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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81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

书》的现况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伊萨亚斯·梅迪纳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一. 导言 
 

 

1. 题为“《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

况”的项目是根据大会 2014 年 12 月 10 日第 69/120 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七十一届

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在 2016 年 9 月 16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及 11 月 11 日第 10、11 和 33 次会议上审议

了该项目。在委员会审议项目期间发言的各位代表的意见载于有关简要记录。1
  

4. 在审议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秘书长的报告(A/71/183 和 Add.1)。 

 

 二. 决议草案 A/C.6/71/L.21的审议经过 
 

 

5. 在 11 月 11 日第 33 次会议上，瑞典代表以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冰岛、

爱尔兰、日本、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毛里求斯、摩纳哥、

__________________ 

 1 A/C.6/71/SR.10、A/C.6/71/SR.11 和 A/C.6/71/SR.33。 

http://undocs.org/ch/A/RES/69/120
http://undocs.org/ch/A/71/183
http://undocs.org/ch/A/C.6/71/L.21
http://undocs.org/ch/A/C.6/71/SR.10
http://undocs.org/ch/A/C.6/71/SR.11
http://undocs.org/ch/A/C.6/71/S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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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瑞典、瑞士、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巴勒斯坦国的名义介绍了题为“《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的决议草案(A/C.6/71/L.21)，其

后法国、加纳、意大利和立陶宛也成为提案国。 

6. 在同次会议上，在就决议草案采取行动前，苏丹代表发言解释了立场。 

7. 也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6/71/L.21(见第 8 段)。

http://undocs.org/ch/A/C.6/71/L.21
http://undocs.org/ch/A/C.6/71/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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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8.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的现况 
 

 

 大会， 

 回顾其每两年就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

书的现况通过的决议，包括 2014 年 12 月 10 日第 69/120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1
   

 重申关于武装冲突的既定人道主义规则仍然有其价值，在尽早结束武装冲突

之前，有必要在相关国际文书范围内，在一切情况下尊重和确保尊重这些规则， 

 强调指出有必要使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得到普遍接受，以加强这些法规，

而且有必要在国内使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实施，并对一切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2
 和附加议定书3

 的行为表示关切， 

 促请会员国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知识，并促请武装冲突所有当

事方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 

 满意地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就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实施、传播和发展向国家当局提供咨询， 

 赞赏地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等有关伙伴一

起安排这些机构的代表举行会议，以便就各自所起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交流具体

经验和交换意见， 

 强调指出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可以按照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4
  第九十条

利用国际人道主义实况调查委员会， 

 又强调指出国际人道主义实况调查委员会可以通过斡旋，协助恢复对日内瓦

四公约和第一议定书的尊重态度， 

__________________ 

 1 A/71/183 和 Add.1。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0-973 号。 

 3 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2 和 17513 号；第 2404 卷，第 43425 号。 

 4 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2 号。 

http://undocs.org/ch/A/RES/69/120
http://undocs.org/ch/A/7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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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在 2009 年 11 月 11 日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894(2009)号决议第 8 和 9 段中注意到为收集同据称违反保护平民方面的适用国

际法行为有关的信息视个案情况采用的各种现行办法，着重指出在这方面收到及

时、客观、准确、可靠信息的重要性，并考虑为此利用根据第一议定书第九十条

设立的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可能性， 

 赞赏地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便利和提供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保护方

面发挥的作用， 

 又赞赏地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努力推广和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知

识，特别是关于日内瓦四公约和附加议定书的知识， 

 注意到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作为各自国家人道主义领域公共当局的辅

助机构，负有特别责任，须同其政府合作，协助政府倡导、传播和实施国际人道

主义法， 

 欣见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获得普遍接受， 

 回顾在 2015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十二次红十字会和红

新月会国际大会上所有国家确认迫切需要改善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遵守， 

 欣见各国继续参与这一政府间进程，回顾其性质是由国家驱动且基于协商一

致的，旨在找到加强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途径， 

 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人道主义法以保护武装

冲突中被剥夺自由者而进行的密切合作，  

 又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方面开展的工作， 

 还注意到各国、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及其他行为体在“战地救护面临危

险”项目中为改善对提供和获得医疗救助的保护，而开展的工作, 

 促请武装冲突各方根据其国际人道主义法义务，在武装冲突中尊重和保护伤

病者、医务人员、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和他们的运输工具及设备以

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 

 注意到各国对集束弹药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并注意到《集束

弹药公约》5
 于 2010 年 8 月 1 日生效， 

 又注意到《武器贸易条约》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6
  

__________________ 

 5 同上，第 2688 卷，第 47713 号。 

 6 见第 67/234 B 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S/RES/189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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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05 年出版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报告所引发激

烈辩论及委员会最近的其他举措对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重要贡献，又欣见委员

会努力定期更新其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数据库，期望就这一主题进一步开展建设

性讨论， 

 认识到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7
 列入了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受到国际关

注的最严重罪行，而且《罗马规约》忆及各国有义务对这种罪行的责任人行使刑

事管辖权，表明国际社会决心不再让实施这种罪行的人逍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

防这种犯罪， 

 注意到 2010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1 日在坎帕拉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审查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通过的《罗马规约》关于战争罪的第八条的修正

案， 

 认识到大会讨论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相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现况是

有用的， 

 1. 欣见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2
 已获得普遍接受，并注意到 1977 年两项附

加议定书8
 在其四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也有获得类似广泛接受的趋势； 

 2. 促请所有尚未成为附加议定书 3
 缔约国的日内瓦四公约缔约国，考虑尽

早成为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3. 促请第一议定书 4
 的所有缔约国，或尚未成为第一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

在成为缔约国时，作出该议定书第九十条所规定的声明，并考虑按照第一议定书

第九十条的规定酌情利用国际人道主义实况调查委员会的服务； 

 4. 促请所有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家考虑成为《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

化财产的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9
 的缔约国，并成为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

其他相关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的缔约国； 

 5. 促请各国考虑成为《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

定书》10
 缔约国； 

 6. 促请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的所有缔约国确保这些议定书得到广泛

传播和充分实施； 

__________________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 

 8 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2 和 17513 号。 

 9 同上，第 249 卷，第 3511 号；第 2253 卷，第 3511 号。 

 10 同上，第 2173 卷，第 275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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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申明需要使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更有效的实施，支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国际人道主义法； 

 8. 赞赏地注意到 20015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十二次红

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大会通过的 10 份决议，特别是决议 1 至 4，回顾这些决议

对加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性以及其中关于为此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在这

方面赞赏地注意到题为“加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遵守”的决议 2，其中该次国

际大会特别建议继续基于协商一致原则且按照协商进程指导原则开展具有包容

性、由国家驱动的政府间进程，以就可能的国家论坛的特点和功能达成一致意见, 

并找到加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实施的途径; 

 9. 欣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主义法咨询服务处开展活动，支持会员

国努力采取立法和行政行动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促进各国政府相互交流关于这

些努力的资料，并提醒各会员国可参考使用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内实施手册； 

 10. 又欣见有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委员会负责推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实施，欣

见它们在将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纳入本国法律及宣传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方面

所开展的工作, 鼓励尚未设立全国性委员会的会员国考虑在本国红十字会和红新

月会支持下设立全国性委员会，以酌情在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传播相关知识方

面向政府提供咨询和协助； 

 11. 请秘书长根据从会员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向大会第七十

三届会议提交一份综合报告，说明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以及为加强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而采取的措施，包括为了在国内传播和充分实

施这些法规而采取的措施； 

 12. 鼓励会员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秘书长转递资料，重点介绍在本报告

所述期间的新事态发展和活动； 

 13. 鼓励会员国探讨各种途径，便利为秘书长今后的报告提交信息，在这方

面考虑可否采用问卷方式，问卷由会员国草拟，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协助，

酌情与秘书处协商，提交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 

 14. 决定将题为“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

定书的现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