克共和国、芬兰、印度、

爱尔兰、墨西哥、瑞典、瑞士和联合王国等国政府向

联合国国际法讲习班信托基金提供了自愿捐款。尽

管捐款额受到近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基金的财务状

况使它还可以提供足够份数的研究金，使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应该得到机会的学员得以参加，从而实

现了学员的适当地域分布。今年，向14名学员颁发

了研究金(6名获得旅费和生活津贴，7名只获得生活

津贴，1名只获得旅费津贴)。

310. 自1965年以来，分属171个不同国籍的

1 139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其中699人获得了研究

金。

311. 委员会强调，它十分重视讲习班。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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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年轻法律工作者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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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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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在2015年能

够继续举办讲习班，并让尽可能多的学员参加。

F. 纪念国际法讲习班开办五十周年 

312. 委员会于2014年7月22日举行会议，以

纪念国际法讲习班开办五十周年。国际法院院长彼

得·通卡法官恰好来访。会议主题是“以国际法为专

业”。委员会主席、国际法院院长 877、曾为讲习班学员

的几位委员会委员 878、开办之时曾参与讲习班工作的

一位委员会委员 879、讲习班主任 880以及2013年和2014
年讲习班学员代表 881在会上致辞。

877 1982年学员。
878 坎迪奥蒂先生(1970年)、村濑先生(1975年)、辛格

先生(1980年)、彼得先生(1984年)和斯图尔马先生(1989
年)。

879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880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高级法律顾问马库斯·施密特先

生。
881 Carolina Abreu女 士(2013年)和Christian Djeffal先 生

(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