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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缺乏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ꎬ或者对其规则的不充分遵守ꎬ可能是对
这一国际法体系所应具有的持续信誉的最大挑战ꎮ 加强尊重国际人道
法的需求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史无前
例地推动各国之间进行磋商ꎬ特别是重点改善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的效
能ꎮ 本文概述了该倡议的背景ꎬ并总结了其进程和结果ꎮ 对于在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召开的第 ３２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所同意的目前阶段
正在进行的工作ꎬ本文也予以简要阐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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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缺乏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ꎬ或者对其规定的不充分遵守ꎬ可能是对
∗ 耶莱娜佩伊奇系红十字国 际委 员 会 法 律 处 高 级 法 律 顾 问ꎮ 耶 莱 娜  佩 伊 奇 是 瑞

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倡议的结论性报告的作者ꎬ该报告题为“ 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 ꎬ于

２０１５ 年提交给第 ３２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见下文注 １２) ꎮ 她与瑞士联邦外交部国际法
司法律官员乔纳森库诺ꎬ后来是罗库斯佩尔一起ꎬ为九次国家间会议ꎬ包括筹备讨论ꎬ起草
了背景文件和主席结论ꎬ作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倡议的一部分ꎮ 这些文件分别可见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和瑞士联邦外交部的网站( 见下文注 １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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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国际法体系所应具有的持续信誉的最大挑战ꎮ 加强尊重国际人道
法的需求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史无前例
地推动各国之间进行磋商ꎬ特别是重点改善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的效
能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概述该倡议的背景ꎬ并总结其进程和结果ꎮ 对于
在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召开的第 ３２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 １ 〕 上所同意
的目前阶段正在进行的工作ꎬ也予以简要阐述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瑞士倡议的背景
各国和其他相关行为体普遍认为ꎬ无论武装冲突的性质如何演变ꎬ
国际人道法仍然是调整冲突各方行为并为受影响者提供保护的适当的
国际法律框架ꎮ 自 １８６４ 年第一部« 日内瓦公约» 通过以来ꎬ〔 ２ 〕 无论是通
过条约还是习惯法ꎬ国际人道法的规范内容都会定期得到大幅度的改进
和更新ꎮ 然而ꎬ国际人道法所独有的、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之机制的相
应发展ꎬ仍然令人困惑地付诸阙如ꎮ 虽然这一国际法分支的规则旨在预
防或停止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人类苦难ꎬ并遏止违法行为ꎬ但这些规范本
身并不能带来对法律的尊重并根除违法行为ꎬ也不能预期它们具有此种
效果ꎮ 这些规则需要被遵守ꎮ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ꎬ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要求多方面的努力ꎬ包
括大量行为体的一系列活动ꎮ 这个范围的一端是预防ꎮ 根据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和 １９７７ 年« 第一附加议定书» 的规定ꎬ在武装冲突发生之
前预防违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依然是各国的一项持续义务ꎮ 预防可以
采取多种形式ꎬ包括制定履行国际人道法条约义务的相关国内立法ꎬ和
平时期充分教育武装部队ꎬ向武装部队指派法律顾问ꎬ以及向广大民众
讲授和传播国际人道法ꎮ 很多国家、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一直并继续开
展这方面的重要工作ꎬ包括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家红会) ꎬ以及
〔１〕
〔２〕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以下简称“ 国际大会” 或“ 大会” ꎮ

１８６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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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身ꎮ
通过建立必要的机制和程序ꎬ以确定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个人刑事责
任ꎬ也可以改善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ꎬ不过这只有在相关的违法行为发
生之后才会进行ꎮ 在这方面ꎬ只需提及过去 ２０ 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取
得的重大进展就足以表明成就ꎮ 在国际层面ꎬ建立国际或混合的法院和
法庭就是证明ꎻ在国内层面ꎬ各国则更频繁地对被指控的战争罪犯行使
普遍管辖权ꎮ
然而ꎬ有 一 个 问 题 取 得 的 进 展 尚 不 足ꎬ 这 也 是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瑞士联合倡议的焦点ꎬ即需要加强“ 嵌入” 在这一法律体系之内
的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的有效性ꎮ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政府
都曾试图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改善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ꎬ但它们各自的努
力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ꎮ
２００３ 年ꎬ作为第 ２８ 届国际大会筹备工作的一部分ꎬ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与各国以及其他行为体就“ 改善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情况” 举办了一
系列区域研讨会ꎮ〔 ３ 〕 与会者的明确意见是ꎬ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是不
充分的ꎬ有待改进ꎮ 在瑞士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组织的一次主题为“ « 日内瓦
公约»６０ 周年及其未来” 的会议上ꎬ各国将遵守国际人道法确定为保持
这一法律体系今后重要地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间进行的一项研究ꎬ以及随后

在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１ 届国际大会之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就“ 加强对武

装冲突受难者的法律保护” 进行的磋商均表明ꎬ相当数量的国家认为ꎬ更
妥善地实施国际人道法有必要成为优先事项ꎮ 它们的观点是ꎬ现有的国
际人道法遵守机制已经被证明为不充分ꎬ需要进一步反思如何加强对这
一国际法体系的遵守ꎮ 这些观点构成了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１ 届国际大会一致

〔３〕

这些磋商成果的摘要载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给第 ２８ 届国际大会的报告« 国际

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之中ꎬ网址: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ｈｌｃｏｎｔｅｍｐ＿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ｆｉｎａｌ＿ａｎｇ. ｐｄ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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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关于“ 加强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法律保护” 的第 １ 号决议的背
景ꎮ〔 ４ 〕

第 １ 号决议认识到:“ 为加强对所有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法律保护ꎬ

探索加 强 和 确 保 国 际 人 道 法 遵 守 机 制 有 效 性 之 途 径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ꎮ〔 ５ 〕 在决议中ꎬ第 ３１ 届国际大会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
合作ꎬ进一步开展研究、磋商和讨论ꎬ以确定和提出可用于加强和确保

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的有效性的手段ꎬ〔 ６ 〕 并要求向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
提交一份报告ꎬ提出一系列的选项和建议ꎮ〔 ７ 〕 第 １ 号决议还表达了对
瑞士政府的感谢ꎬ感谢其为如下进程提供便利ꎬ即基于瑞士为此提交给
第 ３１ 届国际大会的一份承诺ꎬ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ꎬ〔 ８ 〕 探索并找
出加强国际人道法适用、增进各国就国际人道法问题进行对话的具体途
径和手段ꎮ
在第 ３１ 届国际大会之后ꎬ瑞士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联合倡议ꎬ

推动执行第 １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ꎬ尤其旨在避免重复进行各自的工作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国家间会议时ꎬ该倡议有效启动ꎮ 随
后ꎬ又举行了包括筹备讨论在内的八次会议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日内瓦
举行了联合倡议框架内的最后一次会议ꎬ即第四次国家间会议ꎬ超过
１４０ 个国家参加了这次磋商会议ꎮ〔 ９ 〕

根据第 １ 号决议的规定ꎬ主办方在与各国举行的九次会议中ꎬ每一

次会议之前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ꎬ并将研究结果体现在每次会议之前提

〔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ꎬ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３１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１ － ２０１１.
ｈｔｍ.

〔５〕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５.

〔７〕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８.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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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６.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７.

关于与会代表团的名单ꎬ见下文注 １２ 中引用的« 结论报告» 的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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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 背景文件” 之中ꎮ 每一份“ 背景文件”〔１０〕 都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和
观点ꎬ包括了许多供国家考虑的选项ꎬ以及为促进讨论而提出的引导性
问题ꎮ 每份后续“ 背景文件” 都建立在各国就此前会议的某个议题进行
的交流或者表达的立场的基础之上ꎬ从而根据各代表团的一般意见缩小
选择的范围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组织的九次会议是与各国以及各国间进行磋商的主要

渠道ꎮ 此外ꎬ针对这一倡议ꎬ主办方还与各国举行了大量双边会议ꎬ组织
或参加了地区会议ꎬ以尽可能广泛地就这一进程进行通报和磋商ꎮ 同
样ꎬ主办方定期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各个国家红会简要
通报该倡议的进展情况ꎻ还征求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意见ꎬ该
运动特别在 ２０１３ 年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表示支持ꎮ〔１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根据第 １ 号决议的要求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连同瑞

士联邦外交部向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磋商进程的« 结论性
报告» ꎮ〔１２〕 同时还向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提交了一份相应的题为“ 加强对
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的决议草案ꎮ

〔１０〕

有关文 件 可 在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网 站 上 查 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ｉｈｌ￣ｗｏｒｋ￣ｉｃｒｃ￣ａｎｄ￣ｓｗｉｓ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ꎮ 也可
在瑞士联邦外交部的网站上查找获得:ｗｗｗ. ｅｄａ.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ｅｄａ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ｔｏｐｉｃｓ / ｉｎｔｌａ / ｈｕｍｌａｗ /
ｉｃｒｃ. ｈｔｍｌꎮ
〔１１〕

国际红十字与红 新月运动代表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 １８ 日第 ８ 号 决 议ꎬ 网 址: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１１４０. ｈｔｍꎮ 许多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ꎬ与
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社会团体ꎬ都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政府的代表提出的倡议进行了
讨论和宣传ꎮ
〔１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 ３２ＩＣ / １５ / １９ ２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３２３２ＩＣ / １５ / １９ ２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ｒｃｒ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３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３２ＩＣ￣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ＨＬ＿Ｅ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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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瑞士倡议的发展过程
初步工作和指导原则
瑞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倡议的进程始于对国际人道法自身可

预见的现有机制的审查ꎮ 需要提醒的是ꎬ这些机制本身有三种:保护国
制度ꎬ调查程序和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 以下简称“ 调委会” ) ꎮ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 规定了保护国制度ꎮ〔１３〕

它要求冲突各方在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指定一个中立国家ꎬ维护其人道
利益ꎬ从而监督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情况ꎮ 在实践中ꎬ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ꎬ保护国制度仅在很少的情况下使用过ꎬ最近一次报道的例子发
生在 ３０ 多年前ꎮ

１９２９ 年« 日内瓦公约» 首次包含了正式的“ 调查程序” ꎬ后来 １９４９ 年

« 日内瓦公约» 予以重申ꎬ并增加了一些细节ꎮ〔１４〕 根据相关规定ꎬ必须应

冲突一方的要求ꎬ才能对被指控违反« 日内瓦公约» 的行为进行调查ꎮ
自 １９２９ 年以来ꎬ很少有人尝试使用“ 调查程序” ꎬ也没有实际启动过ꎮ

调委会是依据«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９０ 条于 １９９１ 年创建的ꎮ〔１５〕 它

有权调查任何被指控严重破坏或其他严重违反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或« 第一附加议定书» 的事实ꎬ或通过其斡旋ꎬ促进恢复对这些法律文件
尊重的态度ꎮ 迄今为止ꎬ调委会还从未启动过ꎮ
在实践中ꎬ主要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担一系列旨在加强遵守国际
人道法的职能ꎮ 然而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身不是一个遵守机制ꎬ而是
一个独特的国际人道组织ꎮ〔１６〕 其开展的一线行动和法律工作与具体的
〔１３〕

见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第一公约» « 日内瓦第二公约»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８ 条ꎬ« 日内

〔１４〕

见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第一公约» 第 ５２ 条ꎬ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 ５３ 条ꎬ１９４９ 年

〔１５〕

见«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９０ 条ꎮ

瓦第四公约» 第 ９ 条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 条ꎮ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１３２ 条以及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４９ 条ꎮ
〔１６〕

«日内瓦公约» 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 规定了国际武装冲突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职责ꎮ 根据«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ꎬ该组织还有权向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提供服务ꎮ

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瑞士倡议

２８５

工作方法密切相关ꎬ该方法主要基于与武装冲突各方的双边和保密对
话ꎬ以此作为改善对国际人道法之遵守的手段ꎮ 瑞士———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倡议并不是要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作用ꎬ也不是为了重复该
组织已经从事的活动ꎮ 相反ꎬ在可能的情况下ꎬ它寻求协同效应ꎬ以阐明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ꎬ特别是法律领域的工作与有效的国际人道法
遵守体系之间的关系( 见下文) ꎮ 因此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有的作用
和职责并不是磋商进程的重点ꎮ

对于上述目前适合于国际人道法的三种现行机制ꎬ可以得出两点宽
泛的观察结论:(１) 它们从未或很少使用过ꎻ以及(２) 它们仅是为国际性
武装冲突设计的ꎬ但现在的大部分武装冲突都是非国际性的ꎮ
可以说ꎬ现有的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最主要原
因在于它们的设定方式以及缺乏适当的制度基点ꎮ
它们所依据的前提是ꎬ参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有意愿和能力向
另一方提出或同意启动有关机制ꎮ 这种方法是基于一个当前不可能实
现的期望ꎬ或许是由于各个机制设计时所处时代不同所致ꎮ 目前没有任
何一个国际法分支ꎬ尤其是主要涉及人身保护的分支ꎬ完全依赖于以此
种方法设置的机制ꎮ
现有的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也是单独存在的———也就是说ꎬ他们缺

乏一个可依托的更广泛的遵守体系ꎮ 这种框架的缺位意味着ꎬ这些具体
机制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ꎬ而此种制度对于确保这些机制得到利用、便
利其履行任务并协助采取任何适当的后续行动而言ꎬ十分必要ꎮ
瑞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磋商进程的讨论中没有提出任何重新

设置现有三种国际人道法机制的倡议ꎮ〔１７〕 相反ꎬ有人认为ꎬ如果国际性
武装冲突的各方希望今后根据相关条约规定的条件采用前述机制ꎬ那么
它们仍然是可用的ꎮ
在此种背景下ꎬ还分析了是否不应( 继续) 依赖其他国际法体系( 例
如人权体系) 创建的机制来确保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ꎮ 磋商进程证
〔１７〕

一些国家认为ꎬ调委会是例外情况ꎬ其启动和授权范围需要进一步的反思ꎮ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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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ꎬ正是在非专门性的论坛上对国际人道法问题的分析表明ꎬ各国之间
有必要就这一单独的国际法分支及其实施进行更加经常性的对话ꎮ 有
人指出ꎬ国际人道法问题目前并未在国际层面得到定期和系统性地处
理ꎬ而是在某一问题因实际或已知的紧急情况引起充分关注时ꎬ才予以
专门处理ꎮ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ꎬ参与国际人道法讨论的各个行为体往往
缺乏对国际人道法规范的适用进行专业审查所必需的国际人道法知识
和 / 或职责ꎮ
除了对目前的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进行评估之外ꎬ磋商进程最初还
侧重于讨论新的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应当具有的职能ꎮ 在 ２０１３ 年举行
的第二次国家间会议上ꎬ以其他国际法律框架作为参考ꎬ提出了一系列
这类职能的运作方式ꎮ 清单包括:建立定期的国家间会议制度、定期报
告、事实调查、预警、紧急呼吁、国别访问、不具约束力的法律意见、斡旋、
国家来文、争端解决以及个人申诉审查ꎮ〔１８〕
在磋商进程中ꎬ很快就清楚的是ꎬ关于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情况的
定期报告和关于国际人道法问题的专题讨论( 若干国家在第二次国家间
会议上提出的一项职能) 应在磋商进程的进一步审议时得到优先考虑ꎮ
许多国家还希望有事实调查职能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此种方式被证明
争议太大ꎬ最终未被列入红十字委员会提交给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的正
式决议草案ꎮ 重要的是ꎬ磋商进程还确认ꎬ建立一个国家间就国际人
道法进行定期对话的论坛ꎬ即国家间会议制度ꎬ这一主张得到了普遍
的支持ꎮ
总之ꎬ定期举行的国家间会议、关于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定期报
告和关于国际人道问题开展专题讨论这三个要素ꎬ开始以可能的新的国
际人道法遵守框架之支柱的形式出现ꎮ 在简要回顾其主要目的和特点
之前ꎬ应重点回顾一下背景ꎮ
〔１８〕

Ｓｅ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ＨＬ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ｈｌ￣ｓｅｃｏｎ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ｈｌ￣ｊｕｎｅ －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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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

各国几乎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ꎬ关于新的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的讨
论及其最终建立ꎬ必须以若干指导原则为基础ꎮ 这些原则反映在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通过的关于“ 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 的第 ２ 号决议中ꎮ〔１９〕 其
中包括:讨论应以国家主导和基于共识为特征ꎻ避免政治化的要求ꎻ国际
人道法遵守体系有效性、避免与其他遵守体系产生不必要重叠以及考虑
资源因素等要求ꎻ涉及所有类型的武装冲突及其当事方ꎻ任何新的机制
都以非特定化的方式运行ꎻ这种机制应该保证普遍性、公正性和非选择
性ꎮ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自愿原则ꎬ这意味着磋商进程及其可能的结果应
该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ꎮ 这个要素是审议初期意见就达成一致的结
果ꎬ据此ꎬ寻找加强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有效性的途径不应导致对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的修正或协商制定一个新的条约ꎮ
提议中的国际人道法遵守框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向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提交的正式决议草

案 〔２０〕 包含了国家间定期会议的基本纲要ꎬ以及应与之联系起来的两个
职能———定期报告和关于国际人道法问题的专题讨论ꎬ并且触及在磋商
进程中讨论过的其他一系列问题ꎮ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将继续开展工作ꎬ以便
在瑞士主办第一次国家间会议之前敲定必要的细节ꎮ

整个正式草案及其具体措词ꎬ都旨在反映一种平衡的方法ꎬ这种方
法既平衡了各国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举行的九次会议中表达的不同立
场ꎬ也平衡了各国和各国红会作为国际大会成员对此前的草案版本提出
的各种意见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草案的另一个考虑是需要在国际大会成员
的不同立场之间寻求妥协:有的成员希望可以在举行第一次国家间会议
〔１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３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３２ＩＣ / １５ / Ｒ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３２ｈｔｔｐ: / /
ｒｃｒ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３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３２ＩＣ￣ＡＲ￣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ＥＮ. ｐｄｆ.
〔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３２ＩＣ / １５ / １９ ２ＤＲ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 作者存档)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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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要就未来制度的每个方面达成一致ꎻ而另外一些成员则更倾向于达
成一个推动建立该制度的文本ꎬ将某些非关键的因素留待未来再进一步
审议ꎮ 不必说ꎬ案文列出了上述对今后讨论至关重要的指导原则ꎬ并在
某些关键条款中重申了其重要意义ꎮ
根据磋商进程中表达的意见ꎬ正式决议草案建议举办定期的国家间
会议ꎬ以之作为可能的新的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的核心ꎮ 在这个背景
下ꎬ必须看到ꎬ与其他国际法律框架不同的是ꎬ«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
议定书» 并未规定缔约国要定期开会讨论这些条约的适用情况ꎮ 参会各
方在讨论中承认ꎬ应该创设一个专门的场合ꎬ使各国能够聚集在一起审
议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履行与遵守国际人道法有关的其他职能ꎬ以此来
填补这一重大 空 白ꎮ 提 议 建 立 的 国 家 间 会 议 制 度 旨 在 “ 作 为 一 个 论
坛” ꎬ〔２１〕 加强国内和国际层面对国际人道法的了解并支持对国际人道法
规则的普遍尊重ꎬ促进就国际人道法实施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挑战进行交
流ꎬ分享最佳实践ꎬ使各国能够表明其能力建设需求并在解决这些问题
方面加强国际合作ꎬ从而强化对这一规则体系的遵守ꎮ
在磋商进程初期各方已认识到ꎬ可能召开的国家间会议及其职能的
范围应包括«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 仅针对后者的缔约国) ꎮ
这尤其意味着该制度将仅限于这一国际法体系可适用的情况ꎬ〔２２〕 不包
括那些不符合前述基本条约所规定的武装冲突定义的情况ꎮ 该进程的
指导原则确认ꎬ所提到的武装冲突既包括国际性的ꎬ也包括非国际性的ꎮ
至于可能的遵守职能ꎬ正式决议草案承认ꎬ在磋商进程中有两个遵
〔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３２ＩＣ / １５ / １９ ２ＤＲ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 作者存档) ꎬｏｐ. ｐａｒａ. ７.
〔２２〕

磋商已经确认ꎬ那些不是« 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的国家ꎬ如果愿意的话也应该可以援

引这些规则ꎮ 至于国际人道法的其他渊源ꎬ包括具有习惯性质的规范ꎬ普遍的看法也是相同
的:希望这样做的国家可以随时在国家间会议上ꎬ即在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情况的报告或关于
国际人道法问题的专题讨论中ꎬ在交战过程中依赖这些规范ꎮ 这主要是因为一些较老的国际
人道法条约ꎬ如 １９０７ 年的一系列« 海牙公约» ꎬ现在被认为反映了习惯国际人道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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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

守职能被认为与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尤其相关:关于国际人道法问题的
专题讨论和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情况的定期报告ꎮ 案文中强调ꎬ这些功
能的构建应该是非特定化和非政治化的ꎬ具体模式应由第一次国家间会
议确定ꎮ
专题讨论职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ꎮ 各方普遍认为ꎬ国家间会议的全
体会议应当有一个具体的专题讨论环节ꎬ并且其主要目的应服务于确保
各国更好地了解当前或新出现的国际人道法问题ꎬ更好地了解彼此在这
些问题上的法律和政策立场ꎬ就国际人道法的关键法律、实践和政策问
题提供交换意见的机会ꎬ深入了解这一法律体系以及各国在实施方面采
取的实际措施ꎮ 还有观点认为ꎬ专题讨论不应以法律编纂或制定有约束
力的规则为目标ꎬ而应着眼于更好地了解和适用国际人道法ꎮ 要指出的
是ꎬ应该与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情况的报告制度( 见下文) 建立联系ꎬ应
确保专题讨论的形式是非政治化的和互动的ꎮ 与会者还讨论了选择专
题讨论的议题时应当遵循的指导标准以及专题讨论的具体模式ꎬ包括可
能的成果文件的格式ꎮ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瑞士主导的磋商进程中ꎬ几乎每次会议都

对定期报告职能进行审议ꎮ 讨论从综述其他国际论坛进行的报告开始ꎬ
然后再详细地研究国际人道法可能采用的报告模式ꎬ并在审议过程中提
出并审查了许多后继选项ꎮ
本文不会重复这些讨论的具体内容ꎮ 下文所概述的只是一般性的
要点ꎬ大多数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国家在这些要点上可以说是一致
的ꎮ 审议过程中还审查了可能的国家报告类型和后续行动ꎮ〔２３〕 不过ꎬ
在这些问题上并未形成明显的一致意见ꎬ各方普遍认为ꎬ一旦建立国家
间会议制度ꎬ讨论就应该由此会议来完成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应该指出的
是ꎬ有些国家不赞成报告职能本身ꎬ或者认为提交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
情况的报告应该是一次性的ꎬ而不是定期的ꎮ
关于几个一般性问题ꎬ可以说定期报告职能是加强尊重国际人道法
〔２３〕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具体内容ꎬ见« 结论报告» ꎬ前注 １２ꎬ第 １８ ~ 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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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手段ꎬ因此将成为未来任何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ꎮ 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在编写国家报告过程中进行自我评估
的机会ꎬ因为它要求各国收集、整理和分析本国的法律和实践ꎮ 它还有
助于在世界各地建立关于国际人道法实施状态的必要信息基准ꎬ从而可
以找出与遵守国际人道法相关的共同经验和挑战ꎬ有助于交流最佳实
践ꎬ并允许各国表达并回应可能提出的能力建设需求ꎮ
讨论中很明确的是ꎬ报告职能不应包括对相关国际人道法条约的逐
条审查ꎬ报告制度也不应该是繁琐的ꎮ 可以说ꎬ根据各国之间就格式问
题进行的进一步讨论ꎬ报告可以根据不太过于指令性的准则或模板编
写ꎮ 同样ꎬ应该建立适当的后续程序ꎻ根据上述指导原则ꎬ后续程序应该
是非个体化、非特定化和非政治化的ꎮ
从上文可以推断出ꎬ国家报告和国际人道法专题讨论的职能需要专
家支持才能在实践中正常运作ꎮ 有人提议ꎬ为了开展必要的工作ꎬ应为
国家间会议设立一个专家附属机构( 例如ꎬ由独立或政府专家组成的委
员会) ꎬ作为磋商进程中的一个选项ꎬ但这个建议被绝大多数国家否决ꎮ
这就带来了谁来发挥这一作用的问题ꎮ 大多数发表意见的国家赞成邀
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行或在国家间会议主席团的适当参与下承担这
些以及其他的专家任务( 见下文) ꎮ 一些国家对此表示怀疑ꎬ但没有提
出替代性的办法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在获得邀请后为国家间会议发挥职
能提供专家支持ꎬ前提是相关任务符合该组织的职责、一线行动和标准
工作模式ꎬ特别是保密性ꎮ 因此ꎬ在提交给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的正式决议
草案中包含了相应的条款ꎮ

出于已经提到的原因ꎬ在磋商进程中提出的、处于可能形成的国际
人道法遵守制度核心地位的国家间会议制度ꎬ旨在遵循自愿原则ꎬ即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因此ꎬ在磋商过程中ꎬ曾多次探讨这种制度如何建立
的问题ꎬ并在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国家间会议上最全面地表达了意见ꎮ 一共
有三种选项ꎮ

一些国家认为ꎬ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本身可以建立一个国家间会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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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ꎬ因为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通过的相应决议在创建此种论坛方面可足够
充分地体现各国的主权意志ꎬ以及国际大会其他成员的愿望ꎮ 提出这种
做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ꎬ今后的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ꎬ即国家间会议将成为在自愿基础上向所有国家开放的有关国际人道
法问题的常设论坛ꎮ
其他国家则认为ꎬ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无权建立国家间会议制度ꎮ 按

照这种方法ꎬ国际大会只能通过一项决议ꎬ邀请瑞士召开一次以建立未
来国家间会议制度为目的的外交会议ꎮ
根据第三个折中性的提议ꎬ有关决议的目的应该是反映未来国际人
道法遵守制度中各国可以接受的那些要素ꎬ同时将该制度的正式建立推
迟至在预定时限内举行的初次国家间会议期间ꎮ 因此ꎬ第 ３２ 届国际大
会的决议不会正式建立国家间会议制度ꎬ而是要求瑞士政府召集第一次
会议ꎮ 最后一个选项反映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提交给第 ３２ 届国
际大会的正式决议草案中ꎮ

除了新的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的“ 支柱” 之外ꎬ各国在磋商进程中
还讨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ꎬ其中一些问题也包括在正式草案中ꎬ因为他
们认为某些议题会成为第一次国家间会议之前要进一步审议的主题ꎮ
现将其中一些附加问题简要地描述如下ꎮ 案文中提议将新的论坛称为
“ 国际人道法国家间会议” ꎮ 这个命名被认为是最简短的ꎬ它直接表明
了将要建立的会议制度的特定领域ꎮ 案文还建议国家间会议在自愿的
基础上向所有« 日内瓦公约» 的缔约国开放ꎬ并每年举行一次ꎮ 每年一
届被认为最适合其总体目标ꎬ并且将有助于以可持续的方式改进国际人
道法的实施工作ꎮ
在磋商进程中曾多次讨论观察员参加国家间会议的情况ꎬ并列入正
式草案ꎮ 广为接受的观点是ꎬ国家以外的实体应该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
对国家间会议工作作出贡献ꎮ 普遍认为ꎬ讨论观察员参与的具体模式还
为时尚早ꎬ这意味着应在国家间会议制度建立之后ꎬ在该会议上对此进
行讨论ꎮ 要强调的是ꎬ对这一问题的后续审议应以设计观察员参与程序
之必要性为指导ꎬ该观察员参与程序应符合前述磋商进程的指导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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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避免政治化、确保非特定化之对话的必要性、国家间会议的国家
主导性以及考虑资源局限性的必要性ꎮ 各种会议上都讨论过可能参加
国家间会议的观察员的三种类型ꎮ 很显然ꎬ各国的国家红会和国际联合
会将享有这样的地位ꎬ但具体方式有待进一步讨论ꎮ 国际性和区域性组
织及实体、民间团体作为观察员参加的情况也予以了审议ꎮ
磋商进程中的设想是ꎬ国家间会议的工作将在全体会议上进行ꎬ这
将是今后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的核心机关ꎮ 会议将会有具体环节致力
于履行上述遵守职能和相关的程序任务ꎮ 同时还认识到ꎬ全体会议的具
体模式应在国家间会议制度建立后确定ꎮ 正式草案中有一条建议ꎬ即国
家间会议应有诸如主席、主席团和秘书处等制度性架构的支撑ꎬ具体方
式有待进一步讨论ꎮ
各国还在 ２０１４ 年底初步讨论了有关国家间会议所涉及的预算问题

以及筹资方式问题ꎬ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国家间会议上再次讨论了上述问题ꎮ
现已明确ꎬ鉴于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性质ꎬ各国对未来国家间会议工
作的财政捐助将是自愿的ꎮ 还需重申的是ꎬ确保充足的资金、可预测性
( 预算规划具有可靠性) 和各国之间费用的公平分配ꎬ是制定可能的筹
资模式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标准ꎮ 各国特别强调要为资助国家间会议的
工作设立一个信托基金ꎬ并设立定期的认捐程序ꎮ 因此草案中也包括了
一个关于资金来源问题的段落ꎮ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ꎬ正式决议草案建议各参加国对国家间会议的工
作、职能和任务进行定期审查ꎬ以便根据指导原则作出可能有用和必要
的调整ꎮ
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
如前所述ꎬ正式决议草案的案文旨在平衡磋商过程中各国表达的立
场ꎮ 在这一进程的后期ꎬ实质上就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举行的第四次也就
是最后一次国家间会议上ꎬ有迹象表明提议的框架未必能在第 ３２ 届国
际大会上达成协商一致ꎬ而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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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会成员正式提交之前对文本草案后续替代版本的书面磋商中ꎬ此种
状况更加明显ꎮ 国际大会联合组织委员会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大会正
式开幕前几天就收到了来自九个国家的一份替代性决议草案ꎮ〔２４〕

替代草案并未提及建立国家间会议制度的可能性ꎮ 相反ꎬ它建议改
善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应:(１) 在国际大会的框架内ꎻ(２) 通过各国与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接触ꎻ(３) 在各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讨论国际
人道法的区域论坛上进行ꎮ 有关条文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内容ꎮ
关于第一个要素ꎬ替代草案强调ꎬ“ 国际大会应该为促进就国际人道
法热点问题开展非政治化、非特定化、国家主导的专题讨论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ꎬ这些讨论应基于各国对于国际人道法发展的主要责任” ꎮ〔２５〕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ꎬ在磋商进程中确实大多数国家都强调ꎬ需要在可能
的国家间会议与国际大会之间建立协同机制ꎮ 然而ꎬ主流的看法是ꎬ两
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应该以每个机构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为指导” ꎮ〔２６〕 正
如已经指出的那样ꎬ这是由于国际大会的职责范围不仅限于国际人道
法ꎬ因为国际大会的成员不仅限于国家ꎬ而且每四年才召开一次ꎮ
关于第二个要素ꎬ替代草案“ 认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某些国家
之间就国际人道法自愿进行的双边对话的重要性ꎬ它提供了一个以真正
保密和非政治化的方式讨论国际人道法问题的机会” ꎬ并“ 邀请各国善
意利用这一机制ꎬ以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ꎮ〔２７〕 在这方面可以回
顾ꎬ与武装冲突的国家和非国家当事方进行旨在加强遵守国际人道法的
保密性双边对话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进行的一线行动和法律工作
的一个重要方面ꎬ而且会继续下去ꎮ 在磋商进程中强调ꎬ除了维持各国
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双向交流的机会之外ꎬ还需要在各国之间建立
〔２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致送第 ３２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联合组委会的备选决议草

案ꎬ由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团代表白俄罗斯共和国、古巴共和国 、印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尼加拉瓜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提交ꎮ ( 作者存档)
〔２５〕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ｏｐ. ｐａｒａ. ５.

〔２７〕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ｏｐ. ｐａｒａ. ６.

〔２６〕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ｏｐ. ｐａｒａ.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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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国际人道法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定期会议ꎮ 正如上文已经指
出的那样ꎬ国际人道法是目前少有的尚无国家间交流论坛的一个国际法
分支ꎬ而此种论坛显然有助于提高对其规范的认识和理解并讨论其实施
情况ꎬ从而提高各国在这一领域的自主性与专业程度ꎮ 各国设计这一进
程的指导原则正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参与新的国际人道法遵守制度的工
作ꎬ同时在追求改善对国际人道法之尊重这一共同目标时建立互信ꎮ
替代草案的第三个要素“ 认识到政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进行
的地区性讨论之论坛的重要性ꎬ此种论坛为分享最佳实践和推动尊重国
际人道法和传播有关知识提供了机会ꎬ包括组织专题讨论ꎬ特别是与特
定地区背景相关的主题” ꎮ〔２８〕 这种活动主要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
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负责开展ꎬ同样也是该组织在法律领域的工作的一
个主要部分ꎬ并将继续下去ꎮ 虽然召开地区性论坛是促进国家间就国际
人道法进行交流的非常有价值的方式ꎬ但也应该强调ꎬ需要保持国际人
道法的普遍性ꎮ 因此ꎬ定期举行的国家间会议意味着为旨在加强遵守国
际人道法的其他努力增添全球性影响ꎮ
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很艰难ꎬ并未暗示出就正式决

议草案达成协商一致的可能性ꎮ〔２９〕 现在有三个主要观点:一些成员赞
成所提交的正式草案ꎬ另一些支持替代方案文本ꎬ还有一些成员实质上
赞成建立国家间会议的想法ꎬ但希望有更多时间进一步讨论有关的模
式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所有成员都希望避免投票ꎬ确保以协商一致的方式
通过有关决议ꎬ以此作为维持国际大会对话机制独特性和建设性的一种
手段ꎮ 除了当前问题的复杂性之外ꎬ有关这项决议和其他大会决议的谈
判时间有限ꎬ客观上也是阻碍立场分歧缩小的一个因素ꎮ
审议的结果被列入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第 ２ 号决议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由于起草委员会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卡斯滕斯图
〔２８〕
〔２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ｏｐ. ｐａｒａ. ７.

国际大会通过决议采取行动ꎬ习惯上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的作出ꎮ 但是ꎬ协商一致

不是法定要求ꎬ大会可以决定就决议进行投票ꎬ在这种情况下ꎬ简单多数就足以通过决议ꎮ 见
«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ꎬ第 １０ 条第 ５ 款和第 １１ 条第 ７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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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大使出色的工作和能力ꎬ决议才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ꎮ 执行部
分第 １ 段重申磋商进程的指导原则ꎮ 执行部分第 ２ 段规定了今后的工

作职责ꎮ 国际大会建议ꎬ在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之后ꎬ根据协商一致原则ꎬ
继续推进包容性的、以国家为主导的政府间进程ꎬ并根据执行部分第 １

段所列举的指导原则ꎬ就可能的国家间论坛的特征和职能达成一致ꎬ并
设法利用国际大会和国际人道法地区性论坛的潜力ꎬ加强国际人道法的
实施ꎬ以便将这一政府间进程的成果提交第 ３３ 届国际大会ꎮ

第 ２ 号决议可以说是官方决议草案与替代案文之间———在所有已

知提案和实际上可发挥补充性作用的提案之间的一种妥协ꎮ 这是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最好结果ꎬ而且是一个保持该进程继续前进的重要
结果ꎮ 在该决议的关键段落中ꎬ未来的工作被描述为“ 以国家为主导的
政府间进程” ꎮ 因此ꎬ案文标志着此前四年会议的磋商性质已转变为在
国家间进行审议ꎬ以“ 达成协议” ꎬ并将政府间进程的“ 成果提交” 给第 ３３

届国际大会ꎮ 这大概需要并促使各国在未来工作中发挥更多的国家自
主性ꎬ包括一些国家提出的具体建议必须对照其他国家的意见进行检
验ꎬ以便向前推进并最终达成共识ꎮ
鉴于第 ２ 号决议建议继续进行政府间进程ꎬ各方同意瑞士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应继续发挥共同主办方的作用ꎮ 由于时间不足ꎬ最后的案文
没有包含关于这个问题或更广泛地说关于工作安排的具体规定ꎮ 反而
是起草委员会表述了主办方的作用ꎬ并决定将其列入大会会议书面纪录
中ꎮ
前景
第 ２ 号决议授权的政府间进程在本文撰写时正在进行ꎮ 各国常驻

日内瓦的代表团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进行了国家间的首次初步讨论ꎮ 瑞士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召集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各国就这一进程如何进行
初步交换想法ꎬ并在这方面为主办方提供指引ꎮ 第二次相同形式的会议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举行ꎬ同时首次正式的国家间会议的日期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９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１１ 月ꎮ 根据迄今为止各方的意见ꎬ１１ 月份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各国审议
并商定与履行国际大会授权有关的程序性问题ꎮ 预计还将讨论工作计
划草案ꎬ以及第 ３３ 届国际大会之前相关活动的时间表ꎮ
结语
正如 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上各成员所强调的那样ꎬ当前存在改

善国际人道法遵守状况的“ 迫切需要” 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各自
在职责范围内继续日常工作ꎬ以确保这一法律体系的规则得到更好的尊
重ꎮ 作为主办方ꎬ它们将尽全力帮助政府间进程达成一项有助于实现这
一目标的协议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