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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6 

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和领事 

使团和代表的保护 安全及保障 

  考虑有效措施以加强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 

保护 安全及保障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一.导言 

1  2000年 7月 18日至 9月 20日 另收到一些国

家根据大会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97号决议第 11

段提出的报告 这些报告的有关资料列于下面第二

节  

2  此外 有三个国家根据大会 1987年 12月 7日第

42/154号决议第 11 段提出意见 各项来文载于下面

第三节  

二.各国根据大会第 53/97号决议第 11

段提出的报告 

3  爱沙尼亚于 2000 年 7 月提出报告 提到了一些

文件 其中有一起涉及俄罗斯大使馆 报告内容如下  

  发生了一些偷窃和破坏外交和领事代表

的财产的事件 但事件本身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安

全和保障的  

  1999年 10月 4日发生了一起事件 驻爱

沙尼亚的俄罗斯大使馆接到威胁电话 但没有造

成实际伤害  

  除此之外 没有发生严重侵犯外交和领事

使团和代表的的保护 安全及保障的情况  

4  教廷于 2000年 7月 14日提出报告 说明了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发生的侵犯教廷大使馆外交使团的行

为 报告内容如下  

  2000年 5月 10日 驻莫尔斯比的教廷大

使馆一名工作人员在该外交使团的车内驶近大

使馆时遭到武装人员的袭击 2000年 5月 24日

大使馆的两名司机在驾驶使团的汽车时也遭到

袭击 在这两次事件中 幸亏这些司机警觉 这

些危险的企图才没有得逞 没有人受伤  

5  菲律宾于 2000年 7月 21 日提出报告 提到了侵

犯驻金边和海牙的菲律宾大使馆的事件 报告有关段

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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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驻海牙的菲律宾大使馆的事件如下  

  1999年8月 30日,一名或数名身份不明的

人撬开临大街的窗口 进入大使馆的财务办公

室 财务办公室显然遭到仔细搜查 但看来并没

有遗失任何东西 财务办公室通向大使馆其余部

分的门也被撬开 但看来闯入者并没有搜遍大使

馆其余部分 通知了警方并作了法医调查 拍了

照片并收集了指印 警方调查后并没有发现任

何可以导致逮捕或甚至质询嫌疑犯的线索  

  在柬埔寨 在同一名菲律宾外交工作人员

Regina Perol夫人身上发生的四起事件如下  

  1.   2000年 6月 25日 19时许 Perol一

家进到家里 发现一辆山地车和几双鞋子不见

了  

  2.   2000年 2月 7日 Perol夫人留在修

车行修理车上的空调机的车子被和修车行的一

名雇员所偷  这名雇员将车子开往越南边界

但是 在到达边界之前 这辆车发生了严重事故

车身严重受损 这名雇员离开事故现场 并一直

在逃 Perol 夫人已经起诉修车行的老板 这桩

案子仍待法院待审  

  3.   1999 年 12 月 Perol一家将车子停

在一个小型游乐场门口 他们 30 分钟之后回来

时 发现车子的反光镜不见了  

  4.  1999年 11 月 一名或数名身份不明

的人在白天闯入 Perol夫人的家 偷走了一台放

像机 一台录象机 一台调压器和一些首饰 她

立即向有关当局 包括她的身为将军的房东报告

了这一事件 她家对面就是一个派出所 至今仍

未逮捕任何嫌疑犯  

6  瑞典于 2000年 8月 14日提出报告 说明了在驻

瑞典的奥地利名誉总领事家里发生的一起事件 报告

有关部分如下  

  2000年 2月 6日凌晨 驻马尔默的奥地利

名誉总领事的房舍遭到损坏 向大门的窗子扔了

五块铺路石 在六楼的正面墙上喷洒了反 Jörg 
Haider 的标语和被打上叉的卐字符警察赶到现

场时发现在房子里有一种烟 罪犯将一枚燃烧弹

扔进了领事馆大楼 里面的炸药起爆 引燃了一

扇窗帘 火自行熄灭 没有人受伤 经证实 没

有人进入过大楼 作了初步调查 指控是 损害

国家 纵火行动 2000年 3月 1日 调查结束

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7  保加利亚 匈牙利和乌克兰报告 没有发生严重

侵犯行为  

8  墨西哥在 2000年 7月 25日的报告中指出  

  按照 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 在墨西

哥境内严格遵守国际法关于外交和领事使团和

代表的保护 安全及保障的规定  

三.各国根据大会第 42/154号决议第11

段提出的意见 
9  保加利亚在 2000年 7月14日的报告中提出意见

如下  

  鉴于秘书长邀请大家对需要采取何种措

施增进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 安全及保

障提出意见 我们要强调指出 侵犯外交和领事

豁免问题传统上是从东道国当局或公民侵犯的

角度来审议的 这一问题值得认真审议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是 有些侵犯派遣国外交和领事使团和

代表的保护 安全及保障的案子是由该国公民所

犯的  

10  菲律宾在 2000年 7月 21日的报告中提出意见如

下  

  鉴于要求大家对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增进

外交和领事使团和代表的保护 安全及保障提出

意见 菲律宾代表谨表示 希望地方当局为保护

外交官及其房舍和财产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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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瑞典在 2000年 8月14日的报告里提到了派遣国

和接受国的密切合作和广泛加入这一领域的国际协

定的问题 报告如下  

  关于增进外交和领事人员的保护的建议

我们要提到瑞典也是共同提案国的大会 1998 年

12月 8日第 53/97号决议和北欧国家在大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所作的联合声明

决议和声明均要求派遣国和接受国密切合作 以

确保和特权和豁免得到尊重 并广泛加入这一领

域的国际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