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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96年2月24日击落两架民用飞机

初步程序

1996年2月27日(第3635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6年2月26日，美国代表致函安全理事会主

席，1 鉴于“古巴部队击落两架民用飞机所造成的局

势的严重性”，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

1996年2月27日，安理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的谅

解，举行第3634次会议，将此信列入议程。议程通

过后，主席(美国)经安理会同意，应古巴代表的请

求，邀请古巴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主席然

后提请安理会注意古巴代表1996年2月26日的信，其

中转递古巴外交部1996年2月25日的照会，内容涉及

古巴飞机击落美国两架“民用”飞机，并称古巴政

府愿同美国政府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地方讨论这些

事项；以及古巴外交部1996年2月26日的照会，陈述

两架塞斯纳私人飞机从佛罗里达起飞，在侵犯古巴

领水上方的空间时，被古巴空军飞机击落。此信还

包括1994年至1996年间侵犯古巴领空的大事记。2 

在同次会议上，古巴代表指出，在前20个月

间，从美国领土起飞的25架飞机侵犯了古巴领空；

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向美国驻哈瓦那利益科作出正

式通报。他进一步指出，古巴拥有该案所涉两架飞

机在被击落时正在侵犯古巴领空的“铁证”。他指

出，在被击落之前，飞往古巴的一名驾驶员被警告

说，防卫系统已经启动，他们进入这些地区要承担

风险。飞行员答复说，虽然有禁令，他还是要飞。

代表进一步坚持指出，古巴公开地和通过官方途径

向美国政府(包括向联邦航空局)一再通报：在其领

空进行未经许可的飞行，必然会对飞机构成威胁。

他坚持指出，虽然作了这些警告(美国政府在好几个

场合公开承认此种警告)，但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此类进入古巴领空的飞行。他着重指出，

在许多情形下，设在美国的组织披着民间的外衣，

侵犯古巴领水和领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美国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阻止源自其领土的此

种行为。古巴代表进一步指出，过去，安全理事会

1 S/1996/130。
2 S/1996/137。

历任主席援引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条向国际

社会清楚表明，根据基本的道德规范，他们不会试

图利用其职务所给予的特权。他指出，当时美国担

任安理会主席，安理会工作别开生面，具有了很特

别的特征——这一点昭然若揭。3 最后，他想明明白

白地对安全理事会指出，古巴认为，安理会面前的

主席声明(如果发表)，以及其他任何行为，如果不

对从美国领土实施的侵略古巴行径加以明确、坚定

的谴责，那就是不可接受的。4 

在同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指出，美国代表保留

对古巴代表毫无根据的言论作出回应的权利。5 

安理会于1996年2月27日举行第3635次会议，继

续审议该项目。议程通过后，主席(美国)代表安理

会发表如下声明：6 

安全理事会深切痛惜古巴空军1996年2月24日击落两架民

用飞机，显然造成四人死亡的事件。

安全理事会回顾，根据1944年12月7日《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经1984年5月10日《蒙特利尔议定书》增列的第3条之

二所载的国际法，国家必须避免对飞行中的民用飞机使用武

器，绝不能危害到机上人员的生命及飞机的安全。国家在任

何情况下均应遵守国际法和人权准则。

安全理事会请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调查这一事件的全部情

况，并且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对此调查充分合作。安理会请国

际民用航空组织尽快向安理会报告调查结果。安理会将毫不

拖延地审议该报告及提交给它的任何进一步资料。

1996年7月26日(第3683次会议)的决定： 

第1067(1996)号决议

1996年7月26日，安理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的谅

解，举行第3683次会议，议程中列入了秘书长1996
年7月1日的说明，7 其中转递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

会主席1996年6月28日给秘书长的信，内有关于1996
年2月24日古巴军用飞机击落美国注册的两家私人民

用飞机事件的调查报告。在通过议程后，主席(法

3 亦见第一章关于细则第20条的评论。
4 S/PV.3634，第2-5页。
5 同上，第5页。
6 S/PRST/1996/9。
7 S/1996/509。见附件，附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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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安理会同意，应哥伦比亚、古巴、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和越南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主席然后提请安理会注意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案文。8 主席进一步提请安理会注意以下两份文件：

古巴代表1996年3月1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9 

以及古巴代表分别于1996年3月1日，5月22日，6月
18日、18日、21日、25日、28日和28日，以及7月2
日、3日、4日、16日和17日给秘书长的信，10 内容涉

及击落两架飞机事件的各个方面。

在同次会议上，美国代表说，该决议草案涉及

国际法的一个根本问题，即：遵守还是不遵守国际标

准的问题。她指出，古巴违反了习惯国际法的一项原

则，即：各国应当避免对飞行中的民用飞机使用武

器。这一原则在此架飞机是在国家领土还是国际空域

飞行的情况下都适用。她回顾指出，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有一条原则，即：拦截民用飞机

只应作为最后手段；她回顾指出，古巴也违反了此项

原则，而且也没有遵循适当警告程序。她注意到古巴

政府仍拒不承认其行为的不合法性。她着重指出，安

理会的主要使命在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该决议草

案吁请所有国家不要违反国际法的标准去击落民用飞

机，这样也就维持了安理会的上述使命。11 

古巴代表针对国际民航组织的报告，坚持认

为，美国隐瞒了资料、谎报了数据，并且妨碍分

析，还试图激励增加审议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此项目

的难度。美国陈述这起案子，彷佛这是在国际水域

上空击毁飞机的问题，而不是完全在古巴共和国领

土(事实就是如此)的问题。他还注意到，国际民

航组织秘书处的文件指出，所涉飞机的用途是确定

此架飞机是否具有民用地位的决定性标准。他着重

指出，在本案中，飞机的使用和使命，都跟运送乘

客、邮件和货物无关。他强调指出，像这样一个不

是参与民用航空，而是从事违反国际法、美国有关

8 S/1996/596。
9 S/1996/152。

10 S/1996/154、S/1996/370、S/1996/448、S/1996/ 
449、S/1996/458、S/1996/470、S/1996/498、S/1996/499、 

S/1996/520、S/1996/525、S/1996/532、S/1996/570和
S/1996/577，涉及两架飞机被击落事件的各个方面。

11 S/PV.3683，第2-3页。

条例和侵犯古巴主权(而且也涉及危害古巴人民的十

分严重的犯罪)的不法活动的组织从事蓄谋的活动，

国际社会没有遇到任何其他的类似案例。此外，他

指出，美国的政策不是防止这些事件，而是促进和

鼓动这些事件。他注意到，每天有数百架美国民用

飞机经过连接古巴和美国的走廊，从未发生过一起

涉及美国民用飞机的事件。12 

哥伦比亚代表指出，各国必须避免对飞行中的

民用飞机使用武器的原则，同各国应当采取适当措

施、禁止故意把在该国注册的任何民用飞机用于违

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之目的的原则，同样重

要。决议草案中没有纳入不结盟运动成员核心小组

所提出的一些修改，对此他表示遗憾。他也指出，

哥伦比亚看不出安全理事会有任何理由无限期地处

理安理会面前的这一事项。1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指出，老挝代表团坚定

地认为，在所有情形下，每一个国家和主权国家在它

认为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情形下，都

拥有捍卫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和神圣义务。然而，

鉴于大量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澄清，老挝代表团认为，

目前尚不具备实质性解决该问题的依据。他吁求双方

努力改善双边关系，和平地解决其争端。14 

越南代表指出，越南代表团全力支持国际社会

目前所作的努力，包括不结盟国家的努力，以维持

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干预和不干涉他国

内部事务的原则。15 

联合王国代表在投票前发言，指出，毫无疑

问，古巴对民用飞机动用武力，不遵循拦截此类飞

机的国际既定程序，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安全理事

会所做的，只是维护国际法的原则并履行其捍卫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他补充指出，安全理事会将

就此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决议草案中，安理会明确

谴责对飞行中的民用飞机动用武力的行为。16 

中国代表指出，应当遵守不对民用飞机使用武器

的国际法规定，但同时也必须遵守领空不容侵犯和不

12 同上，第4-13页。
13 同上，第13-14页。
14 同上，第14-15页。
15 同上，第15页。
16 S/PV.3683，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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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滥用民用航空的的国际法规定。然而，他指出，有

关各方所提出的重要修改没有被接纳，致使现决议草

案“有失偏颇”，因此，中国代表团将投弃权票。17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该决议草案再次肯定了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的结论，即各国必须避免

对飞行中的民用飞机使用武器，在拦截民用飞机

时，机上人员的生命不得受到威胁。然而，安全理

事会在采取及时、有效措施确保遵守国际法方面负

有重大责任，其中包括不允许侵犯会员国主权和国

际民用航空的标准和规则。他指出，这项决议草案

继续偏离符合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利益的大方向。他

说，从政治和国际法角度而言，案文依然有失平

衡，因为它没有兼顾到两项基本原则(不对民用飞机

使用武器和不将民用飞机用于非法目的)，这就开

创了不幸的先例。审议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的报告

时，并没有对之作出明确的评估；该决议却强调此

份报告，将其置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决议之

上；俄国代表对此表示不快。他重申，俄国代表团

不能支持目前形式的决议草案，将投弃权票。18 

其他一些发言者赞同决议草案。他们支持各国

要避免对飞行中的民用飞机使用武器的原则。许多

代表还着重指出，每一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禁止将任何民用飞机故意用于不符合《芝加哥公约》

第三条之二第四款宗旨的任何目的。19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以13票赞成、零票反

对、2票弃权(中国、俄罗斯联邦)获得通过，成为第

1067(1996)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安理会主席1996年2月27日的声明，其中深切痛惜古

巴空军1996年2月24日击落两架民用飞机造成四人死亡的事

件，请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调查这一事件的本末经

过，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调查结果，

注意到民航组织理事会1996年3月6日通过的决议，其中

深切痛惜两架民用飞机被击落，并指示民航组织秘书长根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1996年2月27日的声明立即开始调查这

一事件的本末经过，并报告调查结果，

17 同上，第17页。
18 同上，第23-24页。
19 同上，第16-17页(德国)；第17页(博茨瓦纳)；第18页

(几内亚比绍)；第18页(洪都拉斯)；第18-19页(波兰)；第19
页(大韩民国)；第19-20页(印度尼西亚)；第21页(智利)；第

22页(意大利)；以及第22-23页(埃及)。

赞扬民航组织审查这一事件，并欢迎民航组织理事会于

1996年6月27日通过决议，将民航组织秘书长的报告转递安全

理事会，

欢迎民航组织秘书长关于古巴米格-29型军机击落民用飞

机N2456S号和N5485S号的报告，特别注意到报告的结论，

回顾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上空拥有完全和专属主权的原

则，以及一国的领土应视为包括陆地和邻接领水的原则，注

意到在这方面国家应依照1944年12月7日《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及附件(《芝加哥公约》)所规定的原则、规则、标准和

建议的作法，包括关于拦截民用飞机的规则，以及习惯国际

法承认的关于不对飞行中民用飞机使用武器的原则，

1. 赞同民航组织报告的结论和民航组织理事会1996年6
月27日通过的决议；

2. 注意到古巴空军1996年2月24日非法击落两架民用飞

机，违反了各国必须避免对飞行中民用飞机使用武器以及拦

截民用飞机时绝不能危及机上人员生命和飞机安全的原则；

3.  对四条生命的丧失表示深切遗憾并对这一悲剧事件

受害者家属丧亲之痛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

4. 呼吁各方承认并遵守国际民航法律和国际议定的有

关程序，包括《芝加哥公约》中规定的各项规则和标准及建

议的作法；

5. 重申以下原则：每个国家都应采取适当措施，禁止

蓄意使用在该国注册、或由以该国为主要营业地点或永久住

所者操作的任何民用飞机，以达到任何与《芝加哥公约》目

标不符的目的；

6. 谴责对飞行中民用飞机使用武器，因为这违反了对

人命的基本考虑、《芝加哥公约》第3条之二所载的习惯国际

法的规则以及该公约附件中规定的标准和建议的作法，并呼

吁古巴与其他国家一道遵守这些条款所规定的义务；

7. 敦促所有仍未批准的国家尽快批准在《芝加哥公

约》增添第3条之二的《议定书》，并在《议定书》生效前遵

守该条的所有规定；

8. 欢迎民航组织理事会决定就调查报告关于安全的问

题展开研究，探讨拦截民用飞机的标准、建议作法和其他规

则是否适当，以期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9.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法国代表在表决后发言。他指出，关于这些事

件，有两点要注意。一，这些事件是在屡次侵犯古

巴领空而造成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的。二，对没

有装备武器的飞机故意使用武器，事先并没有遵循

可能会导致飞机转向的程序。最后，他认定，所通

过的决议完全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工作的成果。20 

在同次会议上，美国和古巴都第二次发言，重

申在其各自发言中所述的观点。21 

20 同上，第24-25页。
21 同上，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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