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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3 日 大 会 决 议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71/509)通过]

71/140.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1
强调进一步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至关重要，是实施《联合国宪章》和《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2 所阐述的宗旨和
原则的一种方法，
确认宜将法律问题和起草问题，包括可能提交国际法委员会作更深入审议的
专题，发交第六委员会，并使第六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能够进一步增进它们对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贡献，
回顾有必要不断审查一些国际法专题，这些专题开始或重新引起国际社会注
意，可能适合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因而也许可以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工
作方案，
又回顾会员国提议新专题供国际法委员会审议的作用，在这方面注意到委员
会建议会员国提议新专题时陈述理由，
重申会员国提供关于其意见和实践的资料对于国际法委员会顺利开展工作
十分重要，
确认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工作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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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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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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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见举办了国际法讨论会，并赞赏地注意到向联合国国际法讨论会信托基金
作出的自愿捐助，
承认为及时出版《国际法委员会年鉴》和解决积压问题提供便利的重要性，
强调指出第六委员会在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最好能作出有利
于集中讨论的安排，以创造条件，专注审议报告中所处理的每个主要专题和讨论
具体专题，
希望在使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辩论恢复活力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作为
各国政府代表机构的第六委员会与作为独立法律专家机构的国际法委员会之间
的相互交流，以期改进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对话，
欢迎按照大会关于振兴其工作的进一步措施的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6 号
决议采取行动，在第六委员会安排互动辩论、分组讨论和提问时间，
1.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1

2.

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完成的工作，特别

注意到：
(a) 完成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二读，并通过关于该专题的
整套条款草案；3
(b) 完成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一读，并通过关于该专题的整套
结论草案；4
(c) 完成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结论草案一读，并通
过关于该专题的整套结论草案；5
3.

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无论书面提交还是在第六委员会辩

论时口头发表的评论和意见，继续就其目前方案内的专题开展工作；
4.

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在 2017 年 1 月 31 日之前就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的专

题诸多方面提出意见，尤其是就委员会报告第三章所列举的所有具体问题提出意
见，对委员会工作很重要，这些问题涉及：
(a) 危害人类罪；
(b) 保护大气层；
(c) 条约的暂时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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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1/10)，第四章，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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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五章，C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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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六章，C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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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强行法；
(e)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5.

又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国际法委员会必须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收到它们

就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一读通过的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和关于“与
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专题的结论草案6 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6.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 306 至 313 段，并特别注意到“国际

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的解决”专题和“国家责任方面的国家继承”专题被
纳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7 而且注意到委员会的一项建议，即委员会长期工作
方案工作组在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秘书处关于“考虑到根据嗣后
情况发展对 1996 年编订的专题清单的审查结果提出的可能审议的专题”的备忘
录8 所列可能专题；
7.

回顾国际法委员会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8.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按其报告第 323 至 326 段建议于下个五年

期在纽约举行半届会议的可能性的评论意见，并赞同其一项建议，即在纽约举行
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第一部分，届时恰逢委员会七十周年纪念；
9．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27 至 332 段所载其各项建议，即在
其 2018 年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在纽约和日内瓦举行的各次会议中举办纪念其七十
周年的活动，在纽约举行的法律顾问年度会议期间讨论一份关于上述会议的报告，
且周年纪念活动将产生一份出版物；
10.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33 段，并请秘书长除采用大会 2002
年 3 月 27 日第 56/272 号决议规定的办法外，继续努力确定具体备选办法，支持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
11

欢迎国际法委员会努力改进工作方法，9 并鼓励委员会继续这样做；

12. 邀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提高其效率和生产力，并考虑就此向会
员国提出建议；
13. 鼓励国际法委员会在今后的会议上，在不影响工作效率和成效的前提
下，继续采取节省费用的措施；
14.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47 段，
决定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和 7 月 3 日至 8 月 4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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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60 和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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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3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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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4/679/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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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6/10)，第 370 至 3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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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强调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宜进一步加强对话，在这方面鼓励
第六委员会成员和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全年除其他外，继续以讨论形式进行非正式
协商；
16. 鼓励各代表团在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继续尽可能遵照第
六委员会商定的结构化工作方案，并考虑发言时力求简洁，重点突出；
17. 鼓励会员国考虑派遣法律顾问级别的人员出席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
员会报告的第一周讨论(国际法周)，以便能够就国际法的各个问题进行高级别
讨论；
18. 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特别注意在其年度报告中，就每一专题指出在哪些
具体问题上，如果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发表意见，将尤其有助于
为国际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
19.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同其他机构合作和互动的第 348
至 351 段，并鼓励委员会考虑到委员会与关注国际法的其他机构的合作的作用，
继续执行其章程第 16(e)、25 和 26 条，以便进一步加强此种合作；
20. 注意到征求关注国际法的国家组织和专家个人的意见，可能有助于各国
政府考虑是否就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发表评论和意见，也有助于它们撰写其
评论和意见；
21. 重申大会以往的决定，认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在向国际法委员会
提供协助方面，包括在就委员会议程上的专题编写备忘录和研究报告方面，发挥
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表示注意到委员会报告第 301 段和 302 段载有关于请秘书处
就“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和“条约的暂时适用”专题编写备忘录的要求；
22. 又重申大会以往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文件和简要记录的决定；10
23. 欢迎秘书处将临时简要记录英文和法文版本列于有关国际法委员会工
作的网站的做法制度化；
24. 又欢迎秘书处努力争取确保国际法委员会文件得到及时和高效处理，鼓
励秘书处将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为简化此类文件编辑工作而采取的试验
性措施制度化；
25.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 338 至 340 段，回顾大会 2015 年 9
月 11 日第 69/324 号决议规定使用多种语文至关重要，着重指出以联合国六种正
式语文印发委员会文件十分重要，为此鼓励各特别报告员在秘书处订明的时限内
提交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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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见第 32/151 号决议第 10 段、第 37/111 号决议第 5 段及此后所有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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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34 和 335 段，强调编纂司的出版物对
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再次请秘书长继续在每五年期开始时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
出版《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以英文和法文出版《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每五年
以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出版《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27. 强调指出需要加快编写国际法委员会的简要记录，欣见委员会继续推行
在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采取的措施，精简处理简要记录的程序，11 此举导致资
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并满意地注意到，构成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准备工作
的委员会的简要记录将不受任意的长度限制；
28.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42 段，强调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的独特价值，并请秘书长确保以所有正式语文及时予以出版；
29. 表示赞赏有关国家政府为帮助解决《国际法委员会年鉴》工作积压问题
的信托基金自愿捐款，并鼓励各方进一步为该基金捐款；
30.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343 段，对过去几年在减少积压的所有
六种语文版《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表示满意，并欢迎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会议管理司，特别是其编辑科作出努力，切实执行大会要求减少积压
文件的有关决议，鼓励会议管理司继续向编辑科提供必要支持，推动《国际法委
员会年鉴》的相关工作，并要求定期向委员会通报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31. 欢迎编纂司继续努力维护和改进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网站；
32. 表示希望继续结合国际法委员会各届会议举办国际法讨论会，希望代表
世界各主要法系的更多与会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以及出席第六委员
会会议的代表，有机会参加讨论会，同时呼吁各国继续向联合国国际法讨论会信
托基金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助；
33. 请秘书长根据需要向国际法讨论会提供适当服务，包括口译服务，并鼓
励秘书长继续设法改进讨论会的结构和内容；
34. 着重指出第六委员会的辩论记录和专题摘要对于国际法委员会的审议
工作十分重要，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的辩论记录连同各国代表团在口头发言时可能散发的书面陈述转送国际法委员
会注意，并按照既定做法，编写和分发关于辩论的专题摘要；
35. 请秘书处在国际法委员会届会结束后，尽快向各国分发载有该届会议工
作摘要的委员会报告第二章、载有委员会特别希望听取各国政府意见的具体问题
的第三章以及委员会一读或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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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又请秘书处在国际法委员会届会结束后立即提供委员会的报告全文，供
会员国审议，报告应在所预期的适当时间内提交，至迟不得超过大会为此设定的
时限；
37. 鼓励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审议如何提出委员会特别希望听取各国政府意
见的具体问题，以协助各国政府更好地理解需要它们作出答复的问题；
38. 建议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辩论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开始。
2016 年 12 月 13 日
第 62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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