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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白俄罗斯 

原件 英文  

2000年 8月 15日  

1  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 白俄罗斯共和国连

同绝大多数的其它会员国投票赞成了题为 必须终止

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 商业和金融封锁 的

1999年 11月 19日第 54/21 号决议 从而 白俄罗斯

共和国重申其决心 尊重关于国家主权平等 不干涉

各国内政和国际贸易和航行自由的这些基本原则  

2 白俄罗斯共和国一贯支持关于会员国单方面颁布

和实施各种法律和措施将是无效的 当其域外效力影

响到其它国家的主权及在其管辖下的实体或人的合

法权益 并影响到贸易和航行自由  

3  白俄罗斯共和国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包括

联合国宪章 的规定 过去从未 现在也未 并且

没有意图会有一天实施上述的任何法律或措施  

4 白俄罗斯共和国认为 国际争端必须只能在遵守

平等和相互利益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  

5  白俄罗斯共和国认为 近来已经对美利坚合众国

与古巴之间的争端打好了逐步解决的实质基础 因此

呼吁双方朝这个方向增强努力  

中国 

原件 英文  

2000年 8月 18日  

1  主权平等 不干涉他国内政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关

系准则应该正当加以尊重 每一个国家均有权利根据

其本国国情选择其自身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 任何

其他国家都无权干涉  

2  国家间的争议和问题应该在平等和尊重相互尊

重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对话和谈判来解决 美利坚

合众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封锁时间已经太长 除了在

两个邻国间保持高度紧张关系和对古巴人民 尤其是

妇女儿童造成巨大的艰难痛苦外没有任何用处 封锁

仍未解除 严重侵害到古巴和其他及其他国家的合法

权利和利益以及贸易和航行的自由 所以应该依照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及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加

以终止  

哥斯达黎加 

原件 西班牙文  

2000年 8月 2日  

 哥斯达黎加的立法中不含有第 54/21号决议序言

中所指的那类关于商业 经济和金融的文字  

毛里求斯 

原件 英文  

2000年 8月 17日  

1  过去三年里毛里求斯与古巴间的贸易值从中央

统一处查到如下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美元  

进口到 岸价  0 1 1550 28 300 

出口 离岸价  0 6 90 

2  尽管我们的贸易制度是自由和开放的 我们同古

巴的贸易还是非常微不足道  

苏丹 

原件 英文  

2000年 8月 21 日  

1  苏丹政府推行的政策是 遵守各国主权平等和不

干涉他国内政事务的宗旨和原则 并以此作为其政策

范本 基于这一原则性立场 苏丹反对对发展中国家

实施制裁 因此 它同大多数国家一样 投票赞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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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 54/21 号决议 苏丹政府重申 它没有颁布或实

施任何可以在苏丹国境外执行 从而可能影响到任何

国家主权的法律或措施  

2  根据以上所述 苏丹反对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

和商业封锁 因这种封锁使古巴人民遭受严重损害

而且侵犯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明目张胆地违反国

际法和 联合国宪章 以及蔑视国际法和 宪章

的高尚 崇高原则  

3  苏丹本身现在也受到美国根据克林顿总统 1997

年 11 月初签署的行政命令对苏丹实施的单方面经济

制裁 不幸的是 美国为了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 以

一些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为基础 实施这些制裁

而这些怀疑和指控经过 7 年多仍然是找不到任何证

据 这些制裁侵犯了苏丹按照自己本国特色选择社会

发展模式的合法权利  

津巴布韦 

原件 英文  

2000年 8月 21 日  

 关于第 54/21 号决议 津巴布韦政府决未并且不

会对古巴实施任何封锁 

三. 从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机构收到的

答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原件 英文  

2000年 8月 17日  

  审查关于对古巴实施经济 商业和金融封锁的

最近事态发展 

1  美利坚合众国在大约 40 年前对古巴实施的与经

济 商业和社会有关的胁迫措施 其中许多仍然有效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如要有重大改变 将需要美国国会

扭转其关于 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 通称赫尔

姆 伯顿法 的决定 该法禁止解除封锁 直到古巴

改变政府为止 尽管这样 最近几年来已有一些新的

事态发展 表示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方面出现了新的趋

势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方面  

 (a) 在 1998 年期间有两次 美国总统暂停使用

赫尔姆 伯顿法的第三项目 其中规定美国公民可以

在美国境内法院向贩卖被没收的古巴境内财产的外

国人或公司提出诉讼  

 (b) 放松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行的禁止 自从

1999年年初以来 美国商人前往古巴考察的次数稳步

增加 其中包括诸如美国小麦协会 美国大豆协会

美国农场局等的有组织团体的农民和代表以及重要

的农业企业公司的行政人员 过去五年来 因为放松

对旅行的禁止 所以美国公民合法前往古巴旅行的人

数每年增加 10 根据这个趋势 美国和古巴两国境

内 各城市之间直接联运飞行的次数有所增加 而商

务部批准的私人飞机许可证数目也有所增加  

 (c) 关于放松美国对古巴及其他国家所实施的

部分或全面封锁的其中经济方面封锁的各种提案

1999 年美国参议院对所谓的关于国内农场和援助立

法的阿什克罗夫特修正案给予了投票通过 然而 美

国众议院否决了这个修正案 尽管如此 在 1999年

美国商务部共批准运送价值 4亿 5 000万美元的粮食

捐助品 通过各种实属网络和宗教救济组织在古巴境

内分发 此外 还允许居住在美国境内的古巴人汇往

古巴现金 以 10亿美元为上限  

 (d) 为解除美国对古巴封锁 最近所作的努力涉

及到三名参议员于 2000 年 5 月在美国参议院提出

2000年古巴贸易正常化法案 S.2617 这项提案

的目的是解除对一些国家 包括古巴出口粮食和药品

的单方面限制  

世界贸易组织审议关于具有经济胁迫性质的与贸易

有关措施 特别是针对古巴的措施的最近事态发展 

2 1998年 12月 古巴向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财产权

与贸易有关方面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请求 向美国政府

索取关于其对 1999 年财政年度综合和紧急补充拨款

混合法案提出的修正案的资料 尤其是第 211 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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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分项 及其是否符合知识财产

权与贸易有关方面协定和是否有关  

3  照其意见 古巴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对其要求的

满意答复 根据古巴意见 第 211款不符合美国在 知

识财产权与贸易有关方面协定 下的义务 尤其是第

65条 过渡性安排 第 3条 国家待遇 第 2条 知

识财产权公约的某些部分 以及第 62 条 获取和维

持知识财产权及有关的当事方间程序 2000年 3月

美利坚合众国向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这项有关立法

以及关于对于这些法律及其有关实施正在提出的一

些修正案的资料 古巴还重申 第 63 条第 3 款规定

成员在答复另一成员的书面要求时 要提供有关该

知识财产与贸易有关方面协定 的主题事项的那些

法律和条例 以及法院的最后判决和一般应用的行政

规则 古巴认为 这既不是足够的资料 也没有表现

出真心诚意地实施根据 知识财产权与贸易有关方面

协定 的义务 在撰写本文之际 预计这件事将在即

将举行的该委员会会议上审议  

4  这事的起源是在美国登记一种甜酒的商标名称

权利 该商标在 1990 年被没收以前是为一个古巴家

族所拥有 目前则牵涉到一家古巴酿酒厂 非该原先

的家族 与一家法国大型酿酒集团之间的一项联合投

资 欧洲联盟认为 关于要该古巴酿酒厂在重新登记

以前取得原先拥有者的同意 既使该拥有者已放弃了

这个商标 并且现在属于公众拥有的情况 这是歧视

性的 违反了美利坚合众国根据 知识财产权与贸易

有关方面协定 的若干义务  

 77 国集团对于具有胁迫性质的与贸易有关经济

措施所采取的一些决定 

5  在 2000年 4月 10日至 14日于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南方首脑会议上 发展中国家商定在 南方首

脑会议宣言 和在 哈瓦那行动纲领 内均列入一项

关于消除这类措施的文本 该 宣言 第 48 段内容

如下  

  我们坚决反对实施具有域外影响的法律

和条例以及所有形式的胁迫性经济措施 包括对

发展中国家进行单方面制裁 重申急需立即予以

取消 我们强调这些行动不仅破坏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所载的原则 而且还严重威胁贸易和投

资的自由 因此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不承认 而

且不实施这些措施  

6  哈瓦那行动纲领 第 5部分第 10段内容如下  

 本着加强南北关系的精神 我们强调发达国家

必须废除会产生不利域外影响的法律和规章以及违

反国际法原则 联合国宪章 和多边贸易制度原则

的其他形式单边经济胁迫措施  

而第 11段内容如下  

  我们也表示严重关切经济制裁对目标国

家平民人口和发展能力的影响 因此促请国际社

会在实施制裁之前采用一切和平办法 制裁只应

视为最后手段 就算有必要 实施这些制裁时也

必须严格符合 联合国宪章 具有明确目标和

时限 规定经常审查 阐明撤消制裁的具体条件

而且决不可用来作为惩罚或其他报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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