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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 

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

1996年2月29日(第3637次会议)的决定： 

第1047(1996)号决议

1996年2月29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

成的谅解，举行第3637次会议，将题为“起诉应对

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

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任命检察

官”的项目列入议程。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美国)提请安理会注意在

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拟订的一份决议草案。1 该

1 S/1996/139。

决议草案提付表决，并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047 
(1996)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1993年5月25日第

827(1993)号、1994年7月8日第936(1994)号和1994年11月8日
第955(1994)号决议，

遗憾地注意到理查德·戈德斯通先生辞职，自1996年10
月1日起生效，

考虑到《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规约》第16条第4
款和《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

际法庭规约》第15条，

审议了秘书长对路易丝·阿尔布尔夫人担任起诉应对前

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

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的提名，

安全理事会表示感谢已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派遣民警

的国家。

D.  联合国维持和平：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

     初步程序

1997年7月22日(第3802次会议)的决定： 

第1121(1997)号决议

1997年7月22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3802次会议，将题为“联合国维持

和平：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的项目列入议程。

随后，主席(瑞典)提请安理会注意安理会事先磋商

期间拟订的一份决议草案。22

秘书长指出，该决议草案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方

法来纪念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为和平献身的男

女军职和文职人员，包括联合国志愿人员。23

随后，主席代表安理会发言，感谢曾在联合

国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人，纪念那些牺牲的人。24决

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并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121(1997)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宪章》所载联合国的宗旨之

一，

注意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

的必要作用，

又回顾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确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身殉职的人所作的牺牲，

悼念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捐躯的来自85个国家的

1 500多人，

1. 决定设立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为联合国

行动控制和权力下的维持和平行动殉职的人所作的牺牲；

2. 请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协商制订颁授和管理勋章的

标准和程序；

3. 请会员国酌情与授勋活动合作。

22 S/1997/569。
23 S/PV.3802，第2-3页。 24 同上，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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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路易丝·阿尔布尔夫人从戈德斯通先生辞职生效之

日起担任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

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行为

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的检察官。

1999年8月11日(第4033次会议)的决定： 

第1259(1999)号决议

1999年8月11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

的谅解，举行第4033次会议，继续审议该项目。主席

(纳米比亚)提请安理会注意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

拟订的一份决议草案。2 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并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259(1999)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1993年5月25日第

827(1993)号、1994年7月8日第936(1994)号、1994年11月8日
第955(1994)号和1996年2月29日第1047(1996)号决议，

遗憾地注意到路易丝·阿尔布尔夫人辞职，自1999年9月
15日起生效，

考虑到《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规约》第16条第4
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15条，

审议了秘书长对卡拉·德尔庞特女士担任上述两个法庭

检察官的提名，

任命卡拉·德尔庞特女士从阿尔布尔夫人辞职生效之日

起担任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检察官。

1999年11月10日(第4063次会议)的审议

1999年11月10日，安全理事会根据事先磋商达

成的谅解，举行第4063次会议，将题为“起诉应对

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

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的项

目列入议程。主席(斯洛文尼亚)应卢旺达代表的请

求并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

权。安全理事会还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
条，向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检察官发出了邀请。

两个法庭的检察官指出，安理会在创建这两个

法庭时，设计了强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执行机制。

2 S/1999/863。

两法庭经常求助安理会，由其向那些不履行《联合

国宪章》第七章为其规定的国际义务者充分施加压

力。在这方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已向安全

理事会报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交出被起诉者

方面“完全持藐视态度”，而且克罗地亚共和国单

方面决定法庭不具备调查其武装部队在风暴行动和

闪电行动中的行动的管辖权，因而最近决定拒不合

作。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的被告是驻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稳定部队(稳定部队)所鞭长莫及

的。因此，她指出，需要安理会的帮助以及各国政府

和其他各重要国际机构的支持。她强调，为了法庭的

成功，不能由国家决定独立检察官应该和不应该调查

哪些事件，因为安理会授予检察官启动调查的权力是

一项根本权力。她指出，他们在那一年的工作大多涉

及科索沃，3 并介绍了有关第一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

析的最新情况。4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发言表示赞赏两个法庭和检

察官的工作。大多数发言者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

与法庭充分合作，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面中断合

作。几位代表指出，联合国通过创建两个法庭，对

国际刑事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第一次对

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定罪。

一些代表对司法方面的拖延感到担忧，因为有被告

已被拘留很长时间，等待审判。5 

法国代表指出，通过创设这两个法庭，联合国

为真正的国际刑事系统建立了基础。他强调，与刑

事法庭合作是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法律义务，各

国不能恣意中断与法庭的合作。最后，他指出，刑

事法庭和检察官的工作成功与否还取决于他们据以

执行任务的法律框架是否健全。在这方面，法国很

高兴法庭从各种法律制度中获得启迪，努力改进程

序。6 

3 在本补编中，用“科索沃”一词作为“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科索沃”的缩写，并不妨碍地位问题。在其他情况

下，尽可能保持正式文件中的原有用词。
4 S/PV.4063，第2-5页。
5 同上，第6-7页(阿根廷)；第6-7页(加拿大)；第9-11

页(马来西亚)；第12页(荷兰)；第12-13页(巴西)；第13页 

(冈比亚)；第13-14页(巴林)；第14页(加蓬)和第14页(纳米

比亚)。
6 同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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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代表重申，各国有责任按照安全理事

会有关决议规定的义务，将在其领土上居住的任何

被起诉者送交法庭拘押。他们对被起诉者继续在塞

族共和国7 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逍遥法外尤其感

到关切。他指出，塞尔维亚的表现最不令人满意。

克罗地亚也时有拖延，虽然有时它又对法庭表示服

从。他指出，法庭希望他们继续与克罗地亚保持直

接联系，确保它作出回应。联合王国尤其坚持克罗

地亚尽快将被告姆拉登·纳烈蒂利奇引渡至海牙，

并应毫不拖延地在交出关于“风暴行动”和“闪电

行动”的文件方面取得进展。他认为，他们应更关

注一个事实，即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各国履行其

义务。他预期将很快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因此

建议他们应深入讨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规

约》得到执行的问题。8 

中国代表指出，两个法庭的工作还有改进的余

地，尤其是处理国家与法庭在合作方面产生的纠纷。

他重申，两个法庭都是安全理事会以决议方式设立

的，因此，有关国家应当按照安理会有关决议及法庭

规约的规定，并根据其国内法与法庭进行合作。他还

指出，法庭在要求有关国家提供合作时，也应考虑到

这些国家的公共利益和安全，并尊重这些国家的国内

法。否则，法庭今后的工作仍会很艰巨。他表示希望

两个法庭的工作是专业、客观和公正的，不受任何

政治干扰。9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俄罗斯支持要求各国履

行与法庭合作的国际承诺。但是，就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而言，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和法庭

规约的规定，通过有关各方与法庭的直接合作解决

与这些国际承诺有关的所有问题。他强调，不应未

经发现被告所在国家的同意而拘留被告，也不应通

过对这些国家施加不当的压力获得同意。俄罗斯坚

决反对密封起诉书。这种做法在有关波斯尼亚稳定

部队方面发生过，超出了这种部队的权限。他表示

严重怀疑“所谓的密封被起诉者名单”的适当性，

因为这种做法违反法庭规约和法庭议事规则。他认

7 根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塞

族共和国是两个实体之一，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共

同构成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8 同上，第7-8页。
9 同上，第8页。

为，有关国家当局和被起诉者本身因而被剥夺了表

明他们愿意与法庭合作的机会。他强调指出，为拘

留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而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

主要从这种行动可能对稳定该地区局势和推动和平

进程的国际努力有何影响的角度加以考虑。他指

出，在法庭近来的工作中，存在丧失这一原则的严

重情况，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起诉塞尔维亚和南斯拉

夫联盟共和国领导人。这种决定破坏了波斯尼亚、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甚至整个地区的稳定，是推

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解决进程的又一障碍。至于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科索沃的活动，

必须是客观的并严格遵循安理会的决定，包括第

1244(1999)号决议以及法庭规约。他指出，法庭显

然没有做到客观，因为法庭迄今主要是集中调查针

对阿族人所犯罪行。因此，国际刑事法庭必须积极

调查科索沃阿族极端主义分子对科索沃塞族和其他

非阿族人民所犯罪行的范围，因为不然就有理由指

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实行双重标准，这

不会提高法庭工作的效力。10 

美国代表认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面对

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拘留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被起诉

者。由于塞尔维亚向被起诉的逃亡者提供事实上的

庇护而使这一点变得难以实现。他指出，安全理事

会必须坚持要求塞尔维亚移交被起诉者，其中包

括“武科瓦尔三人”、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 

“阿尔干团”，最后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

共同被起诉者。美国还认为，拉多万·卡拉季奇必

须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他强

调，那些还没有被拘留的被指控者必须明白，绝不

存在他们的庇护所。因此，美国不同意俄罗斯代表

的某些观点。他欢迎克罗地亚最近在一个重要案件

上给予合作，但也敦促克罗地亚政府立即依照法庭

的请求，就“风暴”和“闪电”行动进行合作。最

后他表示，美国代表团支持安理会采取可有效改善

遵守两法庭的命令的各项措施。11 

斯洛文尼亚代表指出，安理会面临的真正问题

是它是否需要作出额外决定和作出何种决定。斯洛文

尼亚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发起一个进程，对下一

步要采取的步骤进行进一步的、更详细的审议。他强

10 同上，第8-9页。
11 同上，第11-12页。



第八章   审议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项下的问题 741

36.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的签署

初步程序

1996年4月12日(第3651次会议)的决定： 

主席声明

1996年4月12日，安理会根据事先磋商达成的谅

解，举行第3651次会议，将题为“《非洲无核武器

区条约》(佩林达条约)的签署”的项目列入议程。

主席(智利)然后提请安理会注意1996年4月12日埃及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1 其中转递出席1996年4月11日
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

条约)签署仪式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在签署《条

约》时通过的《开罗宣言》案文。

在同次会议上，在磋商后，主席代表安理会发

表声明如下：2 

1 S/1996/276。
2 S/PRST/1996/17。

安全理事会深表满意地注意到1996年4月11日在埃及开罗

签署《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并注意

到当时通过的《开罗宣言》。

这件历史性大事标志着32年前作出的承诺成功地正式生

效，当时，1964年7月，非洲领导人在开罗举行非洲统一组织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届常会，通过了开创性决议，

宣布非洲为非核化区。

安全理事会认为，40多个非洲国家签署这项条约以及大

多数核武器国家签署条约的有关议定书是迈向早日有效实施

该条约的重要步骤。为此目的，安理会强调必须早日批准该

条约以确保其迅速生效。

安全理事会重申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主席在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级会议上代表安理会成员国发表的声明，即所有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威威胁，因此

认为《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署是非洲国家对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

安全理事会借此机会鼓励这种区域努力，并表示愿意支

持国际和区域两级旨在实现核不扩散制度的普遍性的努力。

调，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支持和加强它所设立的司法

机构的效力。12

两个国际法庭的检察官第二次发言，回答安理

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她否认有关正在科索沃进行片

面调查的断言。她向安理会成员保证，在其办公室

正在进行的调查中，被告不仅有塞尔维亚人，也有

穆斯林和科索沃解放军(科解)成员。在这方面她指

出，在调查科解嫌犯时遇到的困难是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态度造成的。他们调查涉及的

许多塞尔维亚受害者都在塞尔维亚避难，而国际法

庭无法进入那里，已不得不关闭在贝尔格莱德的办

事处。关于密封起诉书，这些起诉书确实没有公

开。她表示，在各国的制度中，起诉书在执行前是

不在因特网上或新闻媒体上公开的，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也是这样做的。她还指出，她的前任认

为这种侦查方式很重要，而且得到审判分庭和上诉

分庭的支持。法庭规则和规约也在法律和司法上对

此做了规定。她表示愿意与有关国家讨论密封起诉

书问题，但只是在这些国家逮捕了所有逍遥法外者

之后才进行讨论。13

12 同上，第14-15页。 13 同上，第15-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