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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概况 

12.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

告(A/CN.4/697)，报告概括评述了各国、各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实体就第六十六届

会议(2014 年)上一读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发表的评论，并提出

建议，供委员会在二读期间审议。委员会还收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交的关于

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评论和意见(A/CN.4/696 和 Add.1)。 

13.  委员会随后就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二读通过了序言草案和 18 个条文

草案及其评注，并根据其《章程》第 23 条建议大会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

款草案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第四章)。 

14.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95 和 Add.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载有根据各国政府提出的评

论编写的几项结论草案的建议修正案。该报告还谈及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考

察的方法和手段。最后，报告提供了有关这一专题的参考书目。此外，委员会还

收到秘书处的备忘录(A/CN.4/691)，备忘录论述了就确定习惯国际法而言国家法

院的判决在普遍性国际法院和法庭的案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15.  委员会本届会议在对该专题进行审议之后，一读通过了关于习惯国际法识

别问题的一套结论草案，共 16 项，包括评注。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 16 至

21 条决定，通过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转发这些结论草案，征求其评论和意见，并

要求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向秘书长提交此种评论和意见(第五章)。 

16.  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

告员的第四次报告(A/CN.4/694)，报告论及专家机构的声明和国内法院的裁决就

解释条约而言以及作为条约之下的惯例形式而言，所具有的法律意义。该报告还

讨论了结论草案的架构和范围。 

17.  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该专题之后，一读通过了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

协定和嗣后惯例问题的一套结论草案，共 13 项，包括评注。委员会根据其《章

程》第 16 至 21 条决定，通过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转发这些结论草案，征求其评论

和意见，并要求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向秘书长提交此种评论和意见(第六章)。 

18.  关于“危害人类罪”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 

CN.4/690)，以及秘书处提供可能与国际法委员会今后工作有关的现有条约监督

机制的资料的备忘录(A/CN.4/698)。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除其他内容外，谈

及在国内法中定为刑事犯罪、确定国家管辖权、开展一般性调查与合作以查明被

指控罪犯、被指控罪犯所在地行使国家管辖权、引渡或审判原则，以及公平对待

被指控罪犯等问题。 

19.  继全体会议辩论之后，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转交起草

委员会。在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CN.4/L.873)后，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第 5 至

http://undocs.org/ch/A/CN.4/697
http://undocs.org/ch/A/CN.4/696
http://undocs.org/ch/A/CN.4/696/Add.1
http://undocs.org/ch/A/CN.4/695
http://undocs.org/ch/A/CN.4/695/Add.1
http://undocs.org/ch/A/CN.4/
http://undocs.org/ch/A/CN.4/694
http://undocs.org/ch/A/CN.4/690
http://undocs.org/ch/A/CN.4/690
http://undocs.org/ch/A/CN.4/698
http://undocs.org/ch/A/CN.4/L.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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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条草案及其评注。委员会还决定将法人责任问题转交起草委员会。继对起

草委员会的另一份报告(A/CN.4/L.873/Add.1)进行审议后，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第 5

条草案第 7 款及其评注(第七章)。 

20.  关于“保护大气层”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A/CN.4/692)。该报告在前两次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了与该专题有关的几个关键

议题，即各国防止大气污染和减缓大气状况退化的义务，以及尽职和开展环境影

响评估的要求。报告还探讨了可持续和公平利用大气层的相关问题，以及对旨在

有意改变大气层的某些活动的法律限制。随后，就各国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影

响评估、大气层的可持续利用、大气层的公平利用和地球工程等问题提出了五条

指南草案，以及一个额外的序言段落。 

21.  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组织下与科学家进行了对话，随后举行了辩论，并决

定将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所载的五条指南草案以及序言段落转交起草委员会。

在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CN.4/L.875)后，委员会审暂时通过了指南 3、4、

5、6、7 的草案和序言段落，包括评注(第八章)。 

22.  关于“强行法”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A/CN.4/693)，

报告谈及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相关概念问题，包括其性质和定义，并追溯了强

制性规范的历史演变，以及此前全球国际法中接受强制性规范概念核心要素的情

况。该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若干系统方法问题，并请委员会就此发表评论，报告还

回顾了第六委员会于 2014 年和 2015 年进行的辩论。委员会随后决定将特别报告

员报告所载的结论草案 1 和 3 转交起草委员会。随后，委员会注意到了起草委员

会主席就该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结论 1 和结论 2 草案所作的临时报告。该报告提交

委员会供参考(第九章)。 

23.  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三

次报告(A/CN.4/700)。该报告侧重于确定冲突后局势所适用的规则，与此同时亦

论及冲突前阶段应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一些相关问题。该报告载有三项关于预防措

施的原则草案、五项主要涉及冲突后阶段的原则草案，以及一项关于土著民族

权利的原则草案。继全体会议辩论之后，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载的原

则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之后，委员会收到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CN.4/L.876)，

并表示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 4、6、7、8、14、15、16、17 和 

18。此外，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第六十七届会议上曾表示注意到的几个原则草案。

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出于技术原因，对上述原则草案及其评注作了重新编号

和修订(A/CN.4/L.870/Rev.1)(第十章)。 

24.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

五次报告(A/CN.4/701)，报告分析了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限制和例外

问题。由于审议报告时，委员会仅收到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中的两种文本，因此

委员会的辩论只是刚开始，在第六十八届会议上只有想就该专题发言的几个委员

发言，委员会将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辩论。 

http://undocs.org/ch/A/CN.4/L.873/Add.1
http://undocs.org/ch/A/CN.4/692
http://undocs.org/ch/A/CN.4/L.875
http://undocs.org/ch/A/CN.4/693
http://undocs.org/ch/A/CN.4/700
http://undocs.org/ch/A/CN.4/L.876
http://undocs.org/ch/A/CN.4/L.870/
http://undocs.org/ch/A/CN.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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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曾表示，注意到起草委员会关于其之前所开展工作

情况的报告(A/CN.4/L.865)，委员会在审议该报告之后，暂时通过了第 2 条(f)项

草案和第 6 条草案及其评注(第十一章)。 

26.  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4/699 和 A/CN.4/699/Add.1)，报告继续分析了暂时适用与 1969 年《维也

纳公约》其他规定的关系以及国际组织在条约暂时适用方面的实践。报告载有

一项关于国内法和对条约全部或部分的暂时适用的准则 10 草案提案。报告的增

编收入了欧洲联盟在暂时适用与第三国协定方面最新的做法实例。 

27.  委员会在全体会议辩论之后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所载的准则 10

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随后收到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CN.4/L.877)，委员

会注意到起草委员会在第六十七和第六十八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准则 1 至 4 和 6

至 9 的草案。关于单边声明问题的准则 5 草案被起草委员会搁置，留待日后再议

(第十二章)。 

28.  关于“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就使习惯国际

法的证据更易考察的方法和手段编写一份备忘录，概括介绍习惯国际法证据问题

的现状，并就如何改善提出建议；请秘书处另外编写一份备忘录，分析过去 20

年向秘书长交存或登记的对暂时适用作了规定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方面的国家实

践，包括与这些条约有关的条约行动(第十三章 A 节)。 

29.  委员会还设立了规划组，负责审议其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第十三章，B

节)。委员会决定在其长期工作方案中纳入以下专题：(a) 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

国际争端的解决；(b) 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第十三章 B 节)。 

30.  委员会建议，第七十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在纽约举行，请秘书处着手进行

必要的行政和组织安排，以提供便利。委员会建议，在 2018 年召开的第七十届

会议期间举办一场七十周年纪念活动。该纪念活动将分两部分举行，第一部分在

建议于纽约召开的第七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第二部分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七十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第十三章 B 节)。 

31.  委员会继续与国际法院、美洲法律委员会以及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

问委员会交流信息。委员会委员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非正式的意见交

流(第十三章 D 节)。 

32.  委员会决定，第六十九届会议将于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和 7 月 3 日

至 8 月 4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三章 C 节)。 

http://undocs.org/ch/A/CN.4/L.865
http://undocs.org/ch/A/CN.4/699
http://undocs.org/ch/A/CN.4/699/Add.1
http://undocs.org/ch/A/CN.4/L.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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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33.  委员会认为，第六十六届会议(2014 年)报告第三章要求就专题“危害人类

罪”3 和“保护大气层”4 以及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 年)要求就专题“条约的暂

时适用”5 和“强行法”6 提供资料的请求仍然适用，并欢迎提供任何其他资

料。 

34.  委员会欢迎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就上一段所提到的问题和以下问题提

供任何资料，以便特别报告员在各自报告中给予考虑。 

 A.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35.  委员会希望各国提供资料，说明与以下问题有关的国内法律和实践，包括

司法实践和行政实践： 

(a) 援引豁免； 

(b) 放弃豁免； 

(c) 国家主管当局在何阶段考虑豁免(调查、控告、起诉)； 

(d) 在考虑或可能考虑豁免的案件中，行政部门向国内法院转交资料、法

律文件和意见可使用的办法； 

(e) 在考虑或可能考虑豁免的案件中，国家主管当局可以利用的国际法律

援助、合作及磋商机制。 

 B. 新专题 

36.  委员会决定在其长期工作方案里列入两项新专题，即(a) 国际组织作为当事

方的国际争端的解决；(b) 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在选择这些专题时，委员

会遵循它在 1998 年所商定的下述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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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足够成熟阶段，从而允许

逐渐发展和编纂；(c) 专题应具体可行，宜于逐渐发展和编纂；(d) 委员会不应

  

 
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9/10)，第 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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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 27 段。 

 
5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0/10)，第 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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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 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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