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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斯明·纳克维博士是一名国际律师，目前在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书记官长直属办公室任

法律干事。此前她曾供职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纳克维博士拥有日内瓦国际问

题研究生院国际公法博士和硕士学位，以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学士和法学学士（荣誉）学

位。她是塔斯马尼亚最高法院的法律从业者。

摘  要

在叙利亚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受到了普遍、广泛谴责，并导致各种国

际机构做出一致反应。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国际社会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

器做出的反应，还分析了对于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犯罪追究责任可采用的潜在办

法。最终目的是证明可利用国际社会赋予化学武器罪行的特殊地位建立问责机

制（如特设法庭），这将有助于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铺平复杂的道路。

关键词：化学武器；不必要的痛苦；过度伤害；《化学武器公约》；

《罗马规约》；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问责制；调查；实况调查；习

惯国际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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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发生了大量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事件。联合国叙利亚

问题特使估计，截至2016年5月，已有40万人在敌对行动中丧生。1据报道，

其中许多人丧生是战争罪造成的，例如不分皂白的攻击、过度伤害平民、

以医疗设施为目标和谋杀。2蓄意强奸、酷刑、迫害和不人道行为等其他暴

行得到广泛记录和报道。3这场危机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估计1，

35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产生了500多万难民、6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450万

有需要的人被困在受围困和难以抵及的地区。4

但是，可以说，正是在这场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受到了最普遍

和最广泛的谴责（尽管据报道此种行为造成不到2,000人死亡5），并导致

国际机构做出仅有的一致反应。6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越过了美国总统巴拉

1 “叙利亚死亡人数：联合国特使估计40万人丧生”，半岛电视台，2016年4月23日，载于：www.
aljazeera.com/news/2016/04/staffan-de-mistura-400000-killed-syria-civil-war-160423055735629.html（所有

互联网参考资料的访问时间均为2017年9月和10月）。

2 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记录了自2011年以来在叙利亚犯下的严重

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见载于：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Pages/
Documentation.aspx的20多份报告。关于可能犯下哪些国际罪行的详细分析，见Beth Van Schaak，“绘

制叙利亚战争罪地图”，《国际法律研究》，第92卷，第1期，2016年，载于：http://stockton.usnwc.
edu/ils/vol92/iss1/9/。

3 见如，大赦国际，叙利亚：“它伤害了人类”：叙利亚监狱中的酷刑、疾病和死亡，2017年8月18
日，载于：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24/4508/2016/en/。

4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关于危机”，载于：http://www.unocha.org/syrian-arab-republic/syria-
country-profile/about-crisis；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叙利亚难民区域应对”，载于：http://
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5 Colum Lynch，“为了安抚俄罗斯，奥巴马政府放弃叙利亚化学武器计划”，《外交政策》，2017年
5月19日，载于：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5/19/to-assuage-russia-obama-administration-backed-off-
syria-chemical-weapons-plan/（“事实上，根据叙利亚裔美国人医学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被化学

武器杀害的叙利亚人数量超过近1,500人，仅占该国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

6 其他国际反应，如人权理事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和大会任命的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国际公正独立机制）

（联合国A/71.L.48号文件，2016年12月19日），其任务是收集关于在叙利亚犯下的国际罪行的信息，

但没有获得一致支持。设立调查委员会的决议（联合国A/HRC/RES/S-17/1号文件）以33票赞成、4票
反对和9票弃权获得通过，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105票赞成、15票反对（包括俄罗斯联邦、中国和伊

朗）和52票弃权获得通过。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4/staffan-de-mistura-400000-killed-syria-civil-war-160423055735629.html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4/staffan-de-mistura-400000-killed-syria-civil-war-160423055735629.html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tockton.usnwc.edu/ils/vol92/iss1/9/
http://stockton.usnwc.edu/ils/vol92/iss1/9/
http://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24/4508/2016/en/
http://www.unocha.org/syrian-arab-republic/syria-country-profile/about-crisis
http://www.unocha.org/syrian-arab-republic/syria-country-profile/about-crisis
https://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https://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5/19/to-assuage-russia-obama-administration-backed-off-syria-chemical-weapons-plan/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5/19/to-assuage-russia-obama-administration-backed-off-syria-chemical-weapons-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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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著名的“红线”。2013年，国际社会对此种行

为的反应导致叙利亚拆除并销毁了其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此举由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OPCW）和联合国共同实施和监督。这次行动被广

泛认为是这场致命战争中唯一“积极”的一面。7在叙利亚继续使用化学武

器促使禁化武组织总干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成立了一个实况调查工作

组（FFM），以确定指控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于2015年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建立了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授

权其对由实况调查工作组证实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追究责任。8这一任务

意味着下文讨论的2013年古塔大规模袭击并不是联合调查机制调查的内容。

欧洲联盟和美国都对据称直接或间接参与叙利亚化学武器犯罪的叙利亚个人

和政府实体实施了制裁。9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也是武装冲突期间唯一导

致了美国和盟国的直接军事干预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10

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国际社会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反应。11在

审视之后，分析了对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犯罪追究责任可采用的潜在办法。

最终目的是证明可利用国际社会赋予化学武器罪行的特殊地位建立问责机制

（如特设法庭），这将有助于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铺平复杂的道路。

7 见如，Paul F. Walker，“叙利亚化学武器销毁：评估和展望”，军备控制协会，2014年12月，载于：

www.armscontrol.org/ACT/2014_12/Features/Syrian-Chemical-Weapons-Destruction-Taking-Stock-And-
Looking-Ahead。

8 联合国安理会第2235号决议，2015年8月7日。

9 欧洲联盟理事会，“受欧盟对叙利亚局势的限制性措施制约的个人和实体清单”，2016年10月28日，

载于：http://docplayer.net/51135994-List-of-persons-and-entities-under-eu-restrictive-measures-over-the-
situation-in-syria.html；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制裁与禁化武组织-联合国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关于叙利

亚政权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结果有关的叙利亚官员”，2017年1月12日，载于：www.treasury.
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701.aspx。反对使用化武有罪不罚问题的国际伙伴关系网站上汇

编了各国对叙利亚官员实施的制裁，载于：www.noimpunitychemicalweapons.org/-en-.html。
10 Dan Lamothe、Missy Ryan和Thomas Gibbons-Neff，“美国在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第一次直接攻

击中对叙利亚军用机场实施打击”，《华盛顿邮报》，2017年4月6日，载于：https://tinyurl.com/
ydbet8wg；Helene Cooper、Thomas Gibbons-Neff和Ben Hubbard，“美英法因涉嫌化学武器袭击而打

击叙利亚”，《纽约时报》，2018年4月13日，载于：www.nytimes.com/2018/04/13/world/middleeast/
trump-strikes-syria-attack.html。

11 本文聚焦2012年至2018年4月底发生的事件。关于对叙利亚危机中所犯暴行的不同国际反应的原因分

析，见Tim McCormack，“化学武器和其他暴行：对叙利亚危机的对比反应”，《国际法研究》，第

92卷，2016年。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14_12/Features/Syrian-Chemical-Weapons-Destruction-Taking-Stock-And-Looking-Ahead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14_12/Features/Syrian-Chemical-Weapons-Destruction-Taking-Stock-And-Looking-Ahead
http://docplayer.net/51135994-List-of-persons-and-entities-under-eu-restrictive-measures-over-the-situation-in-syria.html
http://docplayer.net/51135994-List-of-persons-and-entities-under-eu-restrictive-measures-over-the-situation-in-syria.html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701.aspx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701.aspx
http://www.noimpunitychemicalweapons.org/-en-.html
https://tinyurl.com/ydbet8wg
https://tinyurl.com/ydbet8wg
http://www.nytimes.com/2018/04/13/world/middleeast/trump-strikes-syria-attack.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8/04/13/world/middleeast/trump-strikes-syria-atta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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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和国际反应

有关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出现在2012年。12截至那时，叙利亚

政府对其化学武器能力所给出的信息模棱两可。2005年，叙利亚政府向联合

国第1540号决议委员会报告称，“叙利亚没有任何化学武器、其运载工具或

任何相关材料”。13但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回答关

于叙利亚生产化学武器的意图的问题时发表了以下模棱两可的声明：“化学

武器，那是另一回事。但你不会真的指望我在这里向你展示我们的武器计划

吧？我们处于战争状态。”14

2012年7月，叙利亚政府首次含蓄地承认其拥有化学武器库存，称这些

武器永远不会在“叙利亚境内”使用，只会用于应对外部袭击。152012年8月

20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军方是否会直接参与叙利亚危机的问

题，奥巴马总统发表了有名的言论：

我们不能让化学或生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我们已向阿萨德政权明

确表明，而且对当地的其他参与者同样明确表示，对我们来说，一

条红线是我们开始看到大量化学武器在移动或得到使用。那会改变

我的计算。那会改变我的方程式16。2013年3月19日，叙利亚政府

向联合国报告了在阿勒颇省阿萨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17第

12 联合国收到了关于2012年10月17日在萨尔奎因和2012年12月23日在霍姆斯据称发生的事件的报告。联

合国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调查团（联合国特派团）最后发现，它没有

充分证据就这些指控事件得出结论。见联合国特派团，《最后报告》，联合国A/68/663-S/2013/735号
文件。2013年12月13日（联合国特派团最后报告），第12-13、18、27、45段。

13 “2005年11月7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附件”。S/AC.44/ 
2005/DDA/OC.S 号照会，2005年6月15日。

14 “《明镜周刊》采访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没有叙利亚的和平是不可想象的’”，《明镜周

刊》，2009年1月19日，载于：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spiegel-interview-with-syrian-president- 
bashar-assad-peace-without-syria-is-unthinkable-a-602110-2.html。

15 “叙利亚化学武器指控”，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3年10月31日，载于：www.bbc.com/news/world-
middle-east-22557347。

16 “总统对白宫记者团的讲话”，2012年8月20日，载于：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
office/2012/08/20/remarks-president-white-house-press-corps。

17 《联合国调查团最后报告》，上注12，第5段。叙利亚政府告知联合国，它指控武装恐怖团体从Kfar 
De’il地区向阿勒颇省的阿萨尔发射了一枚火箭，造成25人死亡，110多名平民和士兵受伤。法国、英

国和美国随后都向联合国报告了同一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在2013年6月14日的信函中，美国向联合国

秘书长报告了其评估情况，称叙利亚政府军在2013年3月19日对阿萨尔的袭击中使用了沙林。同上，

第7-8段。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spiegel-interview-with-syrian-president-bashar-assad-peace-without-syria-is-unthinkable-a-602110.html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spiegel-interview-with-syrian-president-bashar-assad-peace-without-syria-is-unthinkable-a-602110.html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2557347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2557347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8/20/remarks-president-white-house-press-corp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8/20/remarks-president-white-house-press-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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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叙利亚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在其调查被控使用化学、生物武器

或毒素武器的机制（秘书长机制）的支持下启动紧急调查。182013

年3月21日，秘书长成立了联合国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

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调查团，并与禁化武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系，请求它们合作开展调查。同一天，法国和英国政

府要求调查2013年3月19日在大马士革附近的阿萨尔和奥泰巴赫两

个地点以及2012年12月23日在霍姆斯发生的事件。

秘书长机制

秘书长调查被控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机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联合国宪

章》第九十九条授予秘书长的权力，当时联合国秘书长据此对1980年代被控

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进行了特别调查。19该机制于1987年正式确立。20 

一年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核可了该机制。21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对

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22或“习惯国际法其他相关规则”的行为进行

调查，并报告调查结果。23安全理事会还决定，它进一步决定，“将来如发

18 同上，第6段。

19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

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利用第九十九

条的授权，间接证明了他对伊拉克在1980-1988年期间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独立调查合情合

理。见秘书长为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指控所派调查团的报告，联合国

S/17911号文件，1986年3月12日。

20 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联合国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调查任何会员国可能

提请其注意的有关可能构成违反 [1925年] 议定书或国际习惯法有关规则的情报”：联合国文件。1982
年12月13日，第37/98号决议，E节，第4段。然而，该决议没有获得一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倾向于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的授权开展此类活动。在1987年1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42/37号决议

中，联合国大会请秘书长“根据任何会员国可能促请他注意的关于可能构成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或违反习惯国际法其他有关规则的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进行调查，以便确定事实真相，并

迅速将任何这类调查的结果向全体会员国提出报告”。

2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20号决议是在秘书长于1988年7月和8月提交报告，调查关于在两伊战争中使用

化学武器的指控（包括1988年3月16日在伊拉克北部哈拉布贾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造成3,200至5,000
人死亡）之后通过的

22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94 UNTS 65，1925年6月
17日（1926年5月9日生效）。该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使用一切

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并将这一禁令扩大到细菌武器。

23 联合国安理会第620 号决议，1988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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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违背国际法而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情况，无论在何地由何人使用，均将根

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24

在联合国决议中提及习惯国际法很重要，因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仅适用于“战争”期间，在1925年起草《议定书》时，这仅意味着适用于国

际性武装冲突。25因此，可以说《日内瓦议定书》不适用于伊拉克对本国人

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26秘书长机制的这一方面对于该机制是否适用于叙

利亚也很重要，叙利亚在2013年初加入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但没有

加入1993年《化学武器公约》(CWC)。27由于2013年叙利亚的武装冲突在性质

上属于内部冲突，28可以说《日内瓦议定书》不适用。因此，源自习惯国际

法的禁止化学武器的规定(适用于国际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显得更加重要。29

尽管该机制几乎30已有20多年没有使用，但在叙利亚问题上被触发之

前，联合国将禁化武组织资源用于此类调查的法律依据已纳入《禁化武公

24 同上。

25 见Masahiko Asada，“根据国际法全面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途径：从海牙到大马士革”，《冲突与安

全法杂志》，第21卷，第2期，2016年，第163-165页，指出“...在通过共同的第3条[1949年日内瓦四

公约]之前，《日内瓦议定书》打算禁止在内战中使用规定的气体，这是不可想象的”。 
26 同上，第189~192页，引述了各国在这一点上的不同观点。

27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74年，UNTS 45，1993年
9月3日(1997年4月19日生效)。

28 在2012年7月17日发表的声明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明确将叙利亚的暴力描述为“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叙利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在战斗加剧

的情况下维持援助努力”，《行动最新情况》，2012年7月17日，载于：www.icrc.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update/2012/syria-update-2012-07-17.htm。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

其2012年8月15日的第三次报告中得出结论，冲突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加上反政府武装团体组织

能力的增强，已经达到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门槛：联合国A/HRC/21/50号文件，第12段。

29 见Jean-Marie Henckaerts和Louise Doswald-Beck(编)，《习惯国际人道法》，第1卷：规则，剑桥大

学出版社，剑桥，200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第七十四条，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1 Rules载于：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_
rul.。第七十四条认定，“禁止在国际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1995年的塔迪奇案中宣布，“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就国内武装

冲突中也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达成了普遍共识”。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诉杜什

科·塔迪奇（又名“杜莱”），案件号IT-94-1，对辩方就管辖权问题提出的中间上诉申请作出的裁

决，1995年10月2日，第121段。

30 除了在两伊战争期间广泛使用秘书长机制之外，还有另外两次使用情况：1992年在阿塞拜疆对亚美尼

亚使用武器的指控进行的调查(联合国S/24344号文件，1992年7月24日，其中专家确定没有向调查组提

供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以及1992年在莫桑比克进行的调查(联合国S/24065号文件。其中专家们得出

结论，无法确定非国家团体抵运是否对莫桑比克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

https://www.icrc.org/en/doc/resources/documents/update/2012/syria-update-2012-07-17.htm
https://www.icrc.org/en/doc/resources/documents/update/2012/syria-update-2012-07-17.htm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_rul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_r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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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1和联合国与禁化武组织之间的《关系协定》及其《补充安排》。32

主要由禁化武组织和世卫组织专家组成的联合国小组于2013年8月18日

抵达大马士革。该联合国小组最初的任务是调查据称在阿萨尔、萨拉奎布和

谢赫马克苏德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这些指控被认为是可信的)，讨论其他指

控并同时访问相关地点。33这项任务不包括追究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该小

组抵达大马士革仅三天后，即2013年8月21日，据报道在该市古塔地区发生

了一次大规模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联合国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了几十项调查

请求，秘书长指示该小组优先调查这一事件。

该小组确认2013年8月21日在古塔地区发生了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事件

(沙林)。34死亡人数估计从281人到1,400多人不等。35该小组还得出结论认

为，2013年3月、4月和8月，分别在阿萨尔、萨拉奎布和谢赫马克苏德、乔

巴和阿什拉菲耶特萨那耶小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同样是沙林)。36

31 《禁化武公约核查附件》第十一部分第二十七条规定:“如果被控的使用化学武器情事涉及一非本公

约缔约国或发生在不受一缔约国控制的领土内，本组织应与联合国秘书长开展密切合作。如果提出请

求，本组织应将其资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使用。”

32 《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间关系的协定》，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EC-MXI/DEC.1号决定附件，

2000年9月1日，第二条第（三）项，要求禁化武组织在涉及非《公约》缔约国或在不受《公约》缔约

国控制的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案件中与秘书长密切合作，并将其资源交由秘书长支配。见《关

于执行<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间关系的协定>第二条第 2 款（C）项的补充安排》，2012年9月。

33 《联合国调查团最后报告》，上注12，第34段。前几个月，各国向联合国报告了在以下地点发生的据

称事件：萨尔金，2012年10月17日；霍姆斯，2012年12月23日；达赖亚，2013年3月13日；阿萨尔，

2013年3月19日；奥泰巴赫，2013年3月19日；阿德拉，2013年3月24日；谢赫马克苏德，2013年4月13
日；乔巴，2013年4月12日至14日；达赖亚，2013年4月25日；萨拉奎布，2013年4月29日；盖斯尔阿

布萨姆拉，2013年5月14日；和阿德拉，2013年5月23日。

34 见《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指控调查团关于指控2013年8月21日在大马士革古

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联合国A/67/997-S/2013/553号文件。2013年9月16日（联合国调查团第

一次报告），第27段，结论是化学武器（沙林）的使用规模相对较大，造成大量伤亡，特别是包括许

多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35 见“叙利亚/叙利亚化学计划-国家解密情报执行摘要”，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2013年9月3日，

载于：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Syrian_Chemical_Programme.pdf；Joby Warrick ，“美国称，

1,400多人死于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华盛顿邮报》，2013年8月30日，载于：https://tinyurl.com/
y78nuuvq。

36 《联合国调查团最后报告》，上注12，第34段。

http://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Syrian_Chemical_Programme.pdf
https://tinyurl.com/y78nuuvq
https://tinyurl.com/y78nuu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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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联合国联合特派团

联合国小组发布的关于古塔的报告是联合国首次正式确认在叙利亚使用

化学武器已越过了“红线”。然而，即使在调查进行期间，俄罗斯联邦和美

国也参与了影响阿萨德总统加入《禁化武公约》的活动。由于俄罗斯已经表

明，它将阻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对叙利亚政府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

美国便开始采取单方面的军事干预。372013年8月31日，奥巴马总统宣布，他

将寻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38为了避免卷入内战，白宫向参众两院领导人提

交了立法草案，授权采取旨在消除化学武器威胁或防止其扩散的行动。9月

9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质疑时

发表了一段言辞激烈的言论，称为了避免军事袭击，阿萨德总统可在一周内

交出叙利亚的全部化学武器库存，并补充说:“但他不打算这样做，也不可

能这样做”。39俄罗斯抓住这一机会作为阻止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手段，并

迫使叙利亚加入《禁化武公约》。9月12日，叙利亚表示将加入《禁化武公

约》，并在两天后交存了加入书。40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商定了《消除叙

利亚化学武器框架》。该框架已提交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审议，其中提出

了在禁化武组织-联合国的联合监督下清除和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存的加

速计划。 

2013年9月27日，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关于销毁叙利亚化学

武器的决定》(执行理事会决定)，该决定要求叙利亚迅速申报其库存的地点

和数量，并为在2014年6月之前清除41和销毁化学剂、材料和设备制定了雄心

勃勃的时间表。42在执行理事会决定通过后的几个小时内，联合国安全理事

37 见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13年8月21日政府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评估”，2013年8月
30日，载于：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0/government-assessment-
syrian-government-s-use-chemical-weapons-august-21。

38 见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总统关于叙利亚的声明”，2013年8月31日，载于：https://obamawhitehouse.
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1/statement-president-syria。

39 Patrick Wintour，“约翰·克里给叙利亚一周时间交出化学武器，否则将面临攻击”，《卫报》，2013
年9月9日，载于：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sep/09/us-syria-chemical-weapons-attack-john-kerry。

40 《联合国调查团第一次报告》，上注34，秘书长的说明，第3段。

41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118号决议授权为销毁目的跨越国际边界转移叙利亚化学武器。

这样做是考虑到《禁化武公约》第一条，该条禁止“在任何情况下”转让化学武器。

42 禁化武组织，“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执行理事会EC-M-33/DEC.1号决定，2017年9月27日。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0/government-assessment-syrian-government-s-use-chemical-weapons-august-2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0/government-assessment-syrian-government-s-use-chemical-weapons-august-2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1/statement-president-syria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1/statement-president-syria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sep/09/us-syria-chemical-weapons-attack-john-k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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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致通过了第2118号决议，核可了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并要求

叙利亚全面配合。此外，安全理事会认定，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行为都构成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示坚信应对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负责者追

究责任，并誓言若不遵守该决议，包括若任何人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则

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43

该计划的实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44到2014年9月底，仅仅一

年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联合国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联合特派团就宣布，

它已完成任务，96%的申报库存已被销毁。45禁化武组织于2016年1月4日宣

布，叙利亚申报的所有化学武器都已被销毁。46

在复杂和困难的安全环境中开展的销毁行动所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

然而，继续有各种指控称2014年在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主要是氯），这

又令取得的成功毁于一旦。47《禁化武公约》第一条规定，禁止使用任何有

毒化学品（如氯）作为武器。48但是，由于氯(具有许多合法用途)不是《禁

化武公约》附表中具体列出的有毒化学品之一，因此不受《公约》建立的核

查制度的约束。49此外，对叙利亚库存申报的怀疑或含糊不清导致禁化武组

织总干事于2014年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称为申报评估小组或简称DAT），

负责核实叙利亚申报的准确性或完整性。2018年3月，总干事通知执行理事

43 联合国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2013年9月27日。

44 货船由挪威和丹麦提供，海军护航来自中国、丹麦、挪威、俄罗斯和英国，美国海军舰艇上的一个现

场可部署水解系统（FDHS）销毁了有毒化学品。其他化学品在英国和美国被销毁，现场可部署水解

系统的排放物在德国和芬兰被销毁。

45 禁化武组织，“关闭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特派团”，载于：https://opcw.unmissions.org/。2014年10
月1日，禁化武组织与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合作，继续执行销毁剩余12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计划。

46 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已经完成”，新闻稿，2016年1月4日，载于：www.opcw.
org/news/article/destruction-of-syrian-chemical-weapons-completed/。

47 见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的报告》，联合国A/
HRC/27/60号文件，2014年8月13日，第115-118段，认定“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在4月份的10天内发生

的8起事件中，对Kafr Zeita, Al-Tamana’a和Tal Minnis使用了化学制剂，可能是氯气……这些制剂是政

府直升机从空中投掷下的桶装炸弹中携带的”。

48 《禁化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另见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将化学武器定义为

“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但预定用于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者除外，只要种类和数量符合此种目的”

49 见《禁化武公约》，第六条第（二）款，其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将位于其领土上或位于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关于化学品的附件附表1、附表2和附表3所列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与此种化学

品有关的设施和核查附件中规定的其他设施置于核查附件所规定的核查措施之下。”

https://opcw.unmissions.org/
http://www.opcw.org/news/article/destruction-of-syrian-chemical-weapons-completed/
http://www.opcw.org/news/article/destruction-of-syrian-chemical-weapons-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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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申报评估小组仍然无法解决叙利亚申报中所有已查明的差距、不一致和

差异，因此无法充分核实叙利亚是否提交了可视为准确和完整的申报。50

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工作组

一旦叙利亚加入《禁化武公约》，秘书长机制就不再有权调查有关在

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51根据《禁化武公约》，对

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进行调查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尽管这些方式从未被使用

过。根据第九条，如果一个缔约国怀疑另一个缔约国不遵守规定使用化学武

器，它可以要求进行质疑性视察。52根据第十条，如果缔约国请求援助和保

护以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总干事必须发起调查。53禁化武组织技

术秘书处还可根据其任务授权，协助对化学武器使用情况进行国家调查，为

缔约国执行《禁化武公约》的规定提供技术援助。54

当2014年开始报告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氯）的进一步指控时，既没有

要求进行第九条调查，也没有要求进行第十条调查。相反，禁化武组织总干

事建立了实况调查工作组，其任务是确定关于在叙利亚出于敌对目的使用有

毒化学品特别是氯的指控的事实。55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

50 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总干事的说明：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计划的进展”， EC/88/DG.1，2018
年3月23日，第10段。

51 如上所述，根据《禁化武公约核查附件》XI部分第二十七条，秘书长机制仅适用于“本公约缔约国或

发生在不受一缔约国控制的领土内”。

52 执行理事会会若认为质疑性视察请求毫无根据、滥用了权利或明显逾越了本公约范围，可至迟于收到

视察请求后12小时以其所有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决定不进行质疑性视察。《禁化武公约》，第九条。

53 同上，第十条第（八）款第（一）项。

54 同上，第八条第（三十八）款第（五）项。在此基础上，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协助伊拉克政府调

查在其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见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对据称最近在伊拉克发生的化学袭击

表示关切”，新闻稿，2016年3月23日，载于：www.opcw.org/news/article/director-general-expresses-
concern-over-alleged-recent-chemical- attacks-in-iraq/。

55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将对叙利亚涉嫌氯气袭击事件进行事实调查”，新闻稿，2014年4月
29日，载于：www.opcw.org/news/article/opcw-to-undertake-fact-finding-mission-in-syria-on-alleged-
chlorine-gas-attacks/。实况调查工作组的第一份报告解释说，其设立是基于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寻求在

任何时候都维护《禁化武公约》的目标和宗旨的一般权力，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第

2118号决议的相关决定、实况调查工作组执行理事会的普遍认可以及叙利亚通过总干事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政府2014年5月1日和10日关于这一主题的换文认可这一权力加强了这一点。见禁化武组织，

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2014年5月3日至31日期间工作总结报告，S/1191/2014，2014年6月
16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191-2014_e_.pdf。联合国安理会

第2118号决议要求禁化武组织人员“随时不受阻碍地进出任何和所有地点并让他们在履行职责时拥有

视察这些地点的权利……随时不受阻碍地接触禁化武组织有理由认为对它完成任务至关重要的人。”

http://www.opcw.org/news/article/director-general-expresses-concern-over-alleged-recent-chemical- attacks-in-iraq/
http://www.opcw.org/news/article/director-general-expresses-concern-over-alleged-recent-chemical- attacks-in-iraq/
http://www.opcw.org/news/article/opcw-to-undertake-fact-finding-mission-in-syria-on-alleged-chlorine-gas-attacks/
http://www.opcw.org/news/article/opcw-to-undertake-fact-finding-mission-in-syria-on-alleged-chlorine-gas-attacks/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191-2014_e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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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文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118号决议，保证了实况调查工作组能够进入

受影响地点以及医院和感兴趣的其他地方。56

像秘书长机制一样，实况调查工作组没有在追究责任方面的授权。57然

而，在2014年12月的第三次报告中，实况调查工作组“高度自信地得出结论

认为，在塔勒曼尼斯、阿尔塔马纳和卡法塞达村，氯被用作武器”。58这是

第一次证实在《禁化武公约》的一个缔约国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作为回

应，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于2015年2月通过了一项决定，谴责违反国际法

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表示坚信应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支持实况调查工作

组继续开展工作，特别是研究与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有关的所

有现有信息（即不仅是氯，还有与沙林和芥子气有关的指控）。59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随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核可了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要求

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重申如果出现不遵守行为，安理会将根据《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采取措施。60

尽管做出了这些决定，随后几个月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依然发生，最明

显的是在伊德利卜省。61这促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如下讨论的进一步行

动。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20日，实况调查工作组记录了公开来源报

56 联合国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第7段。

57 EC-M-48/DEC.1，序言部分第5段；EC-M-50/DEC.1，序言部分第6段；联合国安理会第2235号决议，

序言部分第8段。

58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第三次报告，S/1230/2014，2014年12月18日，载于：

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230-2014_e_.pdf。
59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的报告”，执行理事会EC-M-48/DEC.1号决定，

2015年2月4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M-48/ecm48dec01_e_.pdf。禁化武组织执行

理事会在其题为“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的进一步报告”的决定中重申支持实况调查工作

组继续存在，EC-M-50/DEC.1，2016年11月23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M-50/en/
ecm50dec01_e_.pdf。

60 联合国安理会第2209号决议，2015年3月6日。

61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关于2015年3月16日至5月20日期间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伊德利卜省据称发生的事件的报告，S/1319/2015，2015年10月29日，载于：www.opcw.org/
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319-2015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230-2014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M-48/ecm48dec01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M-50/en/ecm50dec01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M-50/en/ecm50dec01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319-2015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319-2015_e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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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65起可能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并积极调查了其中6起事件。62此外，实况

调查工作组调查了叙利亚政府向禁化武组织报告的一些据称事件。63

实况调查工作组调查了广泛报道的2017年4月在伊德利卜南部汉谢洪地

区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并得出结论认为，“许多人（其中一些人

已经死亡）接触了沙林或沙林样物质”。64据报道，这一事件导致80多人

死亡，3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儿童，这促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授权于4月7日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进行军事打击，其依据

是美国情报部门确定，该基地是实施化学袭击的飞机基地。65这是美国首次

采取单方面行动，也是针对叙利亚政府的首次蓄意打击。 

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都极力否认对汉谢洪袭击负责。两国都暗示，这些

化学气体可能是通过叙利亚飞机对汉谢洪附近一个存放叛军弹药和设备的仓

库的空袭释放出来的，66或者是反阿萨德武装策划的看似化学武器袭击。67

在4月13日的采访中，阿萨德总统说，这次袭击是美国“与恐怖分子密切合

作”，是“100%的捏造”，意在为空袭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提供借口。68他补

62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2016年开展活动的最新情况摘要》，S/1445/2016，
2016年12月27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 Mission/s-1445-2016_e_.pdf

63 关于2016年8月2日在阿勒颇省阿瓦米德地区报告的一起事件，实况调查工作组的结论是，它无法满

怀信心地确定某一特定化学品是否在该事件中被用作武器。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

查工作组关于2016年8月2日事件的报告，载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16年8月16日第69号普通照会，

S/1444/2016，2016年12月21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 Fact_Finding_Mission/s-1444-
2016_e_.pdf。在另一起报告的事件中，实况调查工作组证实，两名女性伤亡者于2016年9月16日在阿

勒颇乌姆侯什接触硫芥。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关于2016年9月16日事件的

报告，载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16年11月29日第113号普通照会，S/1491/2017，2017年5月1日，载

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491-2017_e_.pdf。
64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工作组关于2017年4月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汉谢洪发生的被控

事件的报告，S/1510/2017，2017年6月29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
Mission/s-1510-2017_e_.pdf。

65 “叙利亚战争：美国在化学‘袭击’后发动导弹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7年4月7日，载于

www.bbc.co.uk/news/world-us-canada-39523654。
66 “‘化学武器’：美国两届政府在叙利亚使用的不切实际的借口”，Sputnik新闻，2017年4月9日，载

于: https://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704091052469244-us-syria-chemical-weapons-war-pretext/。
67 Ben Kamisar，“俄罗斯：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可能‘上演’ ”，The Hill，2017年4月14日，载于： 

http://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328808-russia-questions-whether-syria-chemical-attack-was-staged。
68 Josie Ensor， “‘儿童真的死了吗？’阿萨德称叙利亚化学袭击是“100%的捏造”，《电讯报》，

2017年4月13日，载于: 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4/13/chemical-weapons-experts-sent-turkey-
investigate-alleged-syrian/?WT.mc_id=tmgoff_fb_tmg。

https://www.opcw.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act_Finding_Mission/s-1445-2016_e_.pdf
https://www.opcw.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act_Finding_Mission/s-1444-2016_e_.pdf
https://www.opcw.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act_Finding_Mission/s-1444-2016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491-2017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510-2017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Fact_Finding_Mission/s-1510-2017_e_.pdf
http://www.bbc.co.uk/news/world-us-canada-39523654
https://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704091052469244-us-syria-chemical-weapons-war-pretext/
http://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328808-russia-questions-whether-syria-chemical-attack-was-staged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4/13/chemical-weapons-experts-sent-turkey-investigate-alleged-syrian/?WT.mc_id=tmgoff_fb_tmg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4/13/chemical-weapons-experts-sent-turkey-investigate-alleged-syrian/?WT.mc_id=tmgoff_fb_t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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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说：“现在有很多假视频_我们不知道那些死亡的儿童是否是在汉谢洪被

杀害的。他们真的死了吗？”

与2013年8月发生的古塔袭击事件不同，由于实况调查工作组调查了汉

谢洪事件，联合调查机制受命确定这次袭击的责任，在编写本报告时，这是

继2013年古塔事件之后已知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二大事件。联合调查

机制的结论——阿萨德武装应对这次袭击负责——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叙

利亚和俄罗斯向实况调查工作组施压，要求其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访问该镇，

但安全条件(该镇不在叙利亚政府控制之下)以及其他可获得的可信证据不利

于现场访问。69某些亲俄媒体分子利用不进行现场视察的决定来质疑实况调

查工作组的调查结果。70俄罗斯和伊朗在2017年11月提出的禁化武组织执行

理事会的一项决定草案建议，禁化武组织应保留“非基于现场调查结果的调

查结果”。71而联合调查机制则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进行了现场视察。72

据广泛报道，另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发生在2018年4月7日东古

塔地区的杜马镇。7340多人据称在袭击中丧生。实况调查工作组立即开始调

查这次袭击，此次进行了两次现场访问。在编写本报告时，尚未就使用了何

种化学剂（如果有使用）得出结论。74由于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在杜马袭击

时已经结束，实况调查工作组的调查结果不会成为联合调查机制得出责任结

论的依据。

69 禁化武组织，上注64，第7段。

70 “汉谢洪：我们必须确认真相”，RT，2017年7月27日，载于：www.rt.com/op-edge/397696-khan-
shaykhun-syria-incident-investigation/。

71 Anthony Deutsch，“继联合国否决后，俄罗斯反对化学武器监督机构”，路透社，2017年11月21日，

载于：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chemicalweapons/after-u-n-veto-russia-moves-against-
chemical-weapons-watchdog-idUSKBN1DL1UF。见 “俄罗斯联邦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舒尔金大使阁下

在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上就议程项目4发表的声明”，EC-M-56/NAT.7，2017年11月9日（俄罗

斯声明），第1页，其中指出，“在进行调查时，视察员必须访问事件现场。否则，所有物证都会通

过“第三方”进入实况调查工作组。这意味着不符合保护证据的基本保管链原则。”

72 “联合国和禁化武组织调查人员在气体袭击调查中访问叙利亚空军基地” ，NRT，2017年10月13日。

73 “叙利亚战争：我们对杜马‘化学袭击’的了解”，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8年4月16日，载于：

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3697084。
74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向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杜马部署禁化

武组织实况调查工作组的最新情况”， EC-M-59/DG.2，2018年4月18日。

http://www.rt.com/op-edge/397696-khan-shaykhun-syria-incident-investigation/
http://www.rt.com/op-edge/397696-khan-shaykhun-syria-incident-investigation/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chemicalweapons/after-u-n-veto-russia-moves-against-chemical-weapons-watchdog-idUSKBN1DL1UF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chemicalweapons/after-u-n-veto-russia-moves-against-chemical-weapons-watchdog-idUSKBN1DL1UF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369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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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红线：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现在应怎样

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

在实况调查工作组 2014年报告确定叙利亚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氯）以

及新闻媒体和人权团体描绘此类袭击的后果的详细报道（包括在安全理事会

会议期间播放的视频片段75）出现之后，安全理事会于2015年8月7日通过了

建立联合调查机制的第2235号决议。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

查明在叙利亚实施、组织、赞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使用化学品作为武器的事

件（实况调查工作组调查结果的主题）的相关个人、实体、团体或政府。76

安全理事会重申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对联合调查机制最

初授权只有一年，安全理事会第2319号决议将其延长至2017年11月。77新决

议要求联合调查机制更加重视非国家行为者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特别是通

过与联合国反恐和不扩散机构开展协商并向其通报情况。78

联合调查机制在2016年8月和10月的报告中发现，叙利亚武装部队于

2014年4月21日在塔勒曼尼斯（氯）、2015年3月16日在萨尔明（氯）和2015

年3月16日在库梅纳斯（氯）使用了化学武器。79调查还发现，伊斯兰国在

2015年8月21日马利镇的一起事件中使用了硫芥。80

如上所述，联合调查机制得出结论认为，叙利亚空军应对汉谢洪的沙林

袭击负责。81联合调查机制还发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于2016年9月16日在

75 “叙利亚战争：‘氯气’袭击视频让联合国泪流满面”，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5年4月17日，载

于：www. 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32346790。
76 联合国安理会第2235号决议，2015年8月7日，第5段。

77 联合国安理会第2319号决议，2016年11月17日。

78 安全理事会鼓励联合调查机制与适当的联合国反恐和不扩散机构、特别是1540委员会和基地组织制裁

委员会协商，以便交流关于非国家行为者在叙利亚实施、组织、赞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使用化学品作

为武器的信息，并请联合调查机制向这些机构通报其相关工作成果。联合国安理会第2319号决议，第

4、9段。

79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的第三次报告》，联合国S/2016/738号文件，2016年8月
21日(联合调查机制第三次报告)，第54、56段；《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四次报

告》，联合国S/2016/888号文件，2016年10月21日，第10段。19.
80 《联合调查机制第三次报告》，上注79，第58段。

81 据媒体报道，联合调查机制报告称，联合调查机制“确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应对汉谢洪沙林的释放

负责”。“联合国-禁化武组织调查人员‘相信’大马士革应为4月份的沙林袭击负责”，RT，2017年
10月28日，载于：www.rt.com/news/ 407901-opcw-jim-syria-chemical-attack/。

http://www. 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32346790
https://www.rt.com/news/407901-opcw-jim-syria-chemical-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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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颇省乌姆侯什使用硫芥进行了一次袭击。82这些发现带来很高的政治风

险。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指责俄罗斯试图掩盖叙

利亚政府使用沙林的事实，他表示，这“只会破坏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全球

共识”。83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Nikki Haley）表示，该报告进一

步“证实了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84在联合调查机制报告发布的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评论说，叙利亚“阿萨德家族

的统治”即将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85俄罗斯方面表示，它已

“开始对这份技术性质非常复杂的文件进行详细研究”。此类工作应在各部

门相关专家的参与下进行。”86 

2017年10月24日和11月16日，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分别第九次和第十

次使用否决权，试图阻止本会延长联合调查机制授权期限的决议。87俄罗斯

大使在解释时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专业的机制，帮助防止化学恐怖

主义威胁在该地区扩散，美国需要一个傀儡般的机构来操纵公众舆论”，而

美国大使评论说，“俄罗斯扼杀了联合调查机制”。88

联合调查机制调查的结束意味着，除了禁化武组织之外89，没有任何

国际机构被授权确定2018年4月在杜马发生的所谓化学武器袭击的责任。美

82 Rick Gladstone，“联合国小组指责叙利亚对村庄进行化学袭击”，《纽约时报》，2017年10月26日，

载于：www.nytimes.com/2017/10/26/world/middleeast/syria-chemical-khan-shekhoun.html。
83 “英国引用叙利亚‘掩盖’称俄罗斯破坏针对化学武器的行动”，路透社，2017年10月27日，载于：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mideast-crisis-syria-un-britain/russia-undermining-action-against-chemical-
weapons-says-uk-citing-syria-cover-up-idUKKBN1CW1AN。

84 “联合国禁化武组织调查人员‘相信’大马士革应为4月份的沙林袭击负责”，见上注81。
85 “Tillerson：阿萨德家族统治即将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RT，2017年10月26日，载于：

www.rt.com/news/407855-tillerson-syria-assad-russia/。
86 “联合国禁化武组织调查人员‘相信’认为大马士革应为4月份的沙林袭击负责”，见上注81。
87 Rodrigo Campos，“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关于查明谁在叙利亚实施化学武器袭击的决议”，《独

立报》，2017年10月24日，载于：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russia-syria-chemical-
weapons-attack-sarin-un-resolution-china-moscow-assad-rebels-war-latest-a8017511.html；“叙利亚：俄罗

斯阻止延长化学袭击调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6年11月16日。

88 Michelle Nichols，“俄罗斯对叙利亚行动投下第10次联合国否决权，阻止延长调查”，路透社，2017
年11月16日，载于：https://ca.reuters.com/article/topNews/idCAKBN1DG31I-OCATP。

89 根据《禁化武公约》，缔约国大会必须“应审查本公约的遵守情况”，并“根据第七条采取必要措

施，确保本公约得到遵守，纠正和补救与本公约条款相违背的任何情况”：《禁化武公约》，第八

条，第（二十）、（二十一）款第（十一）项。另见第八条(第（三十五）、（三十六）款)，要求执

行理事会考虑有关遵约的问题”，以及第十二条。

http://www.nytimes.com/2017/10/26/world/middleeast/syria-chemical-khan-shekhoun.html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mideast-crisis-syria-un-britain/russia-undermining-action-against-chemical-weapons-says-uk-citing-syria-cover-up-idUKKBN1CW1AN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mideast-crisis-syria-un-britain/russia-undermining-action-against-chemical-weapons-says-uk-citing-syria-cover-up-idUKKBN1CW1AN
https://www.rt.com/news/407855-tillerson-syria-assad-russia/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russia-syria-chemical-weapons-attack-sarin-un-resolution-china-moscow-assad-rebels-war-latest-a8017511.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russia-syria-chemical-weapons-attack-sarin-un-resolution-china-moscow-assad-rebels-war-latest-a8017511.html
https://ca.reuters.com/article/topNews/idCAKBN1DG31I-OC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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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很快将对叛军控制的城镇的袭击归咎于叙利

亚政府，叙利亚及其盟友强烈否认了这一指控，导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禁

化武组织发生激烈争论。双方都投票反对对方关于建立一个新机构调查叙利

亚化学袭击的提议。90美国、英国和法国于2018年4月13日对叙利亚的三个研

究、储存和军事目标发动了惩罚性空袭。91

如果叙利亚违反第2118号决议使用了化学武器，安全理事会是否会兑现

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承诺，仍有待观察。92这无疑是政治

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的：

安全理事会此前认定，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都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构成威胁，都严重违反国际法。我希望安全理事会现在能团结起

来，利用现有工具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对使用化学武器者绳之以

法，以震慑并制止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必须对这种令人发指的袭击

进行惩罚。93

根据第七章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叙利亚局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ICC)，94以及设立一个特设国际法庭或混合法庭，调查和起诉被控应对化学

武器罪行负责的人。95如果安全理事会未能就这类措施达成共识，则表明其

明确承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构成国际罪行，从而为国家

起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编写本报告时，尽管联合调查机制报告称，在六

90 Julian Borger，“叙利亚化学袭击：随着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和俄罗斯未能达成联合国协议”，《卫

报》，2018年4月20日，载于：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pr/10/russia-hits-back-over-syria-
chemical-attack-with-call-for-un-inquiry。

91 H. Cooper、T. Gibbons-Neff和 B. Hubbard，见上注10。
92 联合国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第21段；联合国安理会第2235号决议，第15段。值得注意的是，延长联

合调查机制任期的安理会第2319号决议没有重申这一声明。

93 “2 0 1 7年4月2 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方案一事的进展”，

S/2017/373，2017年4月28日。

94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联合国A/CONF.183/9号文件。1998年7月17日（2002年7月1日生效）

(《罗马规约》第十三条第二款)。法国在2014年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本应让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情势提

交国际刑事法院，但被安全理事会两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否决。“反对票阻止安理会通过

决议草案，未能成功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SC/11407号文件，2014年5月22日。

95 安全理事会利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的权力设立了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即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还在建立混合法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柬埔寨

法院特别法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和东帝汶特别小组。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pr/10/russia-hits-back-over-syria-chemical-attack-with-call-for-un-inquiry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apr/10/russia-hits-back-over-syria-chemical-attack-with-call-for-un-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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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单独事件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要对化学武器袭击负责，但安全理事

会的任何此类行动仍因俄罗斯可能使用否决权而受阻。

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对叙利亚的额外视察

由于安全理事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僵局，禁化武组织对联合调查机制

2016年的报告做出了谨慎回应，执行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定，授权技术秘书

处对联合调查机制第三和第四次报告中确定的参与将有毒化学品武器化、储

存、交付和用作武器的地点进行进一步视察。96该决定还要求秘书处“保留

并迅速分析其认为与现有或未来关于拥有或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相关的任何

信息或材料，包括叙利亚化学武器计划的样本”。97此外，要求秘书处每年

两次对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的拜尔宰和杰姆拉亚设施进行检查，包括取样和

分析。98

执行理事会的决定是寻求共识的努力无果后所达成的政治妥协，缺少

有关问责制的调查结果或措施。99对联合调查机制确定参与使用化学武器的

场址的额外视察只涉及第三和第四次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件（三起涉及氯的

事件和一起涉及硫芥的事件）。由于实况调查工作组已经调查了与这些事件

有关的事实，额外的视察似乎是为了检查所用武器的来源地。在编写本报告

时，由于安全局势，无法对联合调查机制的第三和第四次报告中确定的地点

96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报

告”，执行理事会EC-83/DEC.5号决定，2016年11月11日，第10段。

97 同上。

98 同上，第11段。

99 执行理事会的决定以投票方式获得通过，这是禁化武组织协商一致决策做法的一个罕见例外。美国提

出的决定的前一版本载有基于禁化武组织采取行动特权的更强有力的措辞：见“美利坚合众国常驻禁

化武组织代表肯尼斯·沃德大使阁下在执行理事会第八十三届会议上的发言”，EC-83/NAT.5，2016
年10月11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83/en/United_States_of_America_Statement_at_
the_83nd_session_of_the_Executive_Council.pdf俄罗斯反过来提出一项决定，要求叙利亚对指控进行全

国调查。见“俄罗斯联邦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舒尔金大使阁下在执行理事会第八十三届会议上的发言

(谈及执行理事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表决结果)”，EC-83/NAT.20，2016年11月11日(俄罗斯

大使的发言)，载于：https://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83/en/ec83nat20_e_.pdf。西班牙提出了

妥协决定，最终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https://www.opcw.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83/en/United_States_of_America_Statement_at_the_83nd_session_of_the_Executive_Council.pdf
https://www.opcw.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83/en/United_States_of_America_Statement_at_the_83nd_session_of_the_Executive_Council.pdf
https://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83/en/ec83nat20_e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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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何视察。100可能需要执行理事会作出进一步决定，授权秘书处视察与

联合调查机制其他调查结果有关的场所，包括与涉及沙林的汉谢洪事件有关

的场所。

2017年2月和3月以及2018年2月，对拜尔宰和杰姆拉亚叙利亚科学研究

中心设施进行了视察，101目的是确定这些设施的活动是否符合《禁化武公

约》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义务。102长期以来，西方情报部门一直怀疑叙

利亚科学研究中心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计划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

与预期相反的是，叙利亚并未在其最初声明或随后提交给秘书处的呈件中提

到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103在视察拜尔宰和杰姆拉亚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设

施期间，视察小组没有发现任何不符合《禁化武公约》下叙利亚义务的活

动。104据报道，2017年9月7日，以色列105对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位于马斯亚

夫的另一个设施发动军事打击，西方情报部门怀疑该设施生产化学弹药，并

对附近一个用于储存短程地对地导弹的军营发动了军事打击。106执行理事会

的决定不包括这一设施。据称2018年4月在杜马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

美国与英国和法国联合进行空中打击的目标之一是拜尔宰的叙利亚科学研究

中心设施。五角大楼表示，该地点现在“除了瓦砾什么都没有”。107

100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的报告：执行理事会EC-83/ DEC.5号决定(2016年11月11日)的执行情况，EC-84/
DG.25，2017年3月6日，第3段，载于：www.opcw.org/ fileadmin/OPCW/EC/84/en/ec84dg25_e_.pdf。

101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的报告：根据EC-83/ DEC.5号决定(2016年11月11日)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拜尔

宰和杰姆拉亚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设施进行的首次视察，EC-85/DG.16，2017年6月2日(首次视察报

告)，第3段，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85/en/ec85dg16_e_.pdf；禁化武组织，“总干

事的说明：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计划取得的进展”，EC-88/ DG.1，2018年3月23日(总干事的说明)，
第11段。

102 《第一次视察报告》，上注101，第4段；总干事的说明，上注101，第11段。

103 《禁化武公约》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要求缔约国“具体说明……自1946年1月1日以来主要为

发展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的确切位置、性质和一般活动范围”。此外，执行

理事会EC-M/33/DEC.1号决定第1(a)(三)段要求叙利亚向秘书处提交关于其化学武器研发设施的信息。

104 《第一次视察报告》，上注101，第10段；总干事的说明，上注101，第11段。

105 以色列是仅有的四个非《禁化武公约》缔约国之一，但它是签署国。其他非缔约国是埃及、朝鲜和南

苏丹。

106 “‘以色列战机袭击叙利亚马斯亚夫化学场所’— 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7年9月7日，载

于：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41184867。
107 Keith Collins、Joe Ward和Karen Yourish，“我们对叙利亚三个目标地点的了解”，《纽约时报》，

2018年4月14日，载于：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4/14/world/middleeast/syria-airstrikes-
chemical-weapons-sites.html。据报道，另外两次空袭针对的是Him Shinshar化学武器储存地点和掩体。

https://www.opcw.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C/84/en/ec84dg25_e_.pdf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EC/85/en/ec85dg16_e_.pdf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41184867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4/14/world/middleeast/syria-airstrikes-chemical-weapons-sit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4/14/world/middleeast/syria-airstrikes-chemical-weapons-si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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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决定中提到的“今后指控”表明，秘书处持续需要保留和

分析其在活动过程中收集的材料，包括实况调查工作组和申报评估小组的材

料。如果秘书处的工作结果表明存在违反《禁化武公约》的情况，这可能为

执行理事会按照《禁化武公约》的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依据。108然而，

鉴于通过执行理事会决定的政治背景存在很大争议，任何此类结果都需要明

确的和无可争议的。

最近，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在技术秘书处内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

可以在实况调查工作组确定或已经确定使用或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

以及在联合调查机制没有发布报告的情况下，查明使用化学武器的“肇事

者”。109该机制必须“保存和提供信息”给下文讨论的大会第71/248号决议

设立的机制，以及“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的任何相关调查实体”。110

国际公正独立机制

联合国大会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上也很积极，但不一致。2014

年至2016年期间的多项决议一再谴责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并呼吁

追究责任人的责任。111

2016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以多数票设立了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

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

公正独立机制（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在该决议中，大会对联合调查机制表

示赞赏，并回顾了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和其中所载结论。112这表明，国际公

108 《禁化武公约》第八条第（三十五）款要求执行理事会审议有关遵约的任何问题以及不遵约的情况，

并酌情通知各缔约国和提请缔约方大会注意该问题或事项。还要求执行理事会就纠正此情况和确保遵

守的措施向大会提出建议。如果情况特别严重和紧急，执行理事会应直接提请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注意该问题或事项，包括有关资料和结论 (第八条第（三十六）款)。
109 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决定-应对使用化学武器带来的威胁”， C-SS-4/DEC.3，2018年6月27日，

第10段。

110 同上，第12段。

111 大会A/RES/69/67号决议，2014年12月11日，序言部分第8段；大会A/RES/70/41号决议，2015年12
月11日，序言部分第6段；大会A/RES/71/69号决议，2016年12月14日，执行部分第1段；大会A/
RES/71/203号决议，2016年12月19日，执行部分第3-9、13段和序言部分第8、13和30段。另见同上，

执行部分第42段，鼓励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确保有责必究，同时特别提出国际刑事法院可在

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12 大会A/RES/71/248号决议，2016年12月21日，序言部分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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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独立机制的任务之一是收集和分析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即使用化学武

器的证据。113秘书长关于建立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报告

指出，联合调查机制调查发现的三起化学武器袭击“根据具体情况，这些袭

击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114联合调查机制被特别提及为国际公正

独立机制收集证据和相关信息的来源。115

强调在叙利亚犯下的化学武器罪行似乎反映在人权理事会任命的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该委员会是国际公正

独立机制的主要信息来源。在2017年8月8日的报告中，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

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对汉谢洪的化学武器袭击，并根据实况调查工作组报告

以及对幸存者、医务人员和其他人的访谈得出结论，叙利亚政府应对此次袭

击负责。116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还公布了一张记录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叙利

亚地图。117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没有提到联合调查机制，也没有

提到后者的具体任务是确定实况调查工作组在叙利亚证实的化学武器袭击的

责任。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即独立的联合国机构任务是否有可能重叠以及

是否有必要进行协调。如果联合调查机制对汉谢洪袭击或其他袭击的责任做

出了不同于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独立国际

调查委员会和联合调查机制可信度的怀疑。这也可能使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和

任何试图依赖该机构所举证据的法院工作复杂化。事实证明，独立国际调查

委员会和联合调查机制都认为叙利亚政府应对汉谢洪的袭击负责。

113 同上，执行部分第4段。

114 秘书长的报告：关于建立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

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决议执行情况，联合国A/71/755号文件，2017年1月19日，

第6段。

115 同上，第12段。另见附件，“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

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负责者的国际、公正和独立机制的职权范围”，第5(a)段。

116 见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A/
HRC/36/55号文件，2017年8月8日，第77段，认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叙利亚军在4月4日早晨6时45分
左右使用沙林毒气炸弹袭击了汉谢洪镇，该做法构成使用化学武器和不加区别袭击平民居住区的战争

罪。叙利亚军使用沙林毒气还违反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2118(2013)号决议”。

117 见信息图，载于：www.ohchr.org/SiteCollectionImages/Bodies/HRCouncil/IICISyria/COISyria_
ChemicalWeapons.jpg.

http://www.ohchr.org/SiteCollectionImages/Bodies/HRCouncil/IICISyria/COISyria_ChemicalWeapons.jpg
http://www.ohchr.org/SiteCollectionImages/Bodies/HRCouncil/IICISyria/COISyria_ChemicalWeapon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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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A/
HRC/27/60号文件，2014年8月13日，第118段。

119 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A/
HRC/25/65号文件，2014年2月12日，第127-129段。

120 反对使用化武有罪不罚问题的国际伙伴关系网站，网址为：www. noimpunitychemicalweapons.org/-en-.html。
121 “发起反对使用化武有罪不罚问题的国际伙伴关系(2018年1月23日)”，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

载于：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disarmament-and-non-proliferation/events/article/ 
chemical-weapons-ending-impunity-23-01-18。

这不是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将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的责任归咎

于叙利亚政府。在2014年8月13日的报告中，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认为，

“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在4月份10天内发生的8起事件中，对Kafr Zeita, Al-

Tamana’a和Tal Minnis使用了化学制剂，可能是氯气，而且“也有合理理由

认为，这些制剂是政府直升机从空中投掷下的桶装炸弹中携带的。118独立国

际调查委员会此前曾于2014年2月12日报告称，在阿萨尔袭击中使用的化学

剂具有“与在古塔使用的化学剂相同的独特特征”。该报告还指出，古塔袭

击的实施者“可能掌握了叙利亚军方的化学武器库存，以及安全操作大量化

学剂所需的专门知识和设备”。然而，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现，在确定古

塔化学袭击的肇事者方面，没有达到其“证据门槛”。119

反对使用化武有罪不罚问题的国际伙伴关系

2018年1月23日，29个国家核可了法国提出的反对使用化武有罪不罚问

题的国际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是一项政府间倡议，旨在“补充完善打击化

学武器扩散的国际机制”，并“专门处理世界各地化学袭击肇事者有罪不

罚的问题”。120参与国承诺收集、汇编和促进信息共享，以追究犯罪人的责

任，并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建设起诉犯罪人的能力。121虽然该伙伴关系不仅仅

关注叙利亚，但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方面，其任务似乎与上文讨论的国际

公正独立机制的任务某种程度上重叠。如果该伙伴关系与国际公正独立机制

携手合作，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信息共享平台，并可能有助于提高国际

公正独立机制就叙利亚化学武器犯罪问题执行任务的能力。

https://www.noimpunitychemicalweapons.org/-en-.html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disarmament-and-non-proliferation/events/article/ chemical-weapons-ending-impunity-23-01-18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disarmament-and-non-proliferation/events/article/ chemical-weapons-ending-impunity-2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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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责任的其他办法

联合国和禁化武组织的调查证实，叙利亚武装冲突期间使用了化学武

器，但问责仍然可望而不可及，责任也存在争议。这场武装冲突中的每一方

都指责他人使用化学武器，没有一方承认使用过化学武器。联合调查机制关

于责任的调查结果本应是权威的，但尚未被一致接受，大马士革和俄罗斯对

其方法和结论提出批评。122因此，建立联合调查机制的安全理事会尚未就联

合调查机制的结论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它在自己的决议中一再承诺这样做。

2017年2月28日，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该决议草

案本来会因联合调查机制发现涉嫌使用氯气事件对一些叙利亚军官和实体实

施制裁。123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解释否决时表

示：“至于对叙利亚领导人的制裁，我认为现在这一举动完全不合适。这对

谈判进程没有任何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它只会伤害或破坏信心。”124如上

所述，2017年10月24日和11月16日，俄罗斯再次使用否决权阻止了本可以延

长联合调查机制任务期限的决议。125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谁应对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负责的信息战继续

在国际新闻媒体中上演，因而在普通公众的脑海中对这一问题的每一项诉

求和反诉进一步造成疑问和困惑。126《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详

细描述并列出据称叙利亚政府中对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负有责任者的组

织图。127RT最近的另一篇文章回顾了莫斯科的警告，即实况调查工作组的

报告“有许多缺陷，不能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并强调“联合调查机制特

122 俄罗斯驻禁化武组织大使在谈到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时说：“这些结论没有说服力，它们是肤浅的，

而且是用可疑的方法得出的。”见俄罗斯大使的声明，上注99。另见俄罗斯声明，上注71。
123 Somini Sengupta，“俄罗斯和美国在安全理事会表决叙利亚问题上的冲突”，《纽约时报》，2017

年2月28日，载于：www.nytimes.com/2017/02/28/world/middleeast/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yria-
sanctions-russia-trump.html。

124 同上。

125 见上注86-88。
126 见如，Seymour M. Hersh，“谁的沙林？”，《伦敦书评》，第35卷，第24期，2013年12月19日，载

于：www.lrb.co.uk/v35/n24/seymour-m-hersh/whose-sarin。
127 Gregory Koblentz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杀伤链”，外交政策，2017年4月7日，载于：http://

foreignpolicy.com/2017/04/07/syrias-chemical-weapons-kill-chain-assad-sarin/。

http://www.nytimes.com/2017/02/28/world/middleeast/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yria-sanctions-russia-trump.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7/02/28/world/middleeast/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yria-sanctions-russia-trump.html
http://www.lrb.co.uk/v35/n24/seymour-m-hersh/whose-sarin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4/07/syrias-chemical-weapons-kill-chain-assad-sarin/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4/07/syrias-chemical-weapons-kill-chain-assad-s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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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从未真正访问过所谓的袭击现场，……依靠控制该地区的激进组织收

集的证据……[和]也未能适当视察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未在那里收集当地

样本”。128有人声称叙利亚政府应对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化学武器袭击，并

支持平民使用从未申报或核实过的氯库存或未申报库存中的沙林负责，对

此，另一种说法是，试图废黜阿萨德的部队将化学武器走私到叙利亚，可

能是从土耳其走私到叙利亚，目的是策划使用一种武器，以归咎于叙利亚

政府，并将促使国际社会干预对阿萨德武装的战争。129

由于缺乏国际公认的真相，信息相互矛盾，政治和法律分歧严重，我们

应该做些什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应对这些指控作出何种回应是显而易

见的。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是战争罪，必须调查战争罪；那些被怀疑

负有责任的人必须受到起诉，如果被认定有罪，就必须受到惩罚。130叙利亚

高度紧张的政治背景和存在争议的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加上现有国际机制已

经奠定的基础，强烈表明一个独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将是适当调查和起诉犯罪

人的最合适论坛。

国际刑事法院

一种办法是安全理事会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的权力，将叙

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131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十三条第

（二）款，安全理事会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检察官移交国

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虽然在某些方面

128 “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延长叙利亚化学武器调查的决议”，RT，2017年10月24日，载于：

www.rt.com/news/407641-russia-veto-chemical-un-resolution/。
129 见如，S. M. Hersh，上注126。
13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法研究》第74条（上注29）指出，在国际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禁

止使用化学武器”。第（一百六十五）条指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构成战争罪”。《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章程》第3（a）条规定了对“使用有毒武器或旨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其他武器”的管辖

权。根据《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第17至18目和第八条第（二）款第（五）项第（十三）至

（十四）目，在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和“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

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构成战争罪。

131 叙利亚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如果叙利亚是《规约》的缔约国，如果发现叙利亚不能或不愿意

起诉《规约》规定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可能能够行使管辖权。见《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二款第

（二）项、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

https://www.rt.com/news/407641-russia-veto-chemical-un-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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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似乎显然是审判这些战争罪行的论坛，但这一办法存在两个主

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一项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安

理会决议几乎肯定会被俄罗斯否决，可能还有中国。这一点在2014年已经得

到了证实，当时一项由安全理事会13个成员国支持的决议草案被俄罗斯和中

国否决，该决议草案本可以将叙利亚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132

第二个问题是法律问题。使用化学武器没有被特别列为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下的罪行。如上所述，国际刑事法院对在国际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使用“毒物或毒性武器”或“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的战争罪拥有管辖

权。133虽然乍看使用化学武器的大多数情况似乎都属于这些类别，但《罗马

规约》的起草历史表明，化学武器被故意排除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之

外。134在罗马会议期间，对将化学武器纳入第八条进行了辩论。135第八条先

前的草案特别提到“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所界定和禁止的化学武器”。尽管故意不提及《禁化

武公约公约》中定义的化学武器， 但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毒物或毒性

武器”和“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

器件”— 直接来自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措辞— 实际上包括所有化学

武器。136

《规约》草案还广泛禁止造成不必要痛苦和过度伤害以及本质上具

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核武器拥有国反对这一条款，因为该条款也将禁

止使用核武器。为了安抚一些视生物和化学武器为“穷人的”大规模毁灭

132  “俄罗斯、中国阻止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新闻中心，2014年5月22日。

133  《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七）至（十八）目，第八条第（二）款第（五）项第

（十三）至（十四）目。

134  见Dapo Akande，“国际刑事法院能否起诉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 EJIL: Talk！，2013年8
月23日，载于：www.ejiltalk.org/can-the-icc-prosecute-for-use-of-chemical-weapons-in-syria/。

135  关于讨论，见Amal Alamuddin和Philippa Webb，“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八条扩大对战争罪的

管辖权”，《国际刑事司法杂志》，第8卷，第5期，2010年11月1日，第1227~1228页。

136  见如，Ralf Trapp，“对伊斯兰国和化学武器的调查”，Just Security”，2015年10月27日，载于：

www.justsecurity.org/27116/investigation-islamic-state-chemical-weapons/；Alex Whiting，“国际刑事法

院、伊斯兰国和化学武器”， Just Security，2015年11月4日，载于：www.justsecurity.org/27359/icc-
islamic-state-chemical-weapons/。见反对派Kevin Jon Heller，“《罗马规约》没有将化学和生物武器

定为犯罪”，法律确信，2015年11月5日，载于：http://opiniojuris.org/2015/11/05/why-the-rome-statute-
does-not-criminalise-chemical-and-biological-weapons/。

http://www.ejiltalk.org/can-the-icc-prosecute-for-use-of-chemical-weapons-in-syria/
http://www.justsecurity.org/27116/investigation-islamic-state-chemical-weapons/
http://www.justsecurity.org/27359/icc-islamic-state-chemical-weapons/
http://www.justsecurity.org/27359/icc-islamic-state-chemical-weapons/
http://opiniojuris.org/2015/11/05/why-the-rome-statute-does-not-criminalise-chemical-and-biological-weapons/
http://opiniojuris.org/2015/11/05/why-the-rome-statute-does-not-criminalise-chemical-and-biological-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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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武器的无核国家，在一项妥协性的动议中，删除了关于生物和化学武器

的条款，同时删除了能够涵盖核武器的广泛性一般规定。137取而代之的是

留空，可能允许稍后单独添加这些武器。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

（二十）目规定了对战争罪的管辖权，即使用“违反武装冲突国际法规，

使用具有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或基本上为滥杀滥伤的武

器、射弹、装备和作战方法”。这一规定只有在就列出这类武器的附件达

成一致后才能实施。尚未达成共识。即使同意这样一个列出化学武器的附

件，该条款也只出现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争罪清单中，因此可能不适用

于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 

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裁定使用化学武器确实违反了《罗马规约》第八条第

（二）款第（五）项第（十三）至（十四）目关于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

器”或“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的规定，则会产生另一个管辖权问题。

根据《罗马规约》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五）款，在2010年坎帕拉审查会议

上，这些条款被列入《罗马规约》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战争罪清单。

该条款规定，修正案将对批准该修正案的每个缔约国生效。对于未批准修正

案的缔约国，“本法院不得对该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或在其境内实施的修正案

所述犯罪行使管辖权”。叙利亚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从《规约》的

案文看，不清楚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情况是否涵盖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五）款

修正案增列的罪行。由于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五）款寻求基于国家同意规定

管辖权，而安全理事会移交情势不是基于国家同意，可以认为第一百二十一

条第（五）款在逻辑上不能适用于安全理事会的移案。138这种解释最符合

《罗马规约》中安全理事会移交情势的情况。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将如何确

定这一事项仍有待观察。139

《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一）目或第八条第（二）款

第（五）项第（一）目规定，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理论上可以被起诉为

137 见William Schabas，“化学武器：这是犯罪吗？”，人权博士研究，2013年4月23日，载于：http://
humanrightsdoctorate.blogspot.nl/2013/04/chemical-weapons-is-it-crime.html。

138 见D. Akande，上注134。
139 同上。

http://humanrightsdoctorate.blogspot.nl/2013/04/chemical-weapons-is-it-crime.html
http://humanrightsdoctorate.blogspot.nl/2013/04/chemical-weapons-is-it-cri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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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有积极参加敌对行动的人或失去战斗力的武装部队成员的“生命与人身

施以暴力”，或“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

平民”。但要为这些指控定罪，则必须证明袭击是针对平民或那些没有直接

参与敌对行动的人。这类内容并未涵盖使用化学武器的全部犯罪行为，即使

是针对武装部队成员的化学武器也是被禁止的。

根据《罗马规约》将使用化学武器作为战争罪起诉的替代办法是根据

《规约》第七条将使用化学武器作为危害人类罪起诉。如果这种使用导致一

种被禁止的行为（例如谋杀、灭绝、迫害140或其他类似性质的不人道行为，

故意对身体或精神或身体健康造成巨大痛苦或严重伤害，并且这种行为是作

为对平民人口的广泛或系统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

况。一种情况是，在针对平民的多种暴力行为背景下使用化学武器以推进

实施袭击的组织政策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141化学武器的一系列使用也可能

构成危害人类罪。鉴于实况调查工作组和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证实了叙利亚

境内一再使用化学武器，并有报告称存在使用化学武器与其他针对平民的袭

击的情况，142将使用化学武器作为危害人类罪起诉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起诉选

择，前提是犯罪的所有要素都能够得到证明。

根据《罗马规约》第八条，使用化学武器在理论上也可以作为灭绝种族

罪起诉，如果这种行为构成被禁止的行为之一，例如杀害目标群体的成员或

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同时意图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

教群体。使用化学武器作为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一种手段已经在其他法院受

140 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因某个团体或集体的身份而成为化学武器的目标，或作为该团体或集体而成为目

标，则可以证明受到迫害。国际刑事法院，《犯罪要件》，第七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目。

141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表示，在叙利亚使用任何化学武器将构成“危害人类罪”，犯罪人将面临

“严重后果”。“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将是‘危害人类罪’— 禁令”，联合国新闻中心，2013年
8月23日。同样，奥巴马总统指出，使用化学武器将构成危害人类罪。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总

统在向全国发表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讲话”，2013年9月10日，载于：www.whitehouse.gov/the-press-
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142 见人权观察，“叙利亚：对阿勒颇协调一致的化学袭击”，2017年2月13日，载于：www.whitehouse. 
gov/the-press-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9/10/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s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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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起诉。143然而，围绕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似乎并未证明冲突任何

一方存在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意图。相反，这些袭击似

乎是针对政治对手、敌方战斗人员或生活在叛军控制地区的平民。因此，很

难证明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会导致种族灭绝。

特设国际刑事法庭

另一个选择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它的权力

通过一项决议，设立一个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继联合调

查机制报告就问责作出结论之后，设立一个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问题的

法庭，将是安全理事会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安全理事会一再申明“使用化学

武器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认定“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都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构成威胁”，144强调“必须追究要对使用化学武器行为负责的人的责

任”，145并威胁在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使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它

的权力。146正如安全理事会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安全

理事会可以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赋予的权力，设立一个叙利亚问题特

设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可利用之前的相关决议、特别是建立联合调查机制

的第2235号决议，重点关注确定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

143 在安法尔案中，伊拉克问题特别法庭认定复兴党北方局秘书长阿里·哈桑·马吉德犯有使用化学武器对

库尔德人实施灭绝种族罪，他负责指挥1987-1988年期间该国库尔德人居住地区的所有国家机构。伊

拉克高等法庭，法尔汉·穆特拉克·贾布里、苏丹·哈希姆·艾哈迈德·塔埃、侯赛因·拉希德·穆

罕默德和阿里·哈桑·马吉德诉总检察长（Farhan Mutlak Al Jibouri, Sultan Hashim Ahmad Al Tae’e, 
Hussein Rashid Mohammed and Ali Hasan Al Majid v. the General Prosecutor），上诉委员会，2007年9月
4日，载于：www.worldcourts.com/ist/eng/decisions/2007.09.04_Prosecutor_v_al_ Majid_et_al.pdf。

144 联合国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2013年9月27日
145 同上，序言部分第8段和执行部分第1、5、15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部分第15段中，措辞略微改

为“应追究责任”)；联合国安理会第2209号决议，2015年3月6日，序言部分第8段。另见联合国安理

会第220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其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再次强调“必须追究应对把化学品包括氯气

和任何其他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负责的人的责任”。此外，见联合国安理会第2235号决议，执行部分

第4段(重申“必须追究应对把包括氯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负责的个人、实体、团

体或政府的责任”）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319号决议，序言部分第4段 （“重申使用化学武器严重违反

国际法，重申必须追究那些要对使用化学武器行为负责的个人、实体、团体或政府的责任”)。
146 联合国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1段；联合国安理会第220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联合

国安理会第2235号决议，第15段。

http://www.worldcourts.com/ist/eng/decisions/2007.09.04_Prosecutor_v_al_ Majid_et_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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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联合调查机制的调查结果至少提供了合理的理由，相信谁应对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袭击负责并足以发出逮捕令。正如叙利亚和俄罗斯政府所

声称的那样，如果联合调查机制的结论有缺陷，一个适当合法的调查和审判

可以说是收集和评估证据的最佳方式，允许在透明、公平和合法的过程中讨

论论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司法后续程序，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将是对此事

的最后官方说法 — 对于大马士革、俄罗斯或叙利亚其他盟友而言，这大概

不是最佳结果。

然而，安全理事会要通过这样一项决议，仍然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

致同意。如果俄罗斯或中国不相信建立一个化学武器犯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

的必要性或好处，这样的决议将永远不会获得通过。

国家起诉

国家法院也可以进行起诉，但国家管辖权取决于是否有适用的相关立

法，以及调查可能需要引渡和司法协助协议的复杂犯罪的能力和意愿。就

确定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真相”所需的资源和合法性而言，国际刑事

法庭可能更合适。尽管如此，如果管辖权成立，国家起诉可能是一种可行

的选择。

《禁化武公约》几乎获得普遍通过，147该公约第七条要求在国家一级将

使用化学武器定为刑事犯罪。截至2016年7月31日，145个缔约国（76%）实

施了禁令，143个缔约国（74%）实施了具体处罚。127个缔约国(66%)规定

了域外管辖权（针对国民犯下的罪行）。148此外，最全面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的规定见《禁化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2项。《禁化武公约》禁止缔约国

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禁止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或保

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一方转让化学武器，以任何方式协助、

147 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的说明：截至2015年10月17日加入《禁化武公约》的状况，S/1315/2015，2015
年10月19日，载于：www.opcw.org/fileadmin/OPCW/S_series/2015/en/s-1315-2015_e_.pdf。只有四个非缔约

国：埃及、以色列（签署国）、朝鲜和南苏丹（表示有意加入《禁化武公约》）。

148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的报告：截至2016年7月31日《化学武器公约》第七条执行情况概述，EC-83/
DG.11，C-21/DG.11，2016年9月11日，第19-21段。

http://www.opcw.org/fileadmin/OPCW/S_series/2015/en/s-1315-2015_e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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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或诱使任何一方从事的任何活动。149这一广泛可能的犯罪活动范畴涵盖

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犯罪人。然而，《禁化武公约》只要求国家立法涵盖

在缔约国领土上或由其国民犯下的罪行。因此，关于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

器，这意味着基本上只有叙利亚能够调查和起诉这些罪行（俄罗斯大使在禁

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3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这一点）。150如果外国战

斗人员参与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根据《禁化武公约》第七条，犯罪人的

国籍国有管辖权。然而，参与这些罪行的大多数人很可能是叙利亚国民，只

有少数《禁化武公约》缔约国立法允许对化学武器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不

论犯罪地点或罪犯国籍。151

更高比例的国家法院可能能够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犯罪行使普遍管辖

权，将这些行为作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进行起诉。特别是，

已经加入《罗马规约》并批准了《坎帕拉修正案》的国家可能已经制定立

法，允许起诉那些涉嫌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人，无论其国籍如何。152但

其他国家也可能有适用的立法，允许它们起诉涉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例

如袭击平民、不分皂白的袭击和谋杀）的人。

禁化武组织决策机关、缔约国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的做法支持国家起诉，

它们一贯“强调，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并且完全违反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和标准”。153在2015年4月21日通过的

《伊珀尔宣言》中，《禁化武公约》缔约国一致认定，“无论何时何地，任

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将违反国际

社会的法律规范和准则” ，并表示“坚信应追究对使用化学武器负责的人

149 《禁化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

150 见上注122。
151 下列国家的立法似乎支持在普遍管辖权下起诉化学武器罪行：瑞典（经修订的《刑法典》，第二（三）

章））；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刑法》第六条）；芬兰（《刑法典》摘录39/1889，第七节）；希腊

（第2991号法，第五节，第四条）；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9号法，第一章第三条和第五章第二十八

条；利比里亚（2008年《化学武器法》）；塞尔维亚共和国（第85/2005号刑法，第七至九条）。

152 截至2017年10月，34个缔约国批准了该文件。见：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
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0-a&chapter=18&clang=_en。修正案在缔约国接受修正案一年后

生效。

153 《禁化武公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报告，RC-3/3*，2013年4月19日。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0-a&chapter=18&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VIII-10-a&chapter=18&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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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154执行理事会的一些执行决定中重复了这一声明。155缔约国在决

策机构会议上的区域声明和国家声明重申了这些观点。15661个缔约国在2016

年缔约国大会上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坚信必须追究参与这些化学武

器袭击的每个行为者的责任”。1572017年，一个缔约国明确宣布，“无论何

时何地，任何人使用化学武器都构成国际犯罪”。158

在国家一级有起诉非国家行为者使用或拥有化学武器的一系列案件。其

中许多案件依赖于《禁化武公约》的执行立法，往往与恐怖主义指控联系在

一起。159使用化学武器也被作为战争罪、灭绝种族罪或危害人类罪在国家一

级进行起诉。在不列颠驻汉堡军事法庭审理的Zyklon B案中，安排向党卫军

154 《伊珀尔宣言》，2015年4月21日，载于：https://ieper100.org/commemoration/ieper-declaration/。
155 见禁化武组织，“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执行理事会EC-M-33/DEC号决定，2013年9月27日，序

言部分第1段；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亚实况调查工作组的报告”，执行理事会EC-M-48/
DEC.1号决定，2015年2月4日，序言部分第1段，执行部分第2-4段；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叙利

亚实况调查工作组的进一步报告”，执行理事会EC-M-50/DEC.1号决定，2015年11月23日，序言部分

第1段，执行部分第3-5段；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执行理事会EC-83/DEC.5号决定，2016年11月11日，第3-4段；禁化武组

织，“关于应对非国家行为者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的决定”，执行理事会EC-86/DEC.9号决定，

2017年10月13日，序言部分第3段，执行部分第3、5-8段。

156 见如，“不扩散和裁军问题特使Jacek Bylica代表欧洲联盟发表的声明”，C-21/NAT.5，2016年11月28
日："欧盟重申，坚信任何人（包括非国家行为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是令人

憎恶的，必须受到严厉谴责，必须追究应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使用化学武器构成违反国际

法、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芬兰、德国、印度、爱尔兰、新加坡和瑞士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157 C-21/NAT.17，2016年11月30日。

158 瑞典在2017年4月13日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第54次会议上的发言。另见瑞士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在

2016年缔约国大会上的发言：“追究那些严重违反国际法的犯罪人的责任至关重要，这些行为可构成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159 见如，联合王国诉戴维森案（未报告，纽卡斯尔刑事法庭，2010年5月14日）（与一个白人至上主义

团体有联系的被告生产了足以杀死9人的蓖麻毒素，违反了1996年《化学武器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二）项（联合王国））；美国，美国诉Levenderis案，806 F.3d 390 （2015年）（被告生产了一定

数量的蓖麻毒素-尽管与恐怖组织没有联系，但法院认定，化学武器的高杀伤力证明根据1998年《化

学武器公约执行法案》（美国）起诉是合理的）；美国，邦德诉美国案，572 US（2014年）；美国，

美国诉Fries aka Burns案， 781 F.3d 1137（2015）号（关于违反《1998年化学武器公约执行法案》生

产和使用化学武器（美国）的案件，该法涉及自制生产和使用一种氯化学装置，此装置产生巨大的

云，需要疏散居民区）；美国，美国诉盖恩，673 F.3d 771（第八巡回上诉法院，2012年）（被告拥有

足以杀死450人的氰化钾）；美国，美国诉克罗克，260 F. App’x 794（第六巡回上诉法院，2008年）

（被告试图获取VX神经毒气和氯气，作为袭击联邦法院阴谋的一部分）；美国，美国诉克拉，134 F. 
App’x 662（第五巡回上诉法院，2005年）（本院）（被告拥有氰化钠）；联合王国，联合王国诉阿

里（未报告，中央刑事法院（老贝利街），2015年9月18日）（被告试图违反1996年《化学武器法》

（联合王国），在“暗网”上获取蓖麻毒素）。

https://ieper100.org/commemoration/ieper-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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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毒气的公司老板和二把手被判犯有战争罪，即供应 “用于消灭关押在

集中营的盟军国民的毒气，而他们知道这些毒气将被如此使用”。160仅在奥

斯威辛/比克瑙，就有450万人因使用Zyklon B而被灭绝。161这一案例对于如

何将使用化学武器作为“大规模灭绝人类”162的工具作为国际罪行进行起诉

具有启发意义。163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驻中国的731部队和100部队使用化学和

生物武器，164在苏联国内被作为危害人类罪起诉。165

在审判期间不同当事方提交的呈文中，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被描

述为“在每个文明国家都被视为滔天罪行的行为”。166参与731部队和100部

队的个人也被中国当局起诉，但没有关于这些审判的可靠记录。在范·安拉

特，一名荷兰化学品经销商向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出售用于制造芥子气的化

学成分，他因参与种族灭绝和战争罪在荷兰受审。最终，他被判种族灭绝罪

罪名不成立，但战争罪罪名成立。167上诉法院168、荷兰最高法院169和欧洲人

权法院维持原判。170

160 英国军事法庭，Zyklon B案，第9号案件，汉堡，1946年3月8日，载于《战犯审判法律报告》，联合

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第1卷，1947年，第94页。

161 Jonathan B. Tucker，《神经之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基地组织的化学战》，万神殿图书公司，纽

约，2006年。

162 英国军事法庭，Zyklon B案，上注160。
163 这些行为被作为战争罪起诉，因为在进行这些审判时，灭绝种族罪尚未作为国际罪行编入法典(《灭

绝种族罪公约》于1948年通过)。此外，由于当时军事法庭适用战争法，该案的重点在于谋杀被拘留

的盟军平民，而不是谋杀犹太人的行为，尽管犹太人是毒气的主要受害者。

164 Sheldon H. Harris，《死亡工厂：1932-1945年期间的日本生物战和美国的掩盖》，劳特利奇，阿宾

登，1994年；Shirley Tourinsky (编)，《化学和生物战的医学方面》，美国陆军部医务总监办公室，

2008年，第418页。

165 Russell Working，“731部队的审判”，《日本时报》，2001年6月5日，载于：https://tinyurl.com/ 
ycmefuem；Philip R. Piccigallo，《受审的日本人：盟军在东方的战争罪行行动》，1945年-1951年，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德克萨斯州奥斯汀，1979年；Otozo Yamada，《审判被控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

的日本陆军退役军人的材料》，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0年。

166 O. Yamada，上注165，第490页。

167 海牙地区法院，检察官诉弗朗斯·科内利斯·范·安拉特，第09/751003-04号案件，2005年12月23
日，载于：www.haguejusticeportal.net/index.php?id=4497。

168 海牙上诉法院，检察官诉弗朗斯·科内利斯·范·安拉特，第2200050906-2号案件，上诉判决，2007
年5月9日。

169 荷兰最高法院，检察官诉弗朗斯·科内利斯·范·安拉特，第07/10742号案件，判决，2009年6月
30日。

170 欧洲人权法院，弗朗斯·科内利斯·范·安拉特诉荷兰，第65389/09号申诉，2010年7月6日。

http://www.haguejusticeportal.net/index.php?id=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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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法尔案中，伊拉克特别法庭认定复兴党北方局秘书长阿里·哈

桑·马吉德（Ali Hassan al-Majid）犯有使用化学武器对库尔德人实施灭绝

种族罪，他负责指挥1987-1988年期间该国库尔德人居住地区的所有国家机

构。伊拉克高等法庭认定，马吉德有一个用沙林和芥子气攻击库尔德人的

“明确计划”，他在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联合犯罪活动

中负责执行消灭库尔德人的政策。171该案的证据包括一些录音带，记录了

1988年和1989年马吉德与复兴党高级官员的会晤情况，其中马吉德说:“我

将用化学武器杀死他们所有人！谁会说什么？国际社会？去他们的！国际社

会和听取他们意见的人。”172

根据《禁化武公约》可采取的措施

设立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另一个可能选择来自禁

化武组织。与安全理事会不同，禁化武组织的决策机关不受任何特定成员否

决权的制约。虽然在实践中通常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但也可能以多数

票作出决定。173因此，针对联合调查机制2016年的报告，禁化武组织执行理

事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其中除其他外，指示技术秘书处视察联合调

查机制确定的参与化学武器袭击的地点。174同样，在2018年的一次特别会议

171 伊拉克高等法庭，马吉德等人，上注143。
172 伊拉克高等法院，关于第1/C Second/2006号案件的特别判决，安法尔，第二刑事法院，参考号1/

C Second/2006，2007年6月24日，第294页，载于：www.worldcourts.com/ist/eng/decisions/2007.06.24_
Prosecutor_v_al_Majid_et_al.pdf。另见人权观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Chemical Ali：阿里·哈桑·马

吉德的磁带”，载于：http://pantheon.hrw.org/legacy/campaigns/iraq/chemicalali.htm (audio file available at: 
http://pantheon.hrw.org/legacy/campaigns/iraq/chemali.mp3)。

173 《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理事会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决定应由全体成员

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条规定，“关于实质性问题的

决定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果需要就一项问题作决定时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会议主持

人应将表决推迟 24 小时，在此推迟期间应尽力促成协商一致意见，并应在此段时间结束前报告给大

会。如果在 24 小时结束时仍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大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

数作出决定，除非《公约》另有规定。”

174 禁化武组织，“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报

告”，执行理事会EC-83/DEC.5号决定，2016年11月11日，第10段。该决定以28票赞成、4票反对和9
票弃权获得通过。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第八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C-83/5，2016年11月11日，第

6.27段。

http://www.worldcourts.com/ist/eng/decisions/2007.06.24_Prosecutor_v_al_Majid_et_al.pdf
http://www.worldcourts.com/ist/eng/decisions/2007.06.24_Prosecutor_v_al_Majid_et_al.pdf
http://pantheon.hrw.org/legacy/campaigns/iraq/chemicalal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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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缔约国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了所谓的»归属机制»，可以

查明使用化学武器的犯罪人。175

《禁化武公约》要求缔约国大会采取“必要措施”，纠正和补救“与

本公约条款相违背的任何情况”，并提出某些补救办法，包括向缔约国建议

集体措施的可能性。176鉴于对使用战争罪的适当反应是起诉和惩罚罪犯，可

以提出，纠正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必要”措施是设立一个特设国际或

混合法庭来审判被指控的犯罪人。177当其他国家或国际问责论坛不能或不愿

意履行这些司法职能时，这可能尤其必要。它还可以允许禁化武组织缔约国

启动司法程序，确定个人责任，而不必首先根据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确定国

家责任，联合调查机制的报告没有被所有缔约国接受。这并不排除禁化武组

织决策机关以后就国家责任作出决定，并在这方面根据第十二条采取必要措

施。就问责措施而言，也可以认为禁化武组织决策机关有必要承认或规定缔

约国有义务调查、起诉和惩罚罪犯，不论罪犯的国籍或犯罪发生地，以此作

为纠正这种情况的手段。

缔约国大会2018年关于建立归属机制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了禁化武组织

在这方面的潜力。该决定援引缔约国大会的一般任务作为其法律依据，即

就缔约国提出的或执行理事会提请其注意的事项作出决定，并审查《禁化武

公约》的遵守情况。178在提及关于将特别严重的案件提请联合国大会和安全

理事会注意的义务时，该决定仅仅提到第十二条。179然而，该机制的工作可

能导致刑事起诉。该机制必须“保存和提供信息”给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

175 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上注109，第10段。该决定以84个缔约国赞成，24个缔约国反对获得通过。禁

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的报告，C-SS-4/3，2018年6月27日，第3.15段。

176 《禁化武公约》第八条第（二十一）款(十一)项，第十二条。

177 《禁化武公约》第八条（六）款规定，会议可设立“其认为按照本公约行使其职能所必要的附属机

构”。其他国际组织设立了特设国际刑事法院；例如，非洲特别法庭是根据非洲联盟和塞内加尔之间的

一项协议设立的，目的是审判1982年6月7日至1990年12月1日期间在乍得犯下的国际罪行。

178 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上注109，序言部分第6段（《禁化武公约》，第八条第（十九）款）。该

决定还提到技术秘书处执行核查措施的职能（《禁化武公约》，第八条第（三十七)款），以及向执

行理事会通报其在开展核查活动时注意到的关于遵守本公约与否的疑问（《禁化武公约》，第八条

第（四十）款）。

179 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上注109，序言部分第10段 (《禁化武公约》，第十二条第（四）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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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的任何相关调查实体”。180为此，技术秘书处与国际

公正独立机制达成了一项安排。181

在安全理事会被阻止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禁化武组织决策机关在针对侵

犯《禁化武公约》行为制定纠正措施中的作用就有了新的意义。作为《禁化

武公约》的监护人，禁化武组织决策机关以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为目

标，非常有能力为建立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问责机制做出贡献。如果这种

机制是有国际支持的全面和平计划或谈判的一部分，无疑将巩固禁化武组织

决策机关对这一决定的支持。

结论 — 前进的可能性

事实是，国际人道法设置了各种红线，在叙利亚战争中越过了其中许

多条红线。但与越过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不同的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

完全没有法律辩护。叙利亚武装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承认使用化学武器，

也没有为使用化学武器辩护。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是绝对

的。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军事必要性可以为使用核武器辩护。化学武器被禁

止，原因在于其使用违反了反对造成不必要痛苦和过度伤害的战争手段和方

法的基本规则。182这条规则指的是武器对战斗人员的影响。使用化学武器也

违反了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和使用滥杀滥伤作用武器的规则。183因此，无论

目标或受害者是平民还是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成员，使用化学武器都是非法

180 《禁化武公约》，第12段。

181 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在执行理事会第八十九届会议上的开幕词”， EC-89/DG.31，2018
年10月9日，第6段。

182 见1874年《布鲁塞尔宣言》(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禁止使用武器、射弹和材料造成不必要的痛

苦)；1899年《关于窒息性气体的海牙宣言》(禁止使用唯一目的是扩散窒息性或有害气体的射弹)；
1907年《海牙章程》(禁止使用旨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射弹或材料)；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

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和《禁化武公约》的序言和第一条。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指出，1925年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最初动机是禁止具有

造成过度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战争手段和方法的规则。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

究》，上注29，第七十条。

183 同上，第十二条、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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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论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百个受害者，禁令均适用。因此，一旦使用化

学武器的责任确定无疑，就可终结法律纠纷。

这并不意味着使用化学武器的战争罪比其他战争罪更严重或更应受到谴

责。但在叙利亚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全世界关于化学武器犯罪的统一立场可

能为向和平潜在过渡复杂背景下的问责进展提供了机会。尽管战争期间多次

越过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仍然没有改变。

叙利亚坚持其立场，即“军队永远不会对自己的人民甚至恐怖分子使用这种

武器”。184叙利亚的盟友俄罗斯联邦和伊朗(本身是两伊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

器的受害者，通常也是化学武器受害者的坚定支持者)针对这种指控，竭力

为叙利亚辩护。即使是公开承认犯有性奴役、谋杀和残忍待遇等暴行的伊斯

兰国，也没有声称使用过任何化学武器，尽管联合调查机制调查发现它两次

使用了硫芥子气。185与国际法规定的其他被禁武器不同，在叙利亚使用化学

武器是国际社会制定的两项具体问责措施的主题：秘书长机制和联合调查机

制。鉴于武器使用条例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典型的高度政治敏感性，这种做法

令人瞩目。它证明了国际社会关于国际法中禁止化学武器和问责必要性的独

特统一立场。

随着查明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实施者的联合调查机制报告的发布，对于

各国是否愿意采取必要措施履行问责，国际社会正处在十字路口。评论者恰

如其分地指出，“只要存在设立该法庭的政治意愿，一个专门处理叙利亚问

题的特设法庭为追究战争罪提供了最有希望的途径”。186正如国际社会对在

184 “叙利亚否认并谴责使用化学武器 -外交部长”，RT，2017年4月7日，载于：www.rt.com/news/383677-
syria-bomb-checmical-depot-terrorists/。

185 关于伊斯兰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见Eric Schmitt，“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至少

使用了52次化学武器”，《纽约时报》，2016年11月21日，载于：www.nytimes.com/2016/11/21/world/
middleeast/isis-chemical-weapons-syria-iraq-mosul.html。虽然在化学武器产生之前的伊斯兰法律没有直接

涉及化学武器，但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即化学武器的使用也将受到这些信条的禁止，例如不使用

毒物、禁止污染环境、分离原则和禁止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见Katariina Simonen，“化学武器、阿亚图

拉·霍梅尼和伊斯兰法”，《全球安全：卫生、科学和政策》，第2卷，第1期，2017年。Khalil al-Maliki
关于圣战的书指出，除非情况危急，否则战斗员不得使用对敌人造成不必要伤害的武器；因此，禁止使

用有毒的矛，因为它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Sayyid Mustafa Muhaqqiq Damad等人，《伊斯兰有关人权的

看法》，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德黑兰，2003年，第266页。

186 B. Van Schaak，上注2，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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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ytimes.com/2016/11/21/world/middleeast/isis-chemical-weapons-syria-iraq-mosu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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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红线：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现在应怎样

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化学武器犯罪与在叙利亚战争期

间犯下的其他国际罪行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存在确定化学武器犯罪责任的

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意愿体现在美俄《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框架》、禁化武

组织执行理事会关于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决定、实况调查工作组的核可、

缔约国大会关于建立归属机制的决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建立问

责机制和要求对化学武器罪行进行问责的决议、某些政府对被认为参与的人

实施的制裁，美国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的单方面军事打击，以及杜马事件后

美英法三国的联合空袭。 

这种政治意愿可以用来建立一个特设法庭，审判涉嫌犯下这些罪行的

人。在和平协定中纳入或认可国际法庭，可以在和平进程的可信度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在附件中）

提到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并规定了各方与之合作的义务。1945

年《伦敦协定》187在纽伦堡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特设法庭可以作为促进和

平过渡的工具。在事件引起惊人争议的方面，国际审判可能是确定叙利亚使

用化学武器真相的最能被接受和最合法的手段。鉴于国际社会在这场战争中

给予使用化学武器核心地位，这方面战争的真相至少可以为开始建立持久的

和平过渡提供一个公认的基础。此外，将化学武器罪行特设法庭纳入和平谈

判可能是鼓励国际社会接受这一进程的重要手段。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和平协

定如果完全没有问责机制，很可能会遭遇失败，无法获得促使其成功的广泛

的区域或国际支持。此外，特设法庭将为停止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提供进

一步激励。甚至在联合调查机制和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成立后仍在继续使用化

学武器，这一事实表明，这些机制与法院不同，不能做出超出合理怀疑范围

的结论，也不能实施惩罚，不能起到威慑犯罪人的作用。实际采取刑事诉讼

方式的可能性可能更有效。设立一个特设法庭可能是比安全理事会向国际刑

事法院提交案件更具政治可行性的选择，而且可以在保持独立和公正的同时

实现担保国的目标。与国家审判不同，特设法庭将通过国家合作运作，并将

基于国际法，而不是引渡协定和国内法，这可能难以适用于在叙利亚犯下的

187 《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伦敦，194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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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最重要的是，可以在和平协定中纳入一个特设法庭，表明有关各方致

力于伸张正义。 

审判化学武器被控犯罪人的机制符合每个主要参与者的利益。如果

安全理事会或禁化武组织的信誉由该机构创建，这将为其提供必要的推动

力。法庭将允许有关化学武器使用和责任的证据在公平和合法的程序中提

出和进行辩论。对于被指控参与这些罪行并受到美国和欧洲联盟制裁的叙

利亚官员来说，出庭是洗清罪名或通过公平、合法和公开的程序适当分配

责任的最佳机会。

这里为化学武器罪行特设法庭提出理由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危机期间犯下

的所有其他国际罪行都应该不受惩罚，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但是，在谈

判达成的和平协定中纳入一点各方都能同意的正义和法治，可能会让原本黯

淡的法律和政治前景取得一些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