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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本文以下简称 ＩＣＲＣ) 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享
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特定的特权与豁免ꎮ 它们使 ＩＣＲＣ 能够在恪守其
基本原则并坚持其标准工作方式的前提下有效地履行职责ꎮ 本文阐明
了 ＩＣＲＣ 的特殊法律地位ꎬ并说明了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的原理、范围及法
律渊源ꎮ
关键词:ＩＣＲＣꎻ法律地位ꎻ总部协定ꎻ特权ꎻ豁免ꎻ观察员地位ꎻ中立ꎻ
独立ꎻ保密性ꎻ作证
引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经过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授权的、为武装冲
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的、中立、独立、公正的人道组
织ꎮ 因此ꎬ无论是在国际法上还是在国内法上ꎬＩＣＲＣ 都享有特殊的法律
地位和特定的特权与豁免ꎮ〔 １ 〕 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这一地位以及这些特权
∗ 埃尔斯德比夫博士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部主任办公室法律顾问ꎮ 她就有关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地位、地位协定、特权及豁免的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ꎮ

∗∗ 尹文娟ꎬ北京大学法学学士ꎬ曾任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部ꎮ
〔１〕

关于特权与豁免的定义ꎬ见脚注〔４８〕 ꎮ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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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豁免的目的是使该组织能够履行职责ꎬ并确保其行动完全符合中立、
公正和独立的原则以及符合其标准的工作方式ꎬ特别是保密性ꎮ 因此ꎬ
其法律地位及特权与豁免被通俗地称为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开展工作的工
具” ꎮ 本文旨在阐明 ＩＣＲＣ 特殊的法律地位ꎬ列明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所必
需的特权与豁免ꎬ并说明此类特权与豁免的原理、法律渊源及限度ꎮ

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ꎮ 第一部分论述了 ＩＣＲＣ 作为( 尽管并非典
型的)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ꎮ 第二部分阐释了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便
利及豁免的原因ꎬ以及这些特权与豁免在法律上是如何确立的ꎮ 第三部
分深入探讨了 ＩＣＲＣ 在完全遵照其基本原则及标准工作方式( 特别是保
密性) 的前提下ꎬ有效履行其人道职责和开展相关活动所必需的特殊的
特权 与 豁 免ꎮ 第 四 部 分 阐 述 了 ＩＣＲＣ 特 权 与 豁 免 受 到 的 限 制ꎬ 以 及
ＩＣＲＣ、国家及第三方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ꎮ
ＩＣＲＣ 的法律地位:从私人社团到国际组织
ＩＣＲＣ 的职责是其法律地位的基础
ＩＣＲＣ 是 １８６３ 年依据瑞士法律成立的一个私人社团ꎮ 自成立伊始ꎬ

ＩＣＲＣ 就致力于为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ꎬ并
在武装冲突各方之间发挥中立的中间人的作用ꎮ〔 ２ 〕 ＩＣＲＣ 最初的活动
是基于私人动议ꎬ尽管这些活动常常是应各国请求而开展的ꎬ但后来各
国正式授权 ＩＣＲＣ 承担人道使命并开展相关活动ꎮ 现在ꎬＩＣＲＣ 的职责
已载入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以及« 国际红十字与红

〔２〕

见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通过的最初的«ＩＣＲＣ 章程»(原始文件由其作者保存) 第 ３ 条以

及 ＩＣＲＣ 的 使 命 说 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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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新月运动章程» ꎬ〔 ３ 〕 并可归纳如下:

•确保对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保护和援助ꎻ
•推动并致力于国际人道法的忠实适用ꎻ

•在武装冲突各方之间发挥中立的中间人的作用ꎮ〔 ４ 〕

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通过公约赋予 ＩＣＲＣ 的职责〔 ５ 〕 使其获得了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ꎬ尽管它并非典型的国际组织ꎮ〔 ６ 〕 如今ꎬ国际社会
普遍承认 ＩＣＲＣ 具有等同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ꎬ虽然这种地位自成
〔３〕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３１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一公约)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

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８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二公约) ꎻ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
内瓦第三公约)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四公约)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
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 第一附加
议定书)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 附加议定
书» 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６０９(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 第二附加议定书) ꎬ上述文本
均可查阅: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ꎻ«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ꎬ于 １９８６ 年在日内瓦经第 ２５ 届

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ꎬ并于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进行了修订(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生效) 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２２０５０６. ｈｔｍꎮ
〔４〕

１９４９ 年四个« 日内瓦公约» 中专门提到 ＩＣＲＣ 的条款有:« 日内瓦第一公约» 第 ３、９、

１０、１１、２３ 条ꎻ« 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 ３、９、１０、１１ 条ꎻ«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３、９、１０、１１、５６、７２、７３、
７５、７９、８１、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６ 条ꎻ«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３、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３０、５９、６１、７６、９６、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３ 条ꎮ 根据« 日内瓦第一公约» « 日内瓦第二公约» 和« 日内瓦第三公
约» 第 １０ 条及«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１ 条的规定ꎬＩＣＲＣ 可以行使下列规定中赋予保护国的多
项职能( 并在实践中的确行使了这些职能) :« 日内瓦第一公约» 第 ８、１６、２３、４８ 条ꎻ« 日内瓦第

二公约» 第 ８、１９、４４、４９ 条ꎻ«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８ 条ꎻ«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９、

２３、２４、３５、３９、４２、４３、４５、４９、５２、５５、６０、７１、７２、７４、７５、８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５、１１３、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７、１４５ 条ꎮ
« 第一附加议定书» 中的相关条款为第 ５、６、３３、７８、８１、９７、９８ 条ꎮ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２、１１、

４５、６０、７０、８４ 条是关于保护国的规定ꎮ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２４ 条也承认了 ＩＣＲＣ 的地位ꎮ
«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第 ５ 条对 ＩＣＲＣ 作用和职能的概述也很有帮助ꎮ
〔５〕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得到普遍批准、１９７７ 年« 附加议定书» 获得相当广泛的批准

( 本文写作时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已有 １７４ 个缔约国ꎬ« 第二附加议定书» 有 １６８ 个缔约国) 、运
动的« 章程» 经各国普遍参加的运动国际大会协商一致通过( « 日内瓦公约» 所有缔约国都在国
际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 ꎬ这些都表明 ＩＣＲＣ 的职责具有普遍性ꎮ 最新最全的« 日内瓦公约» 及
其« 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名单可查阅: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ꎮ
〔６〕

ＩＣＲＣ 在其发源地瑞士享有有双重地位:鉴于 ＩＣＲＣ 的总部设在日内瓦ꎬ出于与之直

接相关的行政方面的原因ꎬ它继续保有私人社团的法定资格ꎬ但根据 １９９４ 年的总部协定ꎬ它在
瑞士还享有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ꎮ 另见脚注〔８〕 ꎮ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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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ꎮ〔 ７ 〕 下面的章节将就 ＩＣＲＣ 的法律地位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ꎮ
自成一类的国际组织
不可否认ꎬＩＣＲＣ 并不属于典型的国际组织ꎬ它确实独一无二、自成
一类ꎮ 构成一个国际组织要具备哪些条件ꎬ在国际法上并无统一的定
义ꎬ但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和实践ꎬ那就是国家将国际组织地位、国际法
律人格以及特权与豁免仅赋予政府间 国际组织———仅赋予那些基于条
∙∙∙
约建立并由该条约缔约国管理的国际组织ꎮ 尽管一些国家在界定国际
组织方面采用了宽泛的、涵盖范围较广的定义ꎬ并将国际组织地位以及
特权与豁免赋予各种各样的国际实体ꎬ〔 ８ 〕 但大多数国家还是将国际组
织地位及特权与豁免仅赋予具有政府间性质的国际组织ꎮ〔 ９ 〕 因此在下

〔７〕

关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这种承认ꎬ本文随后将进行深入探讨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Ｄｕｐｕｙ ａｎｄ Ｙａｎｎ Ｋｅｒｂｒａｔꎬ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ꎬ１０ｔｈ ｅｄ. ꎬ Ｄａｌｌｏｚꎬ 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１０ꎬ ｐ. ３０１ꎻ Ｙｖｅｓ
Ｂｅｉｇｂｅｄｅｒꎬ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ｉ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１ꎬｐ. ３２７.
〔８〕

２００６ 年« 关于瑞士作为东道国时提供特权、豁免及便利以及财政支持的联邦法律

( Ｌｏｉｆéｄéｒａｌ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ꎬ ｌｅ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ｅｔ ｌ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éｓꎬ ａｉｎｓｉ ｑｕ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ａｉ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ｐａｒ ｌａ Ｓｕｉｓｓｅ ｅｎｔａｎｔｑｕ’ Ｅｔａｔｈôｔｅ)»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ｃｈ / ｆ / ｒｓ / ｃ１９２ ＿１２. ｈｔｍｌ)

将瑞士赋予特权与豁免的国际组织分为三类:(１) 政府间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世
界贸易组织) ꎻ(２) 其他国际组织或所谓的“ 国际机构” ( 如 ＩＣＲＣ、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ꎻ(３) 准政府间国际组织( 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 ꎮ 关于扩大特权与豁免国际受益方的原理以及上述三类国际组织的定义和特征ꎬ详见该法

律的官方评注: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ａ ｌｏｉ ｆéｄéｒａｌ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ꎬｌｅ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ｅｔ ｌ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éｓꎬａｉｎｓｉ
ｑｕ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ａｉ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ｐａｒ ｌａ Ｓｕｉｓｓｅ ｅｎｔａｎｔｑｕ’ Ｅｔａｔｈôｔｅꎬ１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７６０９ － ７６１９ꎬ７６４３ － ７６４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ｏｐｃ / ｆｒ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 / ２００６ / ７６０３. ｐｄｆꎮ
〔９〕

一些国家甚至将这一点正式写入了规定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国内立法ꎮ 例如ꎬ见

１９６３ 年澳大利亚的« 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 法» ꎬ其中规定适用该法的国际组织是指“ ( ａ) 澳
大利亚及澳大利亚之外的一个或多个国家是该组织成员ꎻ或( ｂ) 该组织由澳大利亚代表以及澳
大利亚 之 外 的 一 国 或 多 国 代 表 组 成 ” ꎮ 第 ５ 节ꎬ 可 查 阅 ｗｗｗ. ｃｏｍｌａｗ. ｇｏｖ. ａｕ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Ｃ２０１３Ｃ００６７３ꎻ１９９２ 年马来西亚的« 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 法» 规定了与上面引述的澳大利亚
法律相同的定义ꎮ 第 ３. １ 节ꎬ可查阅:ｗｗｗ. ａｇｃ. ｇｏｖ. ｍｙꎻ１９４５ 年美国的« 国际组织豁免法» 规
定ꎬ适用该法的国际组织是指“ 美国根据任何条约或经任何国会立法批准( 该国会立法授权其
参加该组织或为其参加该组织拨款) 参加的公共国际组织ꎬ并且总统应已通过适当的行政命令
确定该 国 际 组 织 有 权 享 有 本 法 规 定 的 特 权、 免 除 及 豁 免” ꎮ 第 ２８８ 节ꎬ 可 查 阅: ｗｗｗ. ｌａｗ.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ｄｕ / ｕｓｃｏｄｅ / ｔｅｘｔ / ２２ / ２８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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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

文中ꎬ“ 国际组织” 一词采用的是这种较为严格的含义ꎬ即仅指政府间组
织ꎮ
国际组织的典型例子就是联合国ꎮ 联合国的创始条约———« 联合国

宪章» 建立了该组织ꎬ规定了它的职能ꎬ并确定了其管理机关本身的政府
间结构ꎮ〔１０〕 就我们现在的讨论而言ꎬ« 联合国宪章» 第 １０４ 条和第 １０５
条的规定很有意思:

第一百零四条
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ꎬ应享受于执行其职务及达
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ꎮ
第一百零五条
１. 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ꎬ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

必需之特权及豁免ꎮ

２. 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ꎬ亦同样享受于其

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ꎮ

３. 为明定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施行细则起见ꎬ大会得作

成建议ꎬ或为此目的向联合国会员国提议协约ꎮ

这些规定反映了职务需要的原则ꎬ该原则是关于国际组织特权与豁
免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ꎬ并将是下文对 ＩＣＲＣ 地位及特权与豁免的讨
论的出发点ꎮ
同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ꎬＩＣＲＣ 的职责源于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
通过国际条约作出的授权ꎬ〔１１〕 但它的建立并非基于国家间订立的章程
性条约ꎬ也不受各国的支配ꎬ甚至并非由规定其职责的条约的缔约国进
行管理ꎮ ＩＣＲＣ 是由私人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私人社团ꎬ其管理机关由

〔１０〕

« 联合国宪章» ꎬ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１ ＵＮＴＳ ＸＶＩ(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生效) ꎬ可查阅:

〔１１〕

见脚注〔３〕 和脚注〔４〕 ꎮ «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不一定构成“ 条约” ꎬ但它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ꎮ

经过由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 已获普遍批准) 全体缔约国组成的机构协商一致通过ꎬ这一事
实表明ꎬ« 章程» 作为目的在于对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的职责加以界定的国际法律文书具有重要意
义ꎮ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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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组成ꎬ而非国家代表ꎮ〔１２〕 在这个意义上ꎬＩＣＲＣ 与联合国及其他国
际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ꎬ它更类似于私人组织或非政府组织ꎮ〔１３〕 话虽
如此ꎬ必须指出的是ꎬ即便是在« 日内瓦公约» 赋予其官方职责之后ꎬ也
从未有国家提出 ＩＣＲＣ 应当由国家进行管理ꎮ 相反ꎬＩＣＲＣ 由私人团体
进行管理、其成员以个人身份行事且全部为同一国籍( 瑞士) 的事实ꎬ被
普遍视为一种保障机制ꎬ使 ＩＣＲＣ 能够保持完全中立并能够被各方视为
一个完全中立的组织ꎮ〔１４〕
因此ꎬ虽然 ＩＣＲＣ 的成立和管理并非通过各国授权ꎬ但其职能和活
动却是基于各国的授权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ＩＣＲＣ 的性质实际上属于混合
型组织ꎬ它既非标准的国际组织ꎬ也不是典型的非政府组织ꎮ 在法律以
及实践当中ꎬＩＣＲＣ 基于其职责以及它在特别是由 １９４９ 年 « 日内瓦公
约» 确立的制度中的独特作用ꎬ已经被赋予了相当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
位和待遇ꎮ ＩＣＲＣ 就像一个国际组织ꎬ而不像国内或国际性的非政府组
织ꎬ〔１５〕 它不仅肩负基于条约的职责ꎬ而且( 直接源自这种职责) 在国际及

〔１２〕

ＩＣＲＣ 的管理机关———大会( 也被称为“ 委员会” ) 由 １５ 至 ２５ 名从瑞士国民中选出

的委员组成ꎬ他们以个人身份行事ꎮ « ＩＣＲＣ 章程» ꎬ上注 ２ꎬ第 ７ 条和第 ９ 条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ＲＣꎬ
“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ꎮ
〔１３〕

“非政府组织” 一词在这里指的是具有非政府性质的非营利组织ꎬ即由私人( 而非国

〔１４〕

« 大会成员行为守则(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 ( 原始文件由其作者

家) 成立和管理的组织ꎬ其使命和职能由该组织自行确定ꎬ而非源自国家基于条约的授权ꎮ

保存) 禁止大会成员从事任何可能对 ＩＣＲＣ 的中立性造成负面影响或在其他方面有损 ＩＣＲＣ 的
活动ꎮ 包括在瑞士担任高级公职、为政府间组织工作或为某个对武装冲突一方或多方持支持
或偏袒态度的组织工作( 第 ２ 条及第 ６ 条) ꎮ 大会成员相对于其国籍国( 瑞士) 的这种独立在

ＩＣＲＣ 与瑞士缔结的总部协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保证ꎬ该协定规定瑞士政府“ 确保 ＩＣＲＣ
的独立和行动自由” ꎬ反过来ꎬ“ 不得以 ＩＣＲＣ 在其境内活动为由ꎬ要求瑞士为 ＩＣＲＣ 或其职员的
行为或不作为承担任何国际责任” ( 第 ２ 条及第 ２０ 条) ꎮ 这些规定照搬了其他国际组织( 如国
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 同瑞士订立的总部协定中的相关规定ꎮ
〔１５〕

私人社团、国内及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不享有国际法律人格ꎬ因此不具有在国际法

律秩序下行事的法律行为能力ꎬ通常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与豁免ꎬ它们依然完全受制于其发源国
以及其开展活动国家的国内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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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国内法律秩序之下享有国际法律人格〔１６〕 及特权与豁免ꎮ〔１７〕
ＩＣＲＣ 在 联 合 国 获 得 观 察 员 地 位 的 过 程 以 及 各 国 在 实 践 中 专 为

〔１６〕

具备国际法律人格通常需要符合三个标准ꎬ这些标准 ＩＣＲＣ 全都符合:(１) 具备缔结

条约的能力( 例如:本文写作之时ꎬＩＣＲＣ 已与 ９５ 个国家订立了地位协定ꎬ这些协定的性质都属
于国际条约ꎬ并正在与另外 １３ 个国家就缔结该协定进行谈判) ꎻ(２) 具备建立外交关系的能力
( 为履行职责ꎬＩＣＲＣ 一直在与各国交往ꎬ并依据正式的外交实践ꎬ与各国建立并保持深入的双
边关系ꎻ此外ꎬ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以及其他近 ３０ 个国际及区域政府间组织享有的观察员地位使之
得以充分参与多边外交) ꎻ(３) 能够独立地在国际法律秩序下行动并提出权利主张( 与非政府
组织相反ꎬＩＣＲＣ 在国际法律秩序下以自己的身份行事ꎬ因此无需通过任何国家的介入来履行
其职责或行使其权利ꎮ 例如:ＩＣＲＣ 直接与各国交涉以确保该国履行其根据« 日内瓦公约» 及其
« 附加议定书» 所承担的义务ꎬ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规定了东道国与 ＩＣＲＣ 之间发生争端时直接解

决双边争端的机制———通常通过谈判和仲裁ꎬ以及 ＩＣＲＣ 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直接出庭
主张其根据国际法享有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ｓｅｅ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ｉｍｉｃ′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９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ｌｅ ７３ ｆｏｒ 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ꎬ２７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 ) ꎮ 一 篇 略 显 过 时 但 仍 非 常 有 意 义 的 分 析ꎬ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ｏｍｉｎｉｃéꎬ “ Ｌａ ｐｅｒｓｏｎｎａｌｉｔé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ｕ ＣＩＣＲ ” ꎬ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 ｅｄ. ) 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１９８４.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 Ｓｈ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６ｔｈ ｅｄ. 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８ꎬｐ. ２６２( “ ( 国际法律) 人
格的获得可以通过将条约规定与其他国际人格者的承认或默认相结合的方式ꎮ 例如:ＩＣＲＣ 作
为受瑞士法律约束的私人性质的非政府组织被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红十字公约» 赋予特殊职能ꎬ其

与国际人格者缔结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的能力也为各方所接受” ) 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ａｌｔｅｒꎬ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ｉｎ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ａｒａ. 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ｍｐｅｐｉｌ. ｃｏｍ( 提到“ 非典
型的国际法主体” ꎬ如罗马教廷、马耳他骑士团ꎬ以及 ＩＣＲＣꎬ它在推广和实施战争法方面的作用
使之在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中被赋予特殊职能ꎮ 它还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 缔
结了国际条约) ꎻ 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 ｅｄ. ) ꎬ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 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８ｔｈ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 １１６( “ 在国际层面上ꎬ法律人格通常的类型是国家
和组织ꎮ 但国际关系的现实却无法以一种简单的模式一言以蔽之ꎮ ‘ 通常的类型’ 的同类中有
的也会引发 问 题ꎬ 而 各 式 各 样 不 属 于 任 何 一 种 类 型 的 实 体 也 可 能 具 备 某 种 人 格———如
ＩＣＲＣ” ) ꎮ
〔１７〕

例如ꎬ本文写作之时ꎬＩＣＲＣ 已通过双边地位协定或基于国内立法在 １０３ 个国家享有

特权与豁免ꎬ并正在与另外 １３ 个国家就赋予其特权与豁免的地位协定进行谈判(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ꎮ 至少在 ４ 个国家ꎬＩＣＲＣ 及其职员在不享有正式的特权与豁免的情况下ꎬ得
到了事实上的( ｄｅ ｆａｃｔｏ) 国际组织( 官员) 的待遇ꎮ 在国际法律秩序下ꎬＩＣＲＣ 在近 ３０ 个国际和
区域政府间组织被作为标准的国际组织享有相应地位和待遇ꎬ或获得了相当于这类组织的地
位和待遇( 通常是通过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ꎮ 它还在所有的国际刑事法庭享有特权与豁
免ꎮ 关于 ＩＣＲＣ 享有的特殊的特权与豁免ꎬ详见下文“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特权、便利及豁
免” 一节ꎮ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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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ＲＣ 提供的待遇清楚地表明了 ＩＣＲＣ 地位的这种演变———从瑞士法律
下的私人社团到具有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ꎮ

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从非政府组织的咨商地位到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最初ꎬＩＣＲＣ 作为非政府组织享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经社
理事会) 的咨商地位ꎮ〔１８〕 « 联合国宪章» 第 ７１ 条的确要求采取“ 办法ꎬ
俾与各种( 国内的或国际性的) 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
围内之事件” ꎮ 但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这种地位———因确立的时间
较早而未能考虑到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赋予 ＩＣＲＣ 的职责———很快就
显出其不足与不当ꎬ不再能够反映 ＩＣＲＣ 和联合国作为国际舞台上应对
武装冲突局势的两个关键方之间应有的关系ꎮ 面对这种局面ꎬ联合国大
会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协商一致通过了由 １３８ 个联合国成员国共同提
案的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ꎬ赋予 ＩＣＲＣ 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ꎬ并使 ＩＣＲＣ 实
际上与享有联合国观察员地位的国际组织平起平坐ꎮ ＩＣＲＣ 是第一个不
具有政府间性质却在联合国系统享有这种地位的国际组织ꎬ包括 ＩＣＲＣ
在内ꎬ这样的国际组织只有四个ꎮ〔１９〕 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明确表示ꎬＩＣＲＣ 的
这种地位———使之有权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及
其各委员会的各届会议———直接源自其独一无二的职责ꎬ这也是 ＩＣＲＣ
取得这一地位的正当理由ꎮ 该决议写道:

联合国回顾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日内瓦公约» 赋予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任务ꎬ
〔１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ꎬ负责就经济、社会及环境问题进行

协调、开展政策审查和政策对话并提出建议( « 联合国宪章» ꎬ上注〔１０ 〕 ꎬ第 ６２ 条) ꎮ 在这些领
域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可向经社理事会申请咨商地位ꎻ目前有 ４０００ 多个非政府组织享有这
一地 位ꎮ Ｓｅｅ ＥＣＯＳＯＣ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ＮＧＯ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ｓｏｎｅｔ. ｏｒｇ / .
〔１９〕

下面三个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组织也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赋予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联合国第 Ａ / ＲＥＳ / ４９ / ２ 号文件ꎬ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各国议
会联盟( 联合国第 Ａ / ＲＥＳ / ５７ / ３２ 号文件ꎬ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联合国第
Ａ / ＲＥＳ / ６４ / ３ 号文件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ꎮ 联合国永久观察员ꎬ可查阅: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ｏｒｇ. ｓ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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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据此而在国际人道主义关系方
面发挥了特别作用ꎬ
期望促进联合国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合作ꎬ
１. 决定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各

届会议及其工作ꎻ

２.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ꎮ〔２０〕

在就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进行辩论时ꎬ有几个国家特别强调ꎬ这样一个非

政府间性质的组织却被赋予观察员地位的原因在于 ＩＣＲＣ 的特殊性质和
作用ꎮ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代表 １３８ 个提案国介绍该决议时强调:
提案国认为ꎬ该提案不应被视为———实际上也无法被视

为———以任何方式构成非政府组织请求赋予同样地位时可以
援引的先例ꎮ 国际社会赋予 ＩＣＲＣ 的特殊的( 甚至可以说是独
一无二的) 作用以及« 日内瓦公约» 赋予该组织的职责使之成
为一个极为特别的机构ꎬ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ꎮ〔２１〕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这一限制条件:
巴尔金德尔辛格( Ｂａｒｊｉｎｄｅｒ Ｓｉｎｇｈ) 先生( 印度) :我
们对观察员地位问题的审议是基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日内瓦

公约» 赋予 ＩＣＲＣ 的特殊作用和职责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ꎬ
印度乐于作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本代
表团谨建议ꎬ该决议草案不得被视为其他非政府组织在请求赋
予或取得观察员地位时可以援引的先例ꎻ换句话说ꎬＩＣＲＣ 的情
形应被视为特例ꎬ是基于其地位作出的极为特殊的决定ꎮ〔２２〕
此外ꎬ美国代表表示:
〔２０〕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ꎬ“ 鉴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日内瓦公约» 赋予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特别作用和任务ꎬ给予该委员会观察员地位” 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ꎮ ＩＣＲＣ 随后声明放
弃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ꎮ
〔２１〕

联合国大会第 ３１ 次会议逐字记录ꎬ联合国第 Ａ / ４５ / ＰＶ. ３１ 号文件ꎬ纽约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２２〕

同上ꎬ第 ７７ 页ꎮ

月 １６ 日ꎬ第 ７６ ~ 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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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ＩＣＲＣ还是一个非常
特殊 的 组 织ꎬ 它 的 职 责 使 它 享 有 独 特 的 国 际 法 律 地 位 
ＩＣＲＣ 的特殊职责将该委员会与其他国际人道救助组织或
机构区别开来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正是基于公众对这种区别的认
可ꎬ该组织才会试图取得观察员地位ꎬ联合国成员国才会同意
授予这一地位ꎮ 我们协商一致的决定绝不应成为任何其他人
道组织取得我们刚刚授予 ＩＣＲＣ 的这种地位时援引的先例ꎬ无
论该组织如何出色ꎮ 没有哪个人道组织拥有 ＩＣＲＣ 所具有的
独特法律人格ꎬＩＣＲＣ 根据国际公约所肩负的特殊责任也确认
了这一点ꎮ〔２３〕
各国给予 ＩＣＲＣ 国际组织待遇
ＩＣＲＣ 要么在法律上( ｄｅ ｊｕｒｅ) 要么在事实上( ｄｅ ｆａｃｔｏ) 被各国作为
国际组织对待ꎬ这一点进一步表明ꎬ各国承认 ＩＣＲＣ 具有国际组织地位
或至少相当于国际组织的地位ꎮ 在本文写作之时ꎬＩＣＲＣ 已与 ９５ 个国家
签订了双边地位协定ꎬ赋予其类似于其他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及特权与
豁免ꎮ 这些协定当中ꎬ许多都包括一条明确的规定ꎬ即 ＩＣＲＣ 应当享有国
际组织的地位ꎬ其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低于国际组织所享有的优待ꎮ
在其他 ８ 个国家ꎬＩＣＲＣ 被( 通过立法或行政措施) 纳入了关于国际

组织特权和豁免的国内立法的适用范围ꎮ 其中一些国家必须通过立法
活动来修订或以其他方式修正国际组织的定义ꎬ使之不再仅限于政府间
国际组织ꎮ 通常ꎬ采取这类立法行动的正当理由是 ＩＣＲＣ 的独特职责和
地位ꎮ 例如ꎬ海地政府决定将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延伸适用于 ＩＣＲＣ
的行政令规定:
〔２３〕

联合国大会第 ３１ 次会议逐字记录ꎬ联合国第 Ａ / ４５ / ＰＶ. ３１ 号文件ꎬ纽约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第 ８１ ~ ８２ 页ꎮ 关 于 ＩＣＲＣ 在 联 合 国 地 位 变 化 的 一 些 历 史 背 景 及 实 际 影 响ꎬ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ｏｅｎｉｇꎬ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Ｌｅｇ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２８０ꎬ１９９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５７ｊｎｗｊ. ｈｔ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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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私人社团ꎬ总部
位于日内瓦但考虑到国际人道法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特殊地位、它在联合国享有的永久观察员地位以及前南斯拉
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均承认其特殊性ꎬ并考虑到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确保完成国际社会委托的任务ꎬ必须获得法
律的保护ꎻ因此ꎬ海地共和国赋予其特殊地位是适当的ꎻ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享有与联合国相同的特权与豁免ꎮ〔２４〕
为将法国关于«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的国内法的适用范围扩大
至 ＩＣＲＣꎬ法国参议院提出了立法建议ꎬ并在为此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议会的动议有助于避免造成任何先例ꎮ ＩＣＲＣ 在法国享有
的特权仍属特例ꎬ其他非政府组织不得援引ꎬＩＣＲＣ 自成一类的
地位是它获得特殊待遇的正当理由ꎮ〔２５〕
美国国务院起初拒绝考虑将 ＩＣＲＣ 作为国际组织对待ꎬ但几年后通
过的 美 国 « 国 际 组 织 豁 免 法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４〕

非官 方 译 文ꎮ 法 语 原 文 为: “ Ｌｅ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ｅｓｔ ｕ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é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ａｙａｎｔ ｓｏｎ ｓｉè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à Ｇｅｎè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 ｃｅｐｅｎｄａｎｔ 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é ａ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ｐａｒ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ｓｏｎ ｓｔａｔｕｔ 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ｅｕ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ｕｐｒèｓ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 ｅｔ ｓａ ｓｐéｃｉｆｉｃｉｔé ｒｅｃｏｎｎｕｅ ｔａｎｔ ｐａｒ ｌ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Ｐéｎａｌ ｐｏｕｒ ｌ’ ｅｘ￣Ｙｏ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ｅ ｑｕｅ ｐａｒ ｌａ Ｃｏｕｒ Ｐéｎ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 ｅｔ] [ ｃ] 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 ｑｕｅ
ｐｏｕｒ ａｓｓｕｒｅｒ ｌｅｓ ｔâｃｈｅｓ ｑｕｅ ｌｕｉ ｃｏｎｆｉ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ｄｏｉｔ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ｄｉｓｐｏｓｅｒ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ｌｏｉꎻｑｕ’ ｉｌ ｃｏｎｖｉｅｎｔ ｅｎ ｃｏｎｓéｑｕｅｎｃｅꎬｑｕ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 ’ Ｈａïｔｉ ｌｕｉ ａｃｃｏｒｄｅ ｕｎ ｓｔａｔｕｔ ｄéｒｏｇａｔｏｉｒｅꎻ  Ｌｅ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
Ｒｏｕｇｅ [ ｂéｎéｆｉｃｉｅ] ｄｅ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ｉｄｅｎｔｉｑｕｅｓ à ｃｅｕｘ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à 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 ” Ｐｒéａｍｂｕｌｅ ｅ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 ｄｕ Ｄéｃｒ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ｆ ａ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 ＨａïｔｉꎬＶｏｌ. １６０ꎬＮｏ. ２８ꎬ１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 － ４ꎮ
〔２５〕

非官方译文ꎮ 法语原文为:“ 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ｐｅｒｍｅｔ ｄ’ éｖｉｔｅｒ ｔｏｕｔ ｐｒéｃéｄｅｎｔ.

Ｌｅｓ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 ａｕ ＣＩＣＲ]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ｅｓｔｅｒｏｎｔ ｕｎ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ꎬｑｕｉ ｎｅ ｐｏｕｒｒａ êｔｒｅ ｒｅｐｒｉｓｅ ｐａｒ
ｕｎｅ ａｕｔ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ꎬ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 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 ｄｕ ＣＩＣＲ ｅｘｐｌｉｑｕａｎｔ ｕｎ ｔｒａｉｔ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 ”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ｆａｉｔ ａｕ ｎｏｍ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ꎬ ｄｅ ｌａ ｄéｆｅｎｓｅ ｅｔ 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ｒｍé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ｏｉꎬａｄｏｐｔéｅ ｐａｒ 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ｘ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Ａｎｎｅｘｅ ａｕ ｐｒｏｃèｓ￣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ｅ ｌａ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Ｓéｎａｔ ｄｕ １２ ｍａｉ ２００３( ｏｎ 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 ꎬｐ. １６ꎮ ( 该报告详述了国际法
赋予 ＩＣＲＣ 的任务和职能ꎬ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庭对其类似于国际组织的
独特法律地位的承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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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 的修正案ꎬ及其后关于实施该修正案的总统行政令ꎬ将 ＩＣＲＣ 纳入
了该法的适用范围ꎬ修正案强调 ＩＣＲＣ 的职责和特殊地位是将其作为国
际组织对待的正当理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提到的协助

实施该公约的公正的人道机构ꎬ鉴于该组织的这一独特地位ꎬ
它应被视为本法所指的国际组织ꎬ本法规定可延伸适用于该组
织ꎬ如同这些规定延伸适用于美国依据任何条约或经任何国会
法案批准( 授权美国参加某组织或为其参加某组织拨款) 参加
的某个公共国际组织一样ꎬ但须以同样方式、同等程度并受限
于同样条件ꎮ〔２６〕
为落实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双边地位协定ꎬ澳大利亚修订了« 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ꎬ该法原来对国际组织的定义是限制性的ꎮ〔２７〕 在向议会提交建议
的修订案时ꎬ外交部在散发的解释性备忘录中说明如下:

目前ꎬ该法允许将特权与豁免赋予“ 国际组织” 和“ 海外组
织” ꎮ 但该法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太过局限ꎬ无法涵盖 ＩＣＲＣ 的
独立及非政府特性ꎮ 新的第 ９Ｄ 节准许依照澳大利亚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双边地位协定制定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的法规ꎬ从而
解决了这个问题ꎮ 通过新增第 ９Ｄ 节ꎬ而非将“ 国际组织” 或
“海外组织” 的概念加以延伸ꎬ确保了在修订该法以便为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之举提供法律基础的同时ꎬ该修订案不会无
意当中涵盖任何其他组织ꎮ 这样做还确保了赋予 ＩＣＲＣ 的特
权与豁免将仅限于澳大利亚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双边地位协定中

〔２６〕

«国际组织豁免法» ꎬ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获得批准) ꎬ第 ２８８ｆ －

３ 节ꎬ可查阅:ｗｗｗ. ｌａｗ.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ｄｕ / ｕｓｃｏｄｅ / ｔｅｘｔ / ２２ / ２８８ｆ － ３ꎮ 这一节被纳入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根据« 外交关系授权法»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第 ７４３ 节签署的第 １２６４３ 号总统
行政令[１９８８ 和 １９８９ 财政年度( ＰＬ １００ － ２０４) ] ꎬ目的是突破该法对国际组织的限制性定义
( 仅指政府间组织) ꎬ使之能够适用于 ＩＣＲＣꎮ
〔２７〕

见上注〔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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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列出的那些内容ꎮ〔２８〕
实践当中各国及国际组织处理其与 ＩＣＲＣ 关系的方式也表明ꎬ它们
普遍承认 ＩＣＲＣ 的国际组织地位并如是待之ꎮ 根据国家与国际组织间
的一般外交实践ꎬＩＣＲＣ 与各国的官方通信和交流通常采用普通照会的
形式ꎮ 在 ＩＣＲＣ 总部所在地日内瓦ꎬ许多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常驻
其他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代表都将 ＩＣＲＣ 列入其职责范围ꎬ常驻
代表在到任和离任时对 ＩＣＲＣ 主席进行礼节性拜会已成为惯例ꎮ 在大
多数 ＩＣＲＣ 常驻的国家当中ꎬＩＣＲＣ 对口的部委都是外交部ꎬ具体事务通
常通过外交部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部门办理ꎮ ＩＣＲＣ 通常会被列入礼宾
部门的“ 蓝皮书” ꎬ上面登记了在该国派驻官方代表的国家和国际组织ꎮ
外交部发给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的公函———有关常驻和行政方面的问
题的通知———通常会将 ＩＣＲＣ 列为收件人之一ꎮ ＩＣＲＣ 会将外派职员名
单通知外交部ꎬ这类人员通常会向外交部登记备案ꎬ而且同其他国际组
织通常得到的待遇一样ꎬＩＣＲＣ 的车辆也获颁外交牌照ꎮ ＩＣＲＣ 代表处主
任在东道国通常享有相当于外交使团负责人或国际组织驻该国代表的
待遇ꎮ ＩＣＲＣ 主席得到的接待规格及采用的称谓一般相当于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或国际组织最高级别官员( 如联合国秘书长) 的待遇ꎮ
就国际组织的情况而言ꎬ上文已经提到 ＩＣＲＣ 在近 ３０ 个国际和区

域政府间组织享有观察员地位并通常被视为国际组织ꎮ ＩＣＲＣ 作为国际
组织的独特地位还得到了国际刑事法庭的承认ꎬ并因此在这些法庭享有
特殊的特权与豁免ꎮ〔２９〕
ＩＣＲＣ 的特权与豁免:渊源及原理
在详细探讨 ＩＣＲＣ 享有的具体的特权与豁免之前ꎬ本文这一部分将
〔２８〕

澳大利亚外交部ꎬ« 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 修订案» ꎬ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 解释性备

〔２９〕

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法及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全面概述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Ｔｈｅ

忘录» ꎬ可查阅:ｈｔｔｐ: / / ｐａｒｌｉｎｆｏ. ａｐｈ. ｇｏｖ. ａｕꎮ

ＩＣＲＣ’ ｓ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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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国家为何给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 原理) 以及如何给予( 渊源) ꎮ
法律渊源

作为一个以援助和保护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为职责
的国际组织ꎬＩＣＲＣ 既在国际法律秩序下开展工作ꎬ也在各国的国内法
律秩序下采 取 行 动ꎮ 由 于 这 两 种 法 律 秩 序 截 然 不 同ꎬ 我 们 可 以 把
ＩＣＲＣ 在国际上享有的法律人格及特权与豁免与其在国内享有的法律
人格及特权与豁免区别开来ꎬ前者仅由国际法加以规范ꎬ后者则取决
于一国特定的法律体系ꎬ或者只由国内法加以规范ꎬ或者由国内法和
国际法共同规范ꎮ
国际法律秩序
上文已对 ＩＣＲＣ 的国际法律人格( 直接由其条约授权的职责发展
而来) 进行了详细 论 述ꎮ〔３０〕 关 于 ＩＣＲＣ 享 有 的 不 披 露 保 密 信 息 的 特
权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 西米奇( Ｓｉｍｉｃ' ) 案” 中认为ꎬ这一特权
无疑既是载有 ＩＣＲＣ 国际授权的条约暗含的权利ꎬ也是习惯国际法的
一部分:
７２. ＩＣＲＣ 在«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建立的制度

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ꎬ即确保各方遵守人道方面的某些最低
标准ꎮ 这一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对«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
加议定书» 的解释必须依照上文所述其根本宗旨和目的ꎬ因此ꎬ
必须将其解释为赋予了 ＩＣＲＣ 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力和
手段ꎮ
７３. ( 法院基于当事各方提交的材料所作的) 分析已经清

楚地表明ꎬＩＣＲＣ 在司法程序中不披露其雇员所掌握的与 ＩＣＲＣ
活动有关的信息ꎬ是 ＩＣＲＣ 为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利ꎮ 审
判庭因此认为«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负有一
项公约义务ꎬ即确保在司法程序中不披露 ＩＣＲＣ 雇员所掌握的
〔３０〕

见上注〔１６〕 ꎮ

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１５

与 ＩＣＲＣ 工作有关的信息ꎬ反过来ꎬＩＣＲＣ 有权坚决要求« 日内
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不披露保密信息ꎮ 在这方
面ꎬ当事各方应被视为已经接受 ＩＣＲＣ 行动所遵循的基本原
则ꎬ即公正、中立和保密性ꎬ特别是应被视为已承认保密性对
ＩＣＲＣ 有效行使职能而言必不可少ꎮ
７４. １８８ 个国家批准« 日内瓦公约» 的事实可以视为反映了

这些缔约国的法律确念(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ꎬ这一法律确念连同各国
有关 ＩＣＲＣ 的一般实践使审判庭得出这样的结论:ＩＣＲＣ
在习惯国际法上有权不披露( 与其活动有关的信息) ꎮ〔３１〕
国内法律秩序
在大多数 ＩＣＲＣ 享有特权与豁免的国家当中ꎬ这些特权和豁免都是
通过 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地位协定来确立的ꎮ〔３２〕 本文写作之时ꎬ
ＩＣＲＣ 已经订立了 ９５ 个这样的协定ꎬ其中大部分( 但不是全部) 协定是
与 ＩＣＲＣ 常驻的国家或正以其他形式在其境内 开 展 行 动 的 国 家 签 订
的ꎮ〔３３〕 此类地位协定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 及«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的规定ꎮ〔３４〕 在 ８ 个国家ꎬＩＣＲＣ 获得的
特权与豁免是基于有关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国内立法ꎬ这些国家扩大

〔３１〕

ＩＣＴＹꎬＳｉｍ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ａｒａｓ ７２ － ７４.

〔３３〕

地位协定是在 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保密对话的框架内谈判和缔结的ꎮ 因此ꎬ

〔３４〕

«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ꎬ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５００ ＵＮＴＳ ９５(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生效) ꎻ

〔３２〕

作为双边条约ꎬ这些地位协定在许多国家都必须通过条约批准程序才能完全生效ꎮ

不宜由 ＩＣＲＣ 披露此类协定的存在或其内容ꎮ

«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ꎬ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１ ＵＮＴＳ １５ 及 ９０ ＵＮＴＳ ３２７(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生效) ꎬ均可查阅: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ꎮ 规定其他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条约也参考了« 联
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的规定ꎬ例如: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ꎬ均可查阅: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ꎮ 关
于 ＩＣＲＣ 地位协定与«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及«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规定典型的不同之处
的例子ꎬ见下注〔３６〕 ꎮ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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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立法的适用范围ꎬ使之得以涵盖 ＩＣＲＣꎮ〔３５〕 由于这类国内立法往
往是为实施«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而制定的ꎬ因此其规定通常反映
了该公约所确立的特权与豁免ꎮ
尽管 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订立的大多数双边地位协定都在很大程度上
赋予 ＩＣＲＣ 与联合国相同的特权与豁免ꎬ但这些双边协定更符合 ＩＣＲＣ
的特殊性质和职责ꎬ其中的一些特权与豁免在 «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
约» 以及照搬该公约内容的 国 内 立 法 中 并 不 存 在 或 仅 以 默 示 形 式 出
现ꎮ〔３６〕
ＩＣＲＣ 为什么需要特权和豁免?
关于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法律制度以职务需要原则为基础ꎬ« 联
合国宪章» 第 １０５ 条对这一原则作了简单扼要但恰如其分的表述ꎬ该条
规定:国际组织( 这里指联合国) 应享有“ 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
豁免” ꎮ〔３７〕 按照« 联合国宪章» 的先例ꎬ作为赋予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

〔３５〕

可找到的公开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的« 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 法» ꎬ２０１３ 年修订ꎻ

马来西亚的« 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法»ꎬ２０１１ 年修订ꎻ美国的« 国际组织豁免法»ꎬ１９８８ 年修订
(上述法律均参见上文脚注〔９〕以及法国«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４ 日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法国代表

处的特权与豁免的第 ２００３ － ４７５ 号法律( Ｌｏｉ ｎ° ２００３ － ４７５ ｄｕ ４ ｊｕｉｎ ２００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ｘ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ａｆｆｉｃｈＴｅｘｔｅ. ｄｏꎻ 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 ＝ ３５３ＥＡＥ４ＡＣ９４６１１Ａ１９５３Ｆ６２Ａ７Ｄ７６１８５３１.

ｔｐｄｉｌａ０８ｖ＿１? ｃｉｄＴｅｘｔｅ ＝ ＪＯＲＦＴＥＸＴ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４１９１＆ｄａｔｅＴｅｘｔｅ ＝ ２０１５０６１５) ꎻ以及香港的« 特权及
豁免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条例(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ｒａｎｔ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ꎬ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 ꎬ１９８９
年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ｈｋ / ｂｌｉｓ＿ｉｎｄ. ｎｓｆ / ＣｕｒＥｎｇＯｒｄ / Ｆ６７０５Ｄ２Ｃ１Ｂ４ＦＣ５３０Ｃ８２５６４８

３００３３９２５Ｆ? 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ꎮ
〔３６〕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东道国承诺不允许在法律诉讼程序中披露 ＩＣＲＣ 的保密信息ꎬ

明确规定 ＩＣＲＣ 职员免于作证ꎬ明确赋予 ＩＣＲＣ 航空运输权并免除飞越和着陆费用ꎬ为 ＩＣＲＣ 分
配专用无线电频段ꎬ明确规定其职员人身不受侵犯( 详见下文关于具体的特权与豁免的讨论) ꎮ
〔３７〕

关于职务需要原则的背景和详细介绍ꎬｓｅ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６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９ －

２３ ａｎｄ ６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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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时的衡量标准ꎬ遵从职务需要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模式ꎮ〔３８〕 从« 联合
国宪章» 的准备文件(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 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职务需要
原则的含义ꎬ包括固有的保障该组织独立性的需要:
特权与豁免一般是指可被认为实现该组织的目的、保障其
∙∙ ∙∙
各机关运行无碍及其职员独立行使职责和任务所必需的所有
特殊待遇如果存在某种原则ꎬ那就是任何成员国都不得以
任何方式妨碍该组织的工作ꎮ〔３９〕
米勒进一步解释道:
该文件较早一版的起草者强调ꎬ他们“ 认为避免使用‘ 外
交’ 一词是妥善的做法” ꎬ他们“ 更倾向于由一个更为适当的标
准取而代之ꎬ这一标准ꎬ就该组织的目的而言ꎬ是基于实现该组
织目的的需要ꎬ而就该组织的职员而言ꎬ则是基于为其独立行
使职能提供保障ꎮ”〔４０〕
«联合国宪章» 第 １０５ 条授权联合国大会决定这些特权与豁免的实

施细则ꎮ 为此ꎬ大会于 １９４６ 年通过了«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ꎬ该公
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界定其他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最主要的 参照
∙∙∙∙
标准ꎮ〔４１〕 正如第六委员会报告员所言ꎬ该公约的目的也反映了职务需
要原则:
重要的是在创建这个了不起的、新型的国际组织时ꎬ我们
不应要求该组织享有超出其有效运作所必需的范围之外的特
权与豁免ꎮ 这样做将引发与特定成员国国家主权的不必要的
冲突ꎮ 另外ꎬ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该组织享有充分的特权与豁
免ꎮ 过少的特权与豁免会令该组织在执行任务时受到束缚和

〔３８〕

Ｃ. Ｗｉｌｆｒｅｄ Ｊｅｎｋ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Ｓｔｅｖｅｎｓ ＆ 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３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ꎬ Ｓａｎ

〔４０〕

Ａ. Ｊ. Ｍｉｌ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１５ꎻ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６１ꎬｐ. １８.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ꎬ１９４５ꎬＶｏｌ. １３ꎬＤｏｃ. ９３３ꎬ１２ Ｊｕｎｅ １９４５ꎬｐ. ７０５(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４１〕

«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ꎬ上注〔３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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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ꎮ〔４２〕
詹克斯( Ｊｅｎｋｓ) 将职务需要原则及其构成该原则一部分的独立性原
则称为“ 现已被视为构成国际豁免的基础的那些原则”〔４３〕 ꎬ并认为国际

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原理“ 无关个人地位、尊严及特权ꎬ而是关于为确保国
际机构不受国家控制并为使之能够公正地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保障职务
独立性的那些因素” ꎮ〔４４〕

总之ꎬ特权与豁免是赋予国际组织的工具ꎬ使之能够有效地履行由

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委托的任务或职能ꎬ并能独立、高效地开展工作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以及« 国际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所规定的 ＩＣＲＣ 的任务或职能ꎬ既是其享有法
律人格及特权与豁免的法律基础和正当理由ꎬ也是其特权与豁免的界
限ꎬ正如下文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ꎮ〔４５〕 在履行使命和职责的过程中ꎬ
ＩＣＲＣ 严格恪守其基本原则和标准工作方式ꎮ 正如下文将会详细论述的
那样ꎬ中立原则和独立原则以及直接源自这些原则的作为 ＩＣＲＣ 标准工
作方式的保密性原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４６〕 它们是确保 ＩＣＲＣ 能
够在世界各地履行职责的关键ꎬ也为 ＩＣＲＣ 享有某些特权与豁免提供了
进一步的依据ꎮ
鉴于上述ꎬ根据职务需要原则ꎬＩＣＲＣ 享有特权与豁免基于四层目
〔４２〕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ＧＡＯＲꎬ１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４６ꎬＶｅｒｂａｔｉｍ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４６ꎬｐ. ４５２.
〔４３〕

尽管实质上的含义并无二致ꎬ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ꎬ独立性原则作为一项规范国际

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国际法原则应与作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原则区
分开来ꎬ在下注〔４６〕 及其所注正文中会谈到ꎮ
〔４４〕

Ｃ. Ｗ. Ｊｅｎｋ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８ꎬｐ. １７.

〔４６〕

关于 ＩＣＲＣ 的基本原则详见下文ꎮ 关于 ＩＣＲＣ 的标准工作方式ꎬ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 Ａｃｔｉｏｎ

〔４５〕

另见上注〔２３〕 ~ 〔２７〕 ꎮ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３９３ － ４００ꎻ ａｎｄ ＩＣＲＣꎬ“ 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Ｉｔ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 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９６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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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ꎮ 这些特权和豁免是为了:
•确保和促进 ＩＣＲＣ 高效、迅速、独立地履行职责的行动能力ꎬ并将

成本维持在可能的最低水平ꎻ

•保障 ＩＣＲＣ 能够以中立、独立、公正的人道参与方的身份行事ꎬ并

确保各方也将 ＩＣＲＣ 看作这样的参与方ꎬ这一点同样重要ꎻ
•保护 ＩＣＲＣ 工作的保密性ꎻ

•便于财政、行政和人力资源方面顺畅的管理ꎮ

在详细列出为满足上述四层目的所必需的具体特权与豁免之前ꎬ必
须对这些特权与豁免的两类受益者加以区分ꎮ 尽管所有的特权与豁免
都是为了保证该机构能够履行其职责ꎬ但其中一些直接适用于机构本
身ꎬ即 ＩＣＲＣꎬ它是 ＩＣＲＣ 的特权与豁免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受益者ꎬ而另
一些则与代表该机构或为该机构工作的个人有关ꎮ〔４７〕 关于后者ꎬ有必
要在一开始就强调:赋予此类人员特权与豁免的目的是 ＩＣＲＣ 的利益ꎬ
而非这些人员的个人私利ꎮ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特权、便利及豁免
这一部分阐述了 ＩＣＲＣ 在遵循其基本原则和标准工作方式( 特别是
保密性) 的前提下有效履行其人道职责及开展相关活动所必需的特权、

〔４７〕

这些人员包括 ＩＣＲＣ 的代表( 即委员会成员) 和职员ꎬ他们构成 ＩＣＲＣ 人员的绝大多

数ꎬＩＣＲＣ 的任务和活动正是通过这些人员执行和开展的ꎮ 但 ＩＣＲＣ 代表和职员的特权与豁免
也延伸适用于那些在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和开展活动过程中作出直接贡献的人员ꎬ尽管他们是短期
甚至只是偶尔为 ＩＣＲＣ 工作ꎮ 这类人员可包括ꎬ例如:担任 ＩＣＲＣ 顾问的国家红会职员或志愿
者ꎬ他们被借调到 ＩＣＲＣ 工作一段时间或作为 ＩＣＲＣ 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参与某个 ＩＣＲＣ 行动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Ｍｕｖｕｎｙｉꎬ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Ｑ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Ｒ － ２０００ －

５５Ａ － Ｔ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７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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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及豁免〔４８〕 ꎮ 这些特权、便利及豁免反映了 ＩＣＲＣ 职责、活动、身份、
工作方式及开展行动的环境的特殊性并与之相称ꎮ 尽管 ＩＣＲＣ 享有的
许多特权、便利及豁免都与国际组织通常获得的待遇类似ꎬ甚至完全一
样ꎬ但有时也会因为考虑到 ＩＣＲＣ 的特性及其受命开展工作的局势而享
有不同于国际组织的优待ꎮ〔４９〕
法律行为能力及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与便利
国内法律秩序下的法律行为能力
在 ＩＣＲＣ 的双边地位协定或规定其特权与豁免的法律中ꎬ最开始的
条款通常会有一条规定将 ＩＣＲＣ 的国际法律人格转化为国内法律秩序
下的法律资格ꎮ〔５０〕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的规定ꎬ它确立了 ＩＣＲＣ 在东道国
具有订立合同、取得和处置财产以及提起法律诉讼的法律行为能力ꎮ 因
此ꎬ这一规定往往是保障基本行政运作的必要条件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 ꎬ它使 ＩＣＲＣ 能够雇用职员、租用或购置馆舍、开立和处理银行账
户、采购运转所需的用品和物资以及开展行动ꎮ 因此ꎬ法律行为能力直
接保证了 ＩＣＲＣ 能够开展行动ꎬ并便于 ＩＣＲＣ 对行政、财政及人力资源进
行管理ꎮ

〔４８〕

“ 豁免和特权的区别难以确切定义ꎬ这两个词常常通用ꎬ但一般而言ꎬ特权是指某些

实质性的免于适用法律法规的情形而豁免并不意味着任何免于适用实体法的情形ꎬ而是

就驻在国的执法过 程 而 言 享 有 程 序 上 的 保 护” ꎮ Ｓｉｒ Ｉｖ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ｅｄ. ) ꎬ Ｓａｔｏｗ’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６ｔｈ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 １２１. 虽然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的国
际条约在其标题中都只提到“ 特权” 和“ 豁免” ꎬ但一些规定并不完全符合上述两个定义ꎬ而属
于国家为保障国际组织行使职能而提供的“ 便利” ꎮ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通信及货币或兑换限
制方面的便利ꎬ或职员及其家属的返回本国的便利ꎮ
〔４９〕
〔５０〕

另见上注〔３６〕 ꎮ

Ｗａｌｔｅｒ 准确地指出“ 对国内法律人格及国际法律人格必须加以区分ꎮ 国际法律人

格并不自动意味着具有国内法律人格ꎬ反之亦然ꎮ 对许多国际组织而言ꎬ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还
不够ꎻ 为了能够正常运转ꎬ 它们还需要具备各国  国内法律秩序之下的法律人 格” ꎮ Ｃ.
Ｗａｌｔ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ａｒａ.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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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与便利
行政特权与便利通过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方面的障碍或负担ꎬ使
ＩＣＲＣ 得以独立、快速、高效地履行职责和开展行动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还
有助于全球范围内行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平稳顺畅ꎮ 财政特权与便利
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该组织的开支ꎬ并便于 ＩＣＲＣ 在全球范围内对其
财政资源进行平稳、高效的管理ꎮ 这类特权与便利还确保这些财政资源
尽可能多地用于 ＩＣＲＣ 受命援助和保护的受害者ꎬ使他们能够直接受
益ꎮ
ＩＣＲＣ 作为机构是为满足这些目的而给予的行政和财政特权与便利
的主要受益者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通常包括:
•有权持有本币或外币及其他金融资产ꎬ并以任何货币处理账目ꎬ

不受规范货币兑换及相关事宜的法律法规的约束ꎻ

•有权向该国、自该国至他国或在该国之内自由转移款项ꎬ无论是

本币还是外币ꎬ并有权将此类资产以兑换时最优惠的汇率自由换成其他
货币ꎻ
•免除所有直接税ꎬ但不包括属于公用事业服务收费的应缴费用ꎻ

•免除、减免或返还 ＩＣＲＣ 缴纳的所有间接税( 包括增值税) ꎬ特别

是就服务或建筑合同而缴纳的间接税ꎬ以及为采购拟用于公务目的的用
品及拟用于 ＩＣＲＣ 在东道国或他国开展的援助项目的物资而缴纳的间
接税ꎻ
•对所有拟用于公务目的和 / 或拟用于 ＩＣＲＣ 在该国或他国开展的

援助项目的用品和物资( 包括 ＩＣＲＣ 出版物和视听资料) ꎬ免除关税、进
口税及具有同等效果的收费ꎬ并免除所有进出口或过境税收和限制ꎻ

•享有航空运输权ꎬ其所有飞过、穿过或前往该国的交通运输工具

免除飞越及着陆费用ꎻ

•享有为公务目的、不受任何干扰地使用 ＩＣＲＣ 认为最适当的通信

手段的自由ꎬ特别是其与日内瓦总部及世界各地的各个办事处、其他相
关国际机构和组织、政府部门以及法人团体或私人的通信ꎻ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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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在其馆舍安装无线电和电信设备ꎬ并有权在该国境内使用移

动设备ꎬ免除牌照费和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资费、税收及手续费ꎻ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第 １０ 号决议( Ｒｅｖ. ＷＲＣ － ２０００) 为 ＩＣＲＣ 分

配专用无线电频段ꎻ〔５１〕

•在官方通讯方面ꎬ享有不低于该国给予国际组织或各国外交使团

的待遇ꎻ

•ＩＣＲＣ 车辆作为外交使团车辆予以登记ꎬ并颁发外交车牌ꎻ

•准许 ＩＣＲＣ 为该组织的目的或为解决其外派职员的住所或办公

场所ꎬ拥有、持有或通过赠与、转让、租赁或移交的方式获得任何土地或
任何土地权益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如何有助于 ＩＣＲＣ 对其行动和基础设施进行顺畅、
高效的管理并最大程度地降低该组织的财政成本和开支ꎬ相对而言较为
一目了然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还间接地保障了 ＩＣＲＣ 常驻的那些国家不
会从这种常驻当中获得直接的财政利益ꎬ从而有助于确保 ＩＣＲＣ 独立于
东道国ꎬ并确保赋予 ＩＣＲＣ 国际使命的条约所有缔约国之间的平等ꎮ 顺
带提一句ꎬ将间接成本或所谓的管理费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能力也符合捐
助方的合理期待ꎬ即 ＩＣＲＣ 将他们的捐助尽可能多地直接用于其受命保
护和援助的受害者ꎮ〔５２〕
几个实践中的例子可以表明这些特权与便利如何同样有利于快速、
高效、独立地开展人道行动ꎮ 例如ꎬ在一国缺乏适当的、符合需要的医疗
设备或药物或在这类设备或药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ꎬ要对一线的紧急医
疗需求做出快速反应ꎬ对拟用于 ＩＣＲＣ 援助项目的用品和物资免除进口
〔５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 １０ꎬ“ Ｕｓｅ ｏｆ Ｔｗｏ￣Ｗａｙ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ꎬ Ｒｅｖ. ＷＲＣ￣

２０００ꎬ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ａｄｉ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Ｉｓｔａｎｂｕｌꎬ２００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ｄｍｓ＿ｐｕｂ / ｉｔｕ￣ｓ / ｏｔｈ / ０２ / ０１ / Ｓ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２Ｅ４００１ＰＤＦＥ. ＰＤＦ.
〔５２〕

ＩＣＲＣ 的资金主要 来源于 « 日内瓦公约» 缔约国的自愿捐 助ꎬ 大概占到 其预算 的

８０％ ꎮ 其他捐助方包括: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跨国组织( 如欧盟委员会) 以及公共和私人
来源ꎮ ＩＣＲＣ 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对其工作和开支情况进行说明ꎮ 进一步详细信息ꎬｓｅｅ: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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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限制就变得至关重要ꎮ 国内法上对可进口设备或药物类型或数量的过
分限制可能会阻碍 ＩＣＲＣ 采取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能满足受影响人群需
求的应对行动ꎮ 此外ꎬ进口某些用品或物资的审批程序或克服相关限制
所需的手续往往较为繁琐耗时ꎮ 而对拟用于 ＩＣＲＣ 援助项目的用品和
物资免除进口限制ꎬ对于 ＩＣＲＣ 试图援助的受害者来说有时可能攸关生
死ꎮ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航空运输权的必要性ꎮ ＩＣＲＣ 经常使用自己的飞
机ꎬ而非使用商务航班、政府飞机或其他国际组织的飞机ꎮ 这样做的目
的是确保 ＩＣＲＣ 在无其他飞机可用或其他飞机受到飞行限制的情况下
能够开展其活动ꎬ并 / 或确保 ＩＣＲＣ 在冲突所有各方以及它试图保护和援
助的受害者看来是一个真正中立、独立的人道参与方(这是保障 ＩＣＲＣ 的
准入及安全的必要条件(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 ) 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需要获
得适当的航空运输权ꎬ并免于缴纳任何着陆或飞越费用ꎮ 人们一见到
ＩＣＲＣ 车辆上的外交车牌便会清楚地知道该组织具有国际地位并享有特
权和豁免ꎬ不需要 ＩＣＲＣ 对其身份和行动加以详细说明ꎮ ＩＣＲＣ 车辆上
醒目的身份标志〔５３〕 和外交车牌常常有助于 ＩＣＲＣ 快速穿越边境或通过
检查站和路障ꎮ 最后ꎬ即便是在这个卫星互联网连接和智能手机的年
代ꎬ安装和使用无线电及电信移动设备的权利以及配给红十字专用无线
电频段仍然非常重要ꎮ 当电话和互联网由于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敌对
行动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或人为干预而中断时ꎬ无线电是唯一仍可继续使
用的通讯手段ꎮ 作为保证其职员安全以及协调和实施人道活动的关键ꎬ
无线电至今仍对 ＩＣＲ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派驻某国的 ＩＣＲＣ 代表和职员ꎬ如非该国国民或居民ꎬ也享有某些
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特权和便利ꎮ 赋予他们这些特权与便利不是为其个
人私利ꎬ而是为了便于 ＩＣＲＣ 平稳顺畅地对外派人力资源进行行政和财
〔５３〕

为使各方能够快速方便地确认其身份ꎬＩＣＲＣ 的车辆、船舶及飞机一般在每一侧都带

有 ＩＣＲＣ 的 标 志 ( 一 个 圆 圈 围 绕 的 白 底 红 十 字ꎬ 并 标 有 “ 国 际 委 员 会 日 内 瓦 ” (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èｖｅ) 字样) ꎬ如果情况需要ꎬ有时在顶部也带有这一标志ꎮ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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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包括:
•此类人员有权在抵达该国时免税进口私人物品ꎬ包括车辆ꎬ并有

权在离开该国时享受同样的免税待遇ꎻ

•有权按照与外交使团人员相同的条件销售个人物品ꎻ

•在发生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事态的情况下ꎬ此类人员如希望离开

该国ꎬ可获得以其认为最安全和快捷的方式离开该国的必要便利ꎻ
•在外汇便利方面ꎬ享有与外交使团人员相同的特权ꎻ

•ＩＣＲＣ 付给的工资及其他酬金或其于境外所得一般情况下免税ꎮ
坚持中立、独立、公正的基本原则以及保密的工作方式所
需的特权与豁免
ＩＣＲＣ 在行动中严格恪守中立、公正和独立的基本原则ꎮ〔５４〕 作为中
立的人道参与方ꎬ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中ꎬ或在面临任何涉及政
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议时ꎬＩＣＲＣ 避免支持任何一方或被视为
支持某一方ꎮ 根据公正原则ꎬＩＣＲＣ 在设法保护和援助受害者时唯一的
指导原则就是他们的需要ꎬ而无论他们的国籍、效忠对象、种族、民族、性
别、年龄、宗教或政治信仰ꎮ 这使 ＩＣＲＣ 能够基于紧急程度和受影响者
的需求类型来决定其活动的优先顺序ꎮ ＩＣＲＣ 的独立性———不仅独立于
国家和国际组织ꎬ而且独立于任何其他可能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
中试图对其施加压力或影响的个人、团体或实体———意味着它具有完成
其受命承担的专门人道任务所需的自主权ꎬ并直接有助于它在响应一线
需求时能够保持中立和公正并被各方如此看待ꎮ ＩＣＲＣ 标准的保密工作
方式直接源自这些原则ꎬＩＣＲＣ 采用这种工作方式来设法说服武装冲突
或其他暴力局势各方履行其在国际法上的义务ꎬ并通过保密的双边对话

〔５４〕

ＩＣＲＣ 遵守«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序言中列出的全部七项基本原则ꎬ作为

运动的成员ꎬ它受到这些基本原则的约束ꎬ上注〔３〕 ꎮ 但此处提到的三项原则与 ＩＣＲＣ 的特权
与豁免直接相关ꎬ而且是 ＩＣＲＣ 享有特权与豁免的法律基础和正当理由之一ꎮ

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２５

解决人道关切ꎮ〔５５〕
这些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保密的工作方式对 ＩＣＲＣ 有效履行任务
和职能极为重要ꎬ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ꎮ 通过遵守这些原则和工作
方式ꎬＩＣＲＣ 得以取得和保有武装冲突各方及受害者以及卷入其他暴力
局势的所有参与方的信任ꎮ 事实证明ꎬ这种信任对于获准进入受武装冲
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的地区并接触受影响人群以及保证 ＩＣＲＣ 职员
的安全而言极为关键ꎮ
下面列出了 ＩＣＲＣ 及其职员的特权与豁免ꎬ这些特权与豁免确保该
组织能够恪守其基本原则并遵守保密的承诺ꎮ 然后ꎬ我们将通过几个具
体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ꎮ
ＩＣＲＣ 作为机构享有的特权与豁免:
•ＩＣＲＣ 及其财产和资产ꎬ无论位于何处、由何人掌管ꎬ免于任何形

式的法律和行政程序ꎻ

•ＩＣＲＣ 的房舍、财产和资产不受侵犯ꎬ无论位于何处、由何人掌管ꎬ

包括免于搜查、征用、没收、侵占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扰ꎬ无论通过执行、
司法、行政还是立法行动ꎻ
•ＩＣＲＣ 档案以及一般情况下归该组织所有或由其掌管的所有文件

( 包括电子文件和数据) ꎬ无论位于何处ꎬ均不受侵犯ꎻ
•免除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ꎻ

•享有为公务目的、不受任何干扰地使用 ＩＣＲＣ 认为最适当的通信

手段的自由ꎬ特别是其与日内瓦总部、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政府部
门及法人团体或私人的通信ꎻ
•有权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函件ꎬ信使和邮袋享有与外交信使

和邮袋相同的特权与豁免ꎬ只要这些邮袋附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ꎬ并以
装载公文或拟用于公务目的的用品为限ꎻ
•东道国承诺尊重 ＩＣＲＣ 致其政府代表的报告、信件及其他通信的
〔５５〕

更多详细信息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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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ꎬ包括不向除预期收件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透露其中的内容ꎬ也
不允许未经 ＩＣＲＣ 事先书面同意就将其内容用于法律诉讼ꎮ
ＩＣＲＣ 职员和代表的特权与豁免:〔５６〕
在执行 ＩＣＲＣ 公务期间的任何行为、不作为、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
论、或获得的信息ꎬ即便他们已经不再为 ＩＣＲＣ 工作:
•豁免任何形式的法律或行政程序ꎻ

•人身不受侵犯ꎬ包括不受逮捕或拘留ꎬ以及扣押个人行李ꎻ

•私人寓所、车辆、文件、手稿及所有其他私人物品不受侵犯ꎻ
•免除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ꎻ
在受雇于 ＩＣＲＣ 期间:

•免除所有移民费用和限制以及外侨登记义务———政府应免费并

尽速提供适当的旅行证件、签证或其他必要的证明ꎻ
•免除所有国民服役的义务ꎻ

•享有行动自由ꎬ以及往来该国和在该国全境旅行的自由ꎮ

除上述特权与豁免之外ꎬＩＣＲＣ 驻东道国代表处主任及其副职通常
享有与外交代表同样的地位ꎬ后者的这种地位是由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订
立的«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赋予的ꎮ〔５７〕

如同大多数( 如果不是所有的) 规定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多边公
约和双边地位协定一样ꎬ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或等效的国内法一定会包含:
豁免法律和行政程序( 也称为管辖豁免) ꎬ以及就该组织及其职员而言ꎬ
馆舍、财产、资产、档案、数据不受侵犯ꎮ 这些特权与豁免是 ＩＣＲＣ 独立
性的必要和有效的保证ꎬ使之能够在不受第三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干扰的
情况下履行职责ꎮ 鉴于 ＩＣＲＣ 要在极其动荡、危险、地缘政治上非常敏
感的环境中开展行动ꎬ以及其与众不同的职责和特性( 特别是中立和保
〔５６〕

特权与豁免将赋予那些 ＩＣＲＣ 为履行其职责而雇用的个人ꎬ即 ＩＣＲＣ 指派的行使

〔５７〕

«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ꎬ上注〔３４〕 ꎮ

ＩＣＲＣ 职能的所有人员ꎬ或者代表 ＩＣＲＣ 的个人( 其管理机关的成员) ꎮ

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２７

密性) ꎬ缺乏或无视对独立性的这类保障对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能力的影响
较之于其他国际组织要更为严重ꎮ 在全球范围内免于全面适用各国国
内法还直接有助于 ＩＣＲＣ 能够作为并被各方视为一个中立、独立的人道
参与方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免除国内法上的作证义务或以其他方式
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ꎮ 如果 ＩＣＲＣ 被迫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
武装冲突一方的证词ꎬ那么几乎可以肯定 ＩＣＲＣ 在冲突中的中立和独立
的形象将不复存在ꎮ 最后ꎬＩＣＲＣ 职员享有适当的特权与豁免使 ＩＣＲＣ
能够履行对雇员的注意义务ꎬ即通过有效保护其职员ꎬ使之避免仅仅因
为行使 ＩＣＲＣ 的职能( 如与被取缔的非法团体进行交往以获准接触受影
响人群ꎬ或就人道关切及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交涉) 或遵守其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合同的规定( 如谨慎义务ꎬ包括在获得 ＩＣＲＣ 事先同意之前
不得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５８〕 ) 而遭受不利后果ꎮ〔５９〕

管辖豁免、文件、手稿、档案及数据不受侵犯、官方通讯不受干扰、有

权通过外交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信函ꎬ这些也有助于保护与 ＩＣＲＣ 职责
和活动有关的保密信息ꎮ 对此类信息进一步的保护包括:免除在法律诉
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ꎬ以及东道国承诺尊重 ＩＣＲＣ 致其政府代表的报
告、信件及其他通信的保密性ꎬ不向除预期收件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透
露其中的内容ꎬ也不允许未经 ＩＣＲＣ 事先书面同意就将其内容用于法律
诉讼ꎮ
毋庸置疑ꎬ披露与 ＩＣＲＣ 活动有关的保密信息———无论是由 ＩＣＲＣ

为实现该组织的目的而进行保密对话的当局或实体ꎬ还是由 ＩＣＲＣ 自己
为履行国内法上的义务———将对 ＩＣＲＣ 履行人道职责的能力及其作为
严格意义上的中立人道参与方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有时是不可弥补的损
〔５８〕

谨慎义务还禁止职员将其在执行公务期间或许会发现的可能的违反国内法的行为

通知当地政府ꎬ尽管按照国内法ꎬ他们有义务将暴力损伤( 如遭受枪击或其他“ 战争” 创伤者) 、
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虐待儿童、同情恐怖主义者或恐怖活动报告当局ꎮ 谨慎义务是一项
须严格执行的义务ꎻ只有 ＩＣＲＣ 能够免除其现任或前任职员及代表的这一义务ꎮ
〔５９〕

此类后果取决于东道国的国内立法ꎬ可能是被判处徒刑ꎬ也可能是被课以罚款或被

要求支付损害赔偿金ꎬ或被暂时取消或彻底取消从业资格ꎮ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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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ꎮ 例如ꎬ冲突各方如果认为 ＩＣＲＣ 在武装冲突现场或拘留场所收集的
信息会用于后来的法庭审判、公开质询或类似法律程序ꎬ那么该组织收
集相关信息并向各方提交违法行为指控的努力将受到阻碍ꎬ而且很可能
所有这些工作都无法继续开展ꎮ 因此ꎬ缺乏对保密性的保障ꎬ在最好的
情况下ꎬ会成为阻碍各方与 ＩＣＲＣ 合作的主要因素ꎬ而在最坏的情况下ꎬ
ＩＣＲＣ 将无法与易受伤害人员和群体接触ꎬ其后果是这类人员和群体的
处境将更为不利ꎬ生活更加艰辛ꎮ 同样ꎬ 公开披露保密信息可能会使
ＩＣＲＣ 一线工作人员以及他们试图保护和援助的受害者的安全都面临极
大危险ꎮ〔６０〕
免除移民限制和外侨登记义务使 ＩＣＲＣ 在挑选派驻任何特定国家
的雇员或在该国聘用雇员时能够保持充分独立ꎮ 该组织因此可针对每
个特定的环境ꎬ考虑到达成 ＩＣＲＣ 目标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及语言和文化
背景ꎬ派遣最有资格的人员ꎮ 这些免除还使 ＩＣＲＣ 在为其活动进行适当
的资源配置时面临较少的行政环节和较低的财政成本ꎬ并使外派职员一
进入该国就能完全投身于人道工作ꎮ 与之类似ꎬ快速颁发适当的签证、
旅行证件或其他必要的证明大大提高了 ＩＣＲＣ 人道行动中人员部署的
效率和速度ꎮ 效率和速度还直接得益于 ＩＣＲＣ 及其职员享有行动自由
以及往来该国和在该国全境旅行的自由ꎮ 这种自由还保证了 ＩＣＲＣ 的
独立性并有助于 ＩＣＲＣ 赢得中立的声誉ꎬ当然ꎬ为确保 ＩＣＲＣ 职员以及受
益者的安全ꎬ这种自由始终要服从于合理的限制ꎮ
在 ＩＣＲＣ 职员和代表享有上面列举的一整套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ꎬ
赋予 ＩＣＲＣ 驻某国代表处主任或其副职相当于外交代表的地位并不会
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其所享有的优待ꎮ 但在一些国家ꎬ能够直接与政府部
长接触仍然非常重要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确保 ＩＣＲＣ 能够在该国开展
活动和项目的必不可少的对话方ꎮ

〔６０〕

关于 ＩＣＲＣ 保密性的原理、对保密性的法律保护的渊源以及 ＩＣＲＣ 作证特权的适用

范围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ꎮ

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２９

对特权与豁免的限制及争端解决
ＩＣＲＣ 的特权与豁免不是也不应是无限制的ꎮ 作为国际组织特权与
豁免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ꎬ职务需要原则也设定了特权与豁免的界
限ꎮ 因此ꎬ为便于正当司法并为防止发生任何滥用特权与豁免的情形ꎬ
ＩＣＲＣ 有义务与东道国当局进行合作ꎮ ＩＣＲＣ 还可放弃豁免ꎬ如果它认为
豁免会妨碍司法ꎬ而且放弃豁免不会损害 ＩＣＲＣ 的利益ꎬ特别是其执行
国际法上的任务和职能的能力ꎮ〔６１〕 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及规定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的国内立法中通常也包含这种程度的规定ꎮ
在这方面有必要重申下面两点:赋予代表 ＩＣＲＣ 或为 ＩＣＲＣ 工作的
个人的特权与豁免是为了该组织的利益( 即其履行职责的能力) ꎬ而非
为了这些人员本身的个人私利ꎻ放弃他们享有的任何特权与豁免的决定
权在于 ＩＣＲＣꎬ而非这些个人ꎮ
此外ꎬＩＣＲＣ 职员和代表承诺———以符合 ＩＣＲＣ 的职责、原则和工作

方式为限———在一国开展工作时ꎬ 遵守该国现 行 的 法 律 法 规ꎮ 最 后ꎬ
ＩＣＲＣ 须将在该国工作的职员的姓名、职衔、职责、抵离该国的日期、其任
职于 ＩＣＲＣ 的起止时间以及外派职员随同家属的姓名通知外交部ꎮ
鉴于国际组织享有国内法院的管辖豁免ꎬ它们必须提供解决其与东
道国及个人当事方之间争端的替代机制ꎮ 如果没有此类机制ꎬ国家或提
出私法诉求的第三方将无法获得任何司法救济ꎮ
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通常规定ꎬ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应通过谈判
解决ꎬ并规定双方应基于善意ꎬ在均衡考虑该国的国家利益及 ＩＣＲＣ 与
其活动、职责和使命有关的利益的情况下ꎬ本着对双方继续保持良好关
系而言必不可少的慎重态度来进行此类谈判ꎮ 如果此类谈判失败ꎬ争端
通常会交由仲裁法庭作出最终裁定ꎮ
〔６１〕

特权与豁免的放弃必须明示、以书面形式( 通常通过致外交部的普 通照会) 并由

ＩＣＲＣ 内的主管领导出具( 即 ＩＣＲＣ 主席或经主席授予此项权力之人) ꎬ方能具有法律效力ꎮ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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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条款也系统地纳入了 ＩＣＲＣ 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当中ꎬ作为解
决私法性质的争端的适当机制ꎮ 就 ＩＣＲＣ 与其雇员之间的劳动法争端
而言ꎬ值得注意的是其雇佣合同受瑞士法律约束的外派职员可求助于瑞
士劳工法院ꎮ 至于其他职员ꎬ如果友好解决或通过 ＩＣＲＣ 申诉调查专员
解决争端的努力宣告失败ꎬ作为一项制度性的政策ꎬＩＣＲＣ 将放弃其管辖
豁免ꎮ
结论
通过赋予 ＩＣＲＣ 与其他国际组织类似的法律行为能力及特权与豁
免ꎬ并同时考虑到 ＩＣＲＣ 与众不同的职责和特性ꎬ各国不仅再次确认了
他们在«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以及«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章程» 中关于 ＩＣＲＣ 职责的承诺ꎬ而且为 ＩＣＲＣ 提供了充分、高效地履
行该职责的手段ꎮ 适当的法律行为能力及特权与豁免使 ＩＣＲＣ 能够针
对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迫切需要ꎬ及时、高效地为其提供
保护和援助ꎮ 它们使 ＩＣＲＣ 能够完全遵守中立、独立、公正的基本原则
以及与有关各方开展保密双边对话的承诺ꎮ 因此ꎬ它们极大地促进了
ＩＣＲＣ 的下列能力: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好地遵守ꎬ充当武装冲突各方
之间中立的中间人ꎬ保证 ＩＣＲＣ 能够获得准入并与受害者接触ꎬ以及保
障一线职员的安全ꎮ 最后ꎬ它们有利于 ＩＣＲＣ 对财政、行政及人力资源
进行妥善平稳的管理ꎬ并使该组织能够以可能的最低成本开展人道活
动ꎬ同时最大程度地将开支直接用于其受命保护和援助的受害者ꎮ 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并非一种礼遇ꎬ各国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ꎬ再次确认其
关于 ＩＣＲＣ 人道职责和作用的承诺ꎬ并给予 ＩＣＲＣ 开展工作必不可少的
工具ꎬ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尽可能减轻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带给人们
的苦难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