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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9年12月，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改善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的

指导方针》的第1号决议（33IC/19/R1）。

该项决议建立在广泛的共识之上，即要想保护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就需要更好地尊重国际人

道法，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国内层面实施国际人道法就是重要一步。决议强调各国有责任采取

一系列国内法律和实践措施，确保完全遵守国际人道法。同时，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作为公

共当局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发挥独特作用，在此基础上传播并协助本国政府传播国际人道法，还

开展相关活动。

本文件作为指导工具，指导各国和国家红会在国内合作实施该决议，各个章节都意在由各国

和国家红会相互合作使用。1文中列出了为加强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而可采取的实践措施，包括与

其他行为方合作采取的措施，并鼓励各国和国家红会在上述决议之外，就其他理念进行合作，为

更好地实施国际人道法提供支持。

本文件中的指南并非是要解释上述决议或任何其他国际文书，而是列出了与决议关键段落相

关，并以建议形式拟定的清单。2建议的基础理念是，在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是持续性过程，无论

目前的实施状况如何，总是可以采取更多措施予以改进。因此，在使用本指南时，有关人员可以

选择与自身所处国家地区最为相关的领域，并以相关建议为基础展开行动。

指南各章节从世界各个区域分别至少选取了一个国家，基于编写本指南时可获得的信息，列

举了不同国家采取的措施实例。举例无法做到详尽无遗，但目的在于说明国际人道法历来是如何

纳入到世界各地的国内体系的。

本指南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协助各国在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的专门机构——国际人道法

咨询服务处编写而成。如在使用本指南或实施国际人道法方面需要更多指导或支持，欢迎通过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各地代表处的地区法律顾问网络获取服务，或通过以下联系方式直接联系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的咨询服务处：

Advisory Service on IHL,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19 avenue de la Paix,
1202 Geneva, Switzerland
电话：+41 22 734 6001
邮件：gva_advisoryservice@icrc.org

1 关于国家红会在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专题概述《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

月会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指导原则》。

2 为确保全文内容连贯，清单在建议可能采取的措施时均采用同一种语言风格，即使有些措施已经是现有义务也是如

此。但不应当由此认为指南改变了相关义务的约束性。

https://rcrcconference.org/app/uploads/2019/12/33IC-R1-Bringing-IHL-home_CLEAN_ADOPTED_FINAL-171219.pdf
https://rcrcconference.org/app/uploads/2019/12/33IC-R1-Bringing-IHL-home_CLEAN_ADOPTED_FINAL-171219.pdf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red-cross-and-red-crescent-societies-and-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red-cross-and-red-crescent-societies-and-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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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措施

实施

国际人道法

的措施

参加条约

对违反国际人道

法行为的刑事制裁

和制止

实践措施

将国际人道法纳入

军事条令、教育、培

训与制裁体系中

传播 国内立法

要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就需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环境。而要营造这样的环

境，只有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方可实现。

第一，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措施应力图形成系统性变革。换言之，措施应涉及社会中各种正式

和非正式的体系、架构和机构，其中首要包括不同的政府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军

事部门。然而，其他有影响力的系统和网络也往往在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应

参与到任何加强国际人道法实施的战略中。典型实例包括学术界、记者和媒体、民间社会和非政

府组织、传统和（或）宗教当局、长老群体和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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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方

政府

媒体和记者

国家红会

民间社会

医务人员

学术界

议员

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

武装部队

法官和法律

专业人士

批准相关条约
在国内立法（包括刑法）层面

实施这些条约

修改军事条令，就此特定问题

对武装部队进行培训

采取实践措施，如识别并标记

文化遗址

面向公众举办提高认识的活动

第二，环境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必须相互关联。唯有如此，这一环境才能高效运作。也就是

说，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措施应成为联合战略的一部分，或至少与其一致。例如，如果某国希望改

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该国就不能只是着眼于批准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

产的公约》（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而是还应采取额外措施，创造有利环境。

就实践层面而言，国家可以批准相关条约，在本国立法（包括刑法）层面实施这些条约，采

取识别并标记文化遗址等实践措施，修改军事条令，就此特定问题对武装部队进行培训，并面向

公众举办提高认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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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再加上社会架构、体系和机构之间的协调，才能在促进国际人道

法的实施方面真正发挥作用，并最终实现对该法律体系的尊重。

该项决议的序言亦认识到“在这一方面，相关行为方进行对话，并持续开展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序言部分第13段）。换言之，行为方之间形成强大的联系网，有助于强化实施工作。例

如，学者可以支持政府官员和议员分析现有立法，并起草新法。另外，不同国家的类似行为方之

间，例如各国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3之间，或不同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也应当建立强大

的联系。

为参与国际人道法实施工作的所有行为方提供的关键资源

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专题文件（包括文件、工具、示范法和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数据库

条约、缔约国和评注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国际人道法简介》（在线课程）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

3 决议“呼吁此类机构之间在国际、地区和跨地区层面加强合作，尤其是要参加并积极参与此类机构的全球会议、地区

会议及其他定期会议，并利用……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的新型数字社区”（执行部分第6段）。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s/home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documentation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s://kayaconnect.org/course/info.php?id=1284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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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1：参加条约

决议表达了“其他国际人道法条约也能获得普遍接受的愿望”。（序言部分

第7段）

决议“鼓励所有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道法条约”。

（执行部分第4段）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主要的国际人道法条约。目前，日内瓦四公

约已得到普遍批准；而至于其他国际人道法条约，决议表示希望它们“也能获得普遍接受”（序

言部分第7段）。这其中包括1977年和2005年附加议定书，以及规制具体方面（如特定类别武

器）或针对更为细分的专题问题（如武装冲突中的文化财产保护和招募儿童问题）的条约。

然而，还有一些条约虽然不一定或不完全是国际人道法条约，但也在武装冲突期间为特定群

体提供了重要保护，提出了武装冲突局势中可能产生的其他专题性问题，并（或）探讨了这些问

题的后果。相关条约包括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残疾人权利和儿童权利的条约。

一个国家要想成为某条约的缔约国，就需要根据其国内宪法和实践完成一系列步骤。以下清

单列出了相关步骤，旨在促进全面的批准和（或）加入进程。

清单1.1：初步评估（在批准或加入之前）

国内目前是否设有“国际人道法领导机构”（即负责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的指定机构）？

• 以下机构可以承担这一角色：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相关类似机构（见清单3.4：国际人道

法国家委员会）、专门的部际/部门间或立法工作小组，或主管政府部委或部门内的指定工作

人员或处室。

国内是否已就本国参加国际人道法条约的情况编写了报告或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是否

列出了本国已准备好成为哪些国际人道法条约的缔约国？

• 此类报告通常被称为自愿报告或相容性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明确一国已经成为缔约国的条

约，还可了解与现有国际人道法条约及该国义务相比，国内法律体系是否存在差距。

• 报告还应列出一国已准备好成为缔约国的各项条约，这有助于通过明确本国可以快速批准或

加入的条约（包括附加议定书），从而确定工作重点。

• 如果报告判定本国尚不具备成为特定条约缔约国的条件，则评估相关关切或障碍，并与相关

部委/部门就解决方案展开讨论，可有助于催生在日后加入相关条约的政治意愿。

国内目前是否已制定行动计划，在批准或加入进程中为本国提供指导？

• 行动计划可以提供批准或加入有关条约的时间表。

• 它还可以突出本国为遵守新批准或者即将批准的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而应采取的部分措施。

• 领导机构还可决定将相关文书翻译成本国语言，从而促进国内层面的讨论。

[ ]

4 出于行文简洁的需要，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在后文统称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措施 9

清单1.2：初步立法措施（在批准或加入之前）

国际人道法领导机构是否明确了准许批准或加入国际文书的负责单位？

• 领导机构（见清单1.1：初步评估（在批准或加入之前））应明确国家层面负责批复对国际文

书的批准和（或）加入的单位。通常，立法部门（议会整体或其中的一个议院）或行政部门

（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会承担这一角色。

国际人道法领导机构是否明确了准许批准或加入国际文书的宪法程序？

• 国际人道法领导机构还应明确获得此类准许的国内程序。例如，在一些国家，立法部门有权

作出这一决定，但仍需征求行政部门的意见；反过来，也可能是行政部门有权准许，但还需

要通知立法部门或向其征求意见（即使立法部门的正式批准并非必要）。

•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可能需要进行司法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审查通常由宪法法院进行，确

定条约是否符合国家宪法。

• 此后，国际人道法领导机构可请求该主管当局准许批准国际文书，从而为签发批准文书奠定

基础。

国内是否通过了必要的法律，以确保本国法律制度符合条约义务？

• 在批准条约之前，强烈建议各国分析本国当前的立法情况，判定立法是否符合条约义务，并

为此通过一切必要的法律。这样，各国就可确保一旦条约义务生效，国内法律制度就与其相

符合。

清单1.3：在批准或加入某特定条约时

是否已明确由哪国或哪个机构担任相关条约的保管机关？

• 保管机关可能因所涉条约而异，但通常是联合国或某个单独的国家。

• 瑞士是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和2005年附加议定书的保存者。

如条约要求另行做出声明，本国是否考虑在批准/加入过程中提交此种声明？

• 举例而言，一国即使签署或批准了《第一附加议定书》，也不等同于自动认可国际人道实况

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要对此予以认可，该国需要向保存者（在本例中为瑞士）单独提交一份

认可声明。

批准文书及附加声明（如有）是否已交存？

• 批准/加入只有在相关文书交存之后方可生效。

• 如文书并非以法语或英语起草，则相关国家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提供英文和（或）法语的参

考译文，从而推进批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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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成立当年，委员会就召开了三次会

议，并制定了工作计划，将与政府合作批准并实施三个关键国际人道法文书作为工作重点。委员

会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了正式的培训请求，并制定了行动计划，指导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附

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并对其加以实施。

例：中国

2020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决定。2020年7月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中国加入该条约的文书

交存联合国秘书长。《武器贸易条约》于2020年10月4日对中国生效，且中国未作保留。

关键资源

条约、缔约国和评注

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接受声明范本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批准资料包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批准资料包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批准/加入的文

书范本

承诺实例

• 欧盟成员国已承诺通过考虑批准尚未成为缔约国的条约，进一步加入主要国际人道法文

书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律文书。

• 秘鲁共和国和厄瓜多尔共和国在其行动计划中承诺审查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道法条

约，并评估推动批准这些条约的重要意义。

• 一些国家已承诺考虑认可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而已认可其职权的国家则承

诺会鼓励尚未认可的国家作出认可声明。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mise-en-oeuvre-transposition-dans-les-lois-nationales-et-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dih-en-afrique-de-louest/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fact-finding-comission-model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implementation-ihl-ratification-kits
https://www.icrc.org/en/doc/resources/documents/misc/57jr4u.htm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ratification_kit.emblem0107.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other/ratification_kit.emblem0107.pdf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ratific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instrument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ratific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instrument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ratific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instrument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ledge-on-promotion-and-strengthening-of-the-work-of-the-national-committees-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s-well-as-for-the-exchange-of-information-among-them-promesa-sobre-promocion-y-forta/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ledge-on-promotion-and-strengthening-of-the-work-of-the-national-committees-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s-well-as-for-the-exchange-of-information-among-them-promesa-sobre-promocion-y-forta/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ledge-on-promotion-and-strengthening-of-the-work-of-the-national-committees-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s-well-as-for-the-exchange-of-information-among-them-promesa-sobre-promocion-y-forta/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upport-for-th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fact-finding-commission-ihf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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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2：国内立法

决议“要求各国在国内层面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践措施，以实施国际

人道法”。（执行部分第2段）

国内立法通过确保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和原则在国内法中生效，且国家层面的相关行为方受到

与国际人道法相一致框架的规制，从而在创造有利于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国内法，有助于确保国家的框架遵守其国际法律义务。不过，这一做法还能满足更为实

际的需求，如帮助法官和律师等从业人员培养积极主动性。另外，在建立能够促进国际人道法实

施以及对该法律体系之尊重的机构和组织，如国家情报局、国家红会和民防组织方面，国内法也

可能具有相关性，而且往往较为必要（另见清单3.3：设立有关机构的相关措施）。

下列清单旨在确保国内法律框架与适用于相关国家的国际法律义务相一致。

清单2.1：初步评估

是否需要实施立法？

• 在一元宪制国家中，国际条约在该国生效后，即自动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内法。也就是说，

即使在没有实施立法的情况下，该条约也为国家行为方规定了权利和义务。

• 在二元宪制国家中，国际条约不会自动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内法，而是需要先通过实施立法

（又称适用立法），才能被转化为国内立法。

• 然而，即使是在一元制度中，即使并未要求采用实施立法，这种做法也具有充分的理由，因

为：

 － 条约中某些条款可能无法自动执行。换言之，其规定可能不够具体，无法在国内层面直

接适用。此时就需要实施立法或法规，来明确国家行为方的权利和义务。

 － 在更实际的层面上，司法部门可能更愿意参考并适用本国国内立法， 而非可能较为陌生

的国际条约。

 － 最后，与国际条约相比，国内立法或可提供更为详细的定义，或在条约义务之外，制定

符合条约目标和宗旨的额外保护。

就通过国际人道法相关的国内立法而言，是否指定了负责对此进行评估和建议的机构？

• 例如，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见清单3.4：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专门的部际/部门间

或立法工作小组可承担这一职能。

目前是否已对国内法律制度和国际人道法的实施进行过相关分析？

• 此类分析有助于明确，为使国内法符合本国的国际人道法义务，需要优先对哪些立法领域进

行补充或修订。

• 重点关注本国在特定领域中的国际法律义务及其国内法律框架之间所存在差异的专题类相容

性研究，也有助于明确更需要迫切实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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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2.2：国内立法内容

国内立法是否涵盖了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层面？是否需要额外的立法？

• 国内立法应反映如下核心层面：

 － 对标志的保护；

 － 将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破坏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和其他战争罪，以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的战争罪定为犯罪；

 － 对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制止；

 － 对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边缘群体及高危群体（如儿童、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国内

流离失所者和失踪人员及其家属）的保护；

 － 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

 － 武器转让。

是否已对与国内立法相关的其他跨领域交叉性问题加以考虑？

• 取决于所涉及的条约或规则，各国可能需要考虑更多其他问题，如国内立法的域外适用、国

际司法互助、对受害者的赔偿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法律是否明确规定了负责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机构？

• 管辖权条款应清楚明确，在（军事和民事法院及法庭之间）可能存在管辖权竞合问题时尤应

如此。例如，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下列条款号召特定机构承担某项职能，而这一

职能应通过立法归于现有机构，或新设立的机构：

武装冲突类型 主题 机构职能 机构类型 渊源

国际性武装

冲突

战俘 确定战俘地位 “主管法庭”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5条第2款

对落于敌方权力下（但

不被认为战俘），并由

该方就敌对行动中所发

生的罪行予以审判的人

员所提出的战俘身份主

张进行裁决

“司法法庭”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45条第2款

对战俘就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进行刑事起诉

“军事法庭”（除非按

照拘留国现行法律明文

之规定，普通法庭得就

相似罪行审讯该拘留国

武装部队人员）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84条第1款

受保护平民 在被保护人离开冲突方

领土之请求遭到拒绝时

对此项拒绝重新考虑

“拘留国所指定之主管

法庭或行政审议机关”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35条

同样适用于被保护人之

非领土被占领的国家之

人民者所提出的离境申

请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4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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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2.3：法律文件起草的质量

国内立法所提出的定义是否充分？

• 国际条约中所使用的许多术语和表述并未在条约文本中加以明确定义，而是之后由判例法和

（或）学术著作对其加以解释和发展。因此，国内立法可以列出国际条约中未做明确规定，

但已达成一致的定义，从而为法官和律师厘清定义，使他们在工作中有据可查。

•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某些表述和定义不应过于局限或具体，以防出现不必要地将部分被保

护人或受保护物体排除在立法范围之外的情况。

• 因此，在起草国内立法时，根据法律的性质、条款及其宗旨，在定义的明确性与包容性之间

取得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武装冲突类型 主题 机构职能 机构类型 渊源

国际性武装

冲突

平民被拘

禁者

定期对将被保护人拘禁

或安置于冲突方领土上

指定居所的决定重新进

行考虑

“拘留国……所指定之

主管法庭或行政审议机

关”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43条第1款

对将被保护人在占领地

加以拘禁或置于指定居

所的上诉决定进行定期

复核

占领国所设立之“主管

机关”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78条第2款

执行占领国之刑事法规

程序

由占领国设立的“正当

组织之非政治的军事法

庭”，且该法庭应在占

领地开庭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64条第2款和第66
条

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不受

保护的人员

针对除战俘或被保护人

之外犯有与武装冲突有

关罪行的人执行刑事程

序

“依照……公认的正常

司法诉讼程序原则”

的“公正和正常组成

的法院”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75条第4款

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

不实际参加

战事之人员

仅在此等法庭宣判后才

进行判罪及执行死刑

“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

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

组织之法庭”

《日内瓦公约》共同

第3条

武装冲突相

关刑事罪行

的追诉和惩

罚

仅遵照法院的定罪宣告

进行判刑和处罚

“具备独立和公正的主

要保证的法院”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6条第2款，本款

措辞与共同第3条略

有不同，并且只适用

于严格条件下的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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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墨西哥

2013年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墨西哥内政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为应对失踪人员的

困境提供技术支持。根据该谅解备忘录，一个由多个政府机构组成的工作组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支持下成立，并负责建立国家层面的失踪人员工作联邦协调机制。工作组设立了多个专门小

组，其中包括一个法律小组，负责就失踪人员问题开展法律相容性研究，研究范围以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关于失踪人员的指导原则/示范法》为基础。成员基于各自专业领域所提供的材料交由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汇编整理，并经工作小组讨论，于2015年将建议提交至主要工作组。该研究及其

建议为促使2017年通过《关于失踪人员的一般法》这一进程提供了参考。

例：巴林

2020年6月22日，巴林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通过了2020年第8号法令，对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四公约所规定的保护性标志的使用进行规制。巴林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国防

部、内务部、外交部、教育部、卫生部、信息部、国家人权研究所、巴林大学和巴林红新月会的

代表。代表经讨论后起草法令草案，草案随后提交至第一副总理，法令由第一副总理颁布。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提供全程支持，分享了《有关使用和保护红十字、红新月

和红水晶标志的示范法》，并就草案初稿提出意见。

关键资源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与相关评注（尤其是与具体机构有关的条款）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第2章：国际人道法条约和国内实施，以及第4章：日内瓦

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专题文件（包括文件、工具、示范法和法律专题概述）

承诺实例

• 布基纳法索已承诺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以确保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已承诺分析其本国各自的法律框架，考虑到其地区和国际义

务，从而为填补潜在法律空白提出建议。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vwTreaties1949.xsp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documentation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des-biens-culturels-en-periode-de-conflits-armes-conformement-a-la-convention-de-1954-et-ses-2-protocole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mise-en-oeuvre-transposition-dans-les-lois-nationales-et-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dih-en-afrique-de-louest/


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措施 15

清单3：行政和实践措施

决议“要求各国在国内层面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践措施，以实施国际

人道法”。（执行部分第2段）

在各国为改进国际人道法的实施而所能采取的措施中，实践措施可能是落实难度最低，且功

能最为多样的行动，其中既涵盖非常简单的措施，也包括更为复杂的程序，而且还能对其他实施

措施，如通过国内立法，加以补充。

清单3.1：促进法律信息获取的相关措施

在实践中，要想运用好法律这一工具促进有效的实施，各国不能仅在批准条约，通过实施立

法之后就满足于此，而是还应使律师、法官、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等专业人员以及公众都能获取、

查阅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书。

而要使法律信息易于获取，一项必要条件就是方便查找。同时，还应使用相关从业者以及受

冲突影响民众和一般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国家

红会也可以在促进法律信息的获取方面做出贡献。

从业者、受冲突影响民众和公众在查阅条约和国内立法方面是否便利?

• 可将法律信息整理后，集中发布于某个网页或网站上，内容涉及所有为实施国际人道法而通

过的国内法规，以及相关判例法、已被批准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联的批准文书。

• 可在页面或网站上加入搜索功能，为法律研究提供便利。

• 如果网络较差，也可借助初次联网下载后即可离线使用的移动应用程序提供法律信息，从而

无需次次联网（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

条约和国内立法是否提供专业人士、受冲突影响民众及公众可使用的语言版本？

• 国际人道法条约，特别是本国已经缔结的条约，应翻译成本国语言。如果国内制定了实施立

法，也应加以翻译。

• 国际人道法条约的译文应发送至相关权威机构（如，日内瓦四公约的译文就需要发送至瑞士

联邦委员会）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例：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红十字会发布了关于标志的网页，详细说明了适用于标志使用的相关规则，以简明

的语言简要介绍了可适用的法律，有助于促进对相关法律的遵守。

关键资源

1949年8月12日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四公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图书馆收藏的日内瓦四

公约译本概要

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数据库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www.redcross.lk/who-we-are/emblem/
https://library.icrc.org/library/search/authority?authorityId=71939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na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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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实例

• 捷克共和国已承诺创建并开发推广国际人道法的网站，并提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

遗产保护军事手册》执行摘要的捷克语翻译版本。

• 芬兰和芬兰红十字会已承诺翻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

则》。

清单3.2：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和物体进行识别和标记的相关

措施 
识别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标记受保护的物体，是非常重要的实施措施；同时，公众能

够理解用于识别相关人员和物体的各种标志有何含义，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国内是否对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使用予以充分规制？

• 一般而言，可以准许使用标志来指定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医务人员，其中包括武装部队的医

疗服务部门，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还包括战时的民用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包含国家

红会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出于标志的保护性，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也可将这些标志用于人道行动。此外，标志还可用于表明某个人员或物体和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关（运动包括国家红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

• 各国应采取国内措施规制标志的使用，措施应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 标志的名称、式样和定义；

 － 获准使用标志的机构和组织以及使用条件；

 － 负责规制标志使用情况的国家机关；

 － 标志未经授权不得使用这一规则，以及未经授权使用标志的行为适用何种制裁措施。

• 除上述措施外，还应组织培训和提升认识的活动。活动内容应涵盖标志的特殊含义和正确使

用情况，目标对象应包括公众以及工商界、医疗界等其他领域的人员。

医务人员和宗教人员的身份是否得到识别，并为其提供了身份证？

• 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及《第一附加议定书》，应向下列人员提供身份证：

 － 军队常任医务人员；5 
 － 军队辅助医务人员；6 
 － 武装部队随军牧师7和平民宗教人员；8 
 － 被雇佣为军队医疗服务部门辅助人员的国家红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9 

5 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4条和第40条，以及《日内瓦第一公约》附件二。另见《日内瓦第二公约》第36条和第41
条及其附件。

6 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5条和第41条，及其附件二。

7 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4条和第40条，及其附件二。

8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8条第3款。

9 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6条和第40条，及其附件二。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motion-and-dissemin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2/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motion-and-dissemin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2/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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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用医院的定义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8条和第20条。另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8条第3款关于平民医务人员的

内容。

11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66条。

12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67条。

 － 经常专门从事民用医院工作及管理的医院工作人员；10 
 － 民防组织人员11和被派到民防组织的武装部队和军事单位的人员。12 

获准使用标志的医疗区和医疗机构是否得到正确识别和标记？

• 在列出受保护财产和地点时，应包括：

 － 针对和平时期标志使用情况进行规制的限制性规定和法规下的医疗区和医疗机构；

 － 医院地带、中立地带和非军事化地带。

• 上述财产和地点应根据国内法规、日内瓦四公约及《第一附加议定书》制定的规则和条件进

行适当标记。

负责保护文化财产之人的身份是否得到正确识别？

• 根据1954年《海牙公约执行规则》第21条，负责保护文化财产的人员可持有标以识别标志的

特别身份证。身份证应盖有主管当局的钢印，并标明持证人的个人信息，包括：

 － 姓名；

 － 出生日期；

 － 职位或级别，以及职务；

 － 照片；

 － 签名或指印（或两者兼备）。

受保护的文物和地点是否列入了相关名录，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识别和标记，并予以妥善

保护？

• 取决于一国已经成为缔约国的条约，所适用的保护制度可能也会不同。1954年《保护文化财产

的海牙公约》规定了一般保护和特别保护制度，而其《第二议定书》则规定了重点保护制度：

 － 依据一般保护制度，文化财产享有最低限度的保护，各缔约国在武装冲突时均必须予以

尊重。

 － 依据特别保护和重点保护制度，符合条件的文化财产可享有比一般保护制度更高一级的

保护。

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是否进行了标记？

• 各国应使用一组三个鲜橙色圆形的特别记号（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7条）标记受《第一

附加议定书》第56条保护的含有危险力量的物体。

民防人员的身份是否得到识别，装置和运输工具是否进行了标记？

•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66条第4款和附件一第16条，民防的国际特殊记号，是橙色底蓝

色等边三角形，记号应按照情况适当地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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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特定类别人员的身份是否得到识别，并为其提供了身份证？

• 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应向下列人员提供身份证：

 － 战俘；13 
 － 被撤往外国的儿童；14

 － 新闻记者。15 
• 另外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应向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发放被俘邮片16或拘禁邮片17。

公众是否理解这些标识和标志的特殊含义？

• 应向公众以及工商界、医疗界等其他领域的人员告知这些标志的特殊含义和正确使用的情况。

例：白俄罗斯

2010年，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理事会下属的实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对1954年《保护文化

财产的海牙公约》及其1954年《第一议定书》和1999年《第二议定书》（白俄罗斯分别于1957
年和2000年加入）进行了相容性研究。2011年，该委员会开始努力填补国内立法中已经发现的空

白，使其符合本国的国际义务。其措施包括修订刑法典，并与文化部就文化财产登记程序进行合

作。白俄罗斯还通过了对文化财产进行标记的决定，并计划开始这一进程。

关键资源

《对红十字、红新月与红水晶标志的保护》——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第4章：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实际建议——指南》

承诺实例

• 布基纳法索已承诺对文化财产进行识别和标记，并向在国内负责保护文化财产的行为方

和机构提供培训。

清单3.3：设立有关机构的相关措施

国际人道法制定了设立特定机构的规定，旨在促进和协调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人员相关的

措施。例如，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和《日内瓦第四公约》，各国必须设立国家情报局，以接

收和发送武装冲突一方权力下的受保护人员的相关信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况下，也可以建

立这类情报局。

13 见《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7条及其附件四。

14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8条。

15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条及其附件二。

16 见《日内瓦第三公约》第70条及其附件四。

17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06条及其附件三。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otection-red-cross-red-crescent-and-red-crystal-emblem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practical-advice-protection-cultural-property-event-armed-conflict-guideline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des-biens-culturels-en-periode-de-conflits-armes-conformement-a-la-convention-de-1954-et-ses-2-protocole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des-biens-culturels-en-periode-de-conflits-armes-conformement-a-la-convention-de-1954-et-ses-2-protoc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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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是否设立某些机构由各国自行决定，但这些机构可以在帮助各国履行其国

际义务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国家红会作为公共当局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在传播国际人道法方面

身处一线，能够提供支持，扮演关键角色。国家红会还与本国政府合作，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

重，并保护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认可的特殊标志。另外，在保护平民、帮助受敌对行动

或自然灾害直接影响的民众恢复生活方面，民防组织还可发挥重大作用。

相关国家是否已经设立上述机构？如果是的话，其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 这些机构应通过国内立法、法规或法令来设立，以确保其享有常设地位，且法律基础扎实。

• 相关机构还应配备充足的资源，从而能够持续开展活动。

为上述机构工作的成员和志愿者是否接受了充分培训，能够履行其职责？

• 上述机构的成员应当对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人道法如何适用于本机构，具有充分的认识。

公众及武装部队成员是否知晓并承认国家红会的标志和民防组织的记号？

• 应向公众以及工商界、医疗界等其他领域的人员告知标志和其他记号的特殊含义和正确使用

情况（见清单3.2：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和物体进行识别和标记的相关措施）。

关键资源

《对红十字、红新月与红水晶标志的保护》——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中的民防》——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保护标志”，第43页）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第4章：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承诺实例

• 丹麦和丹麦红十字会已承诺探讨建立国家情报局的可行性，措施之一是建立特别工作

组，负责明确建立国家情报局所必需的进程和措施。

• 波兰和波兰红十字会已承诺设立对话平台，以加强对红十字标志的法律保护，并继续开

展有关标志保护的培训和宣传活动。

清单3.4：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决议“承认越来越多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在为国家当局

实施、发展和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提供建议和协助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并鼓励

尚未建立此类机构的国家考虑采取这一措施”。（执行部分第5段）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在为政府实施、发展和传播国际人道法提供建议和协助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目前关于如何建立此类委员会，尚无具体规则，不过下文的关键资源中列出了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指南。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otection-red-cross-red-crescent-and-red-crystal-emblem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civil-defenc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nib-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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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国家是否已经设有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应具有常设地位，且法律基础扎实（例如，应通过立法或政府法令建

立），工作方法明确，并制定有行动计划。还应为其配备充足的资源，使其能够持续开展活动。

• 国家委员会在组织层面应确保其所开展的国际人道法相关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从而使国际人

道法相关议题始终在政府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员是否涵盖了所有利益相关方？

• 该机构成员应包括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各部/部门18代表、军事人员、国家红会成员，并酌情包

括国际人道法及相关问题专家，如法律顾问、医生、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民间社会成员。

• 国家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必要时可经常召开，且所有成员都应按时出席。

赋予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职责是否充分？

• 一般而言，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参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发展和传播工作。

• 更准确地说，其职责应该包括以下部分或全部职能：

 － 促进批准和（或）加入人道条约；

 － 支持在国内实施本国已成为缔约国的条约；

 － 研究和评估国内法律制度；

 － 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

 － 协调国际人道法项目并促进交流；

 － 就国际人道法的实施问题提供建议，并提出方案；

 － 跟踪、监督并报告国际人道法实施的发展和进展情况。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是否与其他类似的委员会进行联络并开展合作?

•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认识到，与其他国家面临类似挑战的机构保持联系和合作大有裨益，

因为可借此机会分享良好实践、工具和经验。

• 一国委员会的合作对象可以是同一个次区域或地区、或距离更远地区的类似委员会，也可以

是法律制度和传统相似，或尤其有意进行双边交流的国家中的机构。

• 合作形式可以是（基于委员会之间所达成协议的）正式合作，也可以是非正式合作；可以通

过在线会议、线下会议开展，也可以通过通信开展。

该委员会是否加入了在线社区？

• 各委员会可通过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的在线社区进行沟通和交流，该社区

于2019年在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正式发布。

18 通常是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文化部、卫生部和教育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online-community-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bodies-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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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

国家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页面，列出了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提供的相关资源

《实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第51页）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成功指南》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的在线社区

承诺实例

• 奥地利和奥地利红十字会承诺在维也纳举办欧洲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地区会议。

• 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已承诺在尚未设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国家设立此类机构，并通

过提供充足财政资源、加强现有委员会之间的合作等方式来巩固现有委员会。

• 葡萄牙和葡萄牙红十字会已承诺在葡萄牙建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已承诺在菲律宾建立常设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例：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于1980年设立了研究和实施国际人道法常设委员会，旨在研究和传播国际人道

法，并就实施措施提出建议。法律与人权事务部作为委员会的秘书处，每年举办两至三次协调会

议，相关部委代表在会上探讨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推广问题。2020年初，在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

月国际大会通过了第1号决议之后，该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指导方针，指导2020年～2023年期间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推广工作。

长期以来，该委员会一直在向其他国家学习，并分享经验。例如，该委员会于2018年～2019
年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就建立委员会并维持其运作

的问题进行了双边交流。

例：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

2020年9月，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通过了对《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第

22条关于冲突局势中的儿童的新的一般性意见，其中一段介绍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作用：

95. 为补充国家人权机构，许多缔约国设立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简称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这些机构的作用是为各国政府的行动提供建议和协助，使其

能够遵守第22条关于尊重和确保尊重影响儿童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方面的义务。特别是，这些

机构可以向国家当局就实施、发展为儿童赋予特别尊重与保护的国际人道法相关义务，并传

播有关知识方面提供建议和协助。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national-committee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national-committees-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0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entitie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guidelines-success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online-community-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bodies-ihl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mise-en-oeuvre-transposition-dans-les-lois-nationales-et-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dih-en-afrique-de-louest/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mise-en-oeuvre-transposition-dans-les-lois-nationales-et-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dih-en-afrique-de-louest/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establishing-a-national-committee-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portugal/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establishing-a-perman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committee-in-the-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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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3.5：设立有关进程和程序的相关措施

除了建立相关机构外，各国还可以引入旨在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适当考虑的进程和程序。以

下建议并非全部建议，而是旨在突出一些前文章节并未提及的重要进程和程序。

针对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法律审查，是否设有专门的程序或机制？

• 在部署前对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符合各国利益。开展这类审查也是

出于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这一义务的要求。

• 《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应通过国家常设程序、机制或其他措施等方式，确定其研究、发

展、取得或采用的任何新武器及作战手段或方法的合法性。

确保武器转让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进程和程序是否落实到位？

• 各国应评估其转让的武器是否存在被用于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风险。如果明显存在风

险，则应避免转让武器。各国还应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以防止和终止武器受

让国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应建立并维持“有效而透明”的国家管控系统，在其中加入条约第

6条和第7条所规定的在武器转让决定中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的程序。

是否设有调查敌对行动期间所发生系统性问题的程序或机制？

• 各国可采用一种程序（如行政调查），调查敌对行动期间发生的系统性问题。

• 系统性问题可能源于培训不足、使用特定武器（如发生故障的武器）或在某些地区（如人口

稠密地区）开展敌对行动等情形。

• 该程序可能有助于明确经验教训和良好实践，之后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复制或与其他国

家分享。

关键资源

《国内实施〈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措施清单》

《国内实施〈集束弹药公约〉的措施清单》

《新武器》——法律专题概述

《2013年〈武器贸易条约〉》——法律专题概述

《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6条实施措施》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指南：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

《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则》

《武器转让决定：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标准——实践指南》

《从人道角度理解武器贸易条约》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domestic-measures-implement-anti-personnel-mine-ban-convention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domestic-measures-implement-convention-cluster-munition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new-weapon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2013-arms-trade-treaty-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902.htm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law-policy-and-good-practice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guidelines-protection-natural-environment-armed-conflict-rules-and-recommendations-relating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0916-arms-transfer-decisions-apply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criteria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4252-understanding-arms-trade-treaty-humanitarian-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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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3.6：充分规划和制定预算的相关措施

在制定规划，通过预算时，应考虑到国际人道法的实施。这适用于司法部和国防部、立法机

构和委员会、以及单独的法院和法庭等各个层面的预算。由于有效规划和预算编制是各项决策取

得成功的基石，因此对于本指南所涵盖的各个方面，都应牢记下列建议。

是否为实施国际人道法划拨了充足的资金和物力资源，使国家能够在和平时期及武装冲

突局势中履行其义务？

• 部委/部门、议会或法院一级的预算编制工作应考虑与实施国际人道法相关的费用，其中可能

包括：

 － 与实施国际人道法相关的机构和程序所需的资金（如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对武器的

法律审查、国际人道法学术研究和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 物力资源，包括培训材料（如面向武装部队的国际人道法手册和士兵的口袋卡）、工作

人员履行职责所需的设备和设施（如办公室、会议室和通信系统）等各类资源。

是否为实施国际人道法配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员是否在国际人道法方面接受了

充分的培训？

• 致力于国际人道法实施的人力资源可能包括：

 － 武装部队法律顾问（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2条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

法研究》规则141）；

 － 立法委员会内负责国际人道法相关问题的法律专家；

 － 部委/部门内部负责国际人道法相关问题的法律专家。

• 经分配负责这一工作的人员应接受国际人道法方面的适当培训，从而掌握程序和相关主题方

面的必要专业技能：

 － 程序性专业技能：开展各项工作，包括评估本国批准或加入新条约的相关性和益处，以

及指导国家立法进程，从而确保本国的国际义务纳入立法、行政和实践框架的各个层

面；

 － 专题性专业技能：涉及保护文化财产的国内立法、加入《集束弹药公约》等多项问题。

清单3.7：分享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良好实践的措施

决议“请各国通过利用符合国际大会决议，包括本指导方针的现有工具以及

本国已经设立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等方式，针对依照国际人

道法义务采取的国内实施措施和其他可能超越本国国际人道法义务范围的措施，

分享相关实例，并就良好实践进行交流”。（执行部分第13段）

就国内实施的良好实践进行公开分享的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 例如，可以创建并维护专门用于汇编相关信息的网站（见清单3.1：促进法律信息获取的相关

措施），定期向民间社会代表介绍实施国际人道法的相关活动，并在国际人道法相关会议、

研讨会和类似活动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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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层面是否开展介绍国际人道法实施情况的活动？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西非经共体成员国等地区性组织合作，定期发布特定

地区国际人道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地区层面是否召开供各国介绍国际人道法实施情况的会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地区组织和（或）国家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地区会议和研讨会，供各国

介绍国际人道法实施进展，并概述本国为实施已经设立的国内行动计划、地区行动计划和

（或）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所做承诺而采取的措施。

本国是否报告对于国际大会决议和承诺的实施情况？

• 为了能够在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进行报告，成员可以提交自愿报告，详细说明其在实

施决议和承诺方面的进展。

关于国内层面国际人道法实施情况的自愿报告是否已经发布？

• 国家可考虑发布一份自愿报告，概述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措施。报告应展示成功实施

的具体实例，并确定需要进一步实施的领域。报告还应包括现有国内进程和参与实施国际人

道法的机构的详细信息。

• 报告的起草可由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主导，这也是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 报告应公开发布，从而推动就国内实施开展对话，丰富对话内容，并鼓励其他国家发布本国

的自愿报告。

针对已经发布的自愿报告是否计划进行定期更新？

• 由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是持续性过程，当局应计划定期更新报告。在更新内容方面，可

以盘点针对此前明确需要进一步实施的领域所采取的步骤，并（或）就自上次报告发布以来

开始对国家产生约束力的新义务探讨其实施情况。

• 例如，更新自愿报告的频率可以参照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的举办时间（每四年一次），

或是旨在对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良好实践进行分享的地区论坛的举办时间。

例：马里

201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马里司法部门开展了明确利益相关方情况的工作。基于该部门

提供的信息制作了利益相关方分析图，用于分析国内法律框架，以及围绕马里司法部门对违反国

际人道法行为所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和次地区动态。报告还强调了国际人道法和国内法中的恐怖

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重合与矛盾，以及这可能对起诉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这项工作还有一个目的，是明确该部门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培训需求，并在设计安排正在进

行的培训时，将法律从业人员的观点纳入其中。国家司法培训研究所随后为马里北部和中部，以

及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司法中心的法官组织了一次讲习班，思考了这些需求和观点。

后来，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西非经共体组织的西非国际人道法实施情况年度审查会议上，这一

实例也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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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4：保护在武装冲突中面临特定风险之人

员的相关措施

决议“要求各国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最脆弱人群，特别是妇女、儿童和残

疾人士，并规定他们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人道援助”。（执行部分第9段）

决议认识到“不同年龄、残疾状况和背景的妇女、男性、女童和男童可能会

因武装冲突而受到不同的影响，在实施和适用国际人道法时需考虑这些差异，从

而保障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序言部分第5段）

决议进一步强调“在规划和开展军事培训和人道行动时，应酌情适当考虑儿

童的最大利益，以及男童与女童的特殊需求和脆弱性”。（序言部分第6段）

各国应实施具体措施，从而更好地理解、应对某些群体的各种需求及其所面临的特殊风险。

这些具体措施包括安排针对性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或引入人道援助和其他政策。另外还可以划

拨专门预算，在相关部委/部门内指定联系人，制定国内立法，引入具体的军事行动命令和标准操

作程序，以及在军事手册中增加特定内容。

为了更好地评估这些群体的种种需求，还可以采用的方法是确保可能会与这些群体接触的人

员在需求产生或人道危机出现之前就得到充分的培训。培训对象可包括可能（在敌对行动中、拘

留或其他情况下）与儿童或残疾人士接触的武装部队成员、可能参与向边缘群体或高危群体提供

援助的公正人道组织，以及国家红会的成员。

有可能对保护和援助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工作产生影响的个人是否接受了充分的培

训，使其能够快速感知到某些群体（如儿童、残疾人士和性暴力受害者）所面临的特殊

风险？

• 由于不同的个体需求不同，可能会与这些个体进行互动沟通的人员（以及根据国际人道法需

要履行义务的人员）能够理解他们具体有何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 例如，可能与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进行接触的人员应就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接受适当培训，

并接受如何与尤其弱势的儿童，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进行沟通的专门培训。

• 可能与性暴力受害者进行交流的人员也应接受专门培训，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 有可能会影响保护和援助残疾人士工作的人员应接受培训，了解这一群体在平等获得国际人

道法保护方面所面临的身体、沟通、态度、体制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并接受培训，了解在开

展这些活动时收集、分析按残疾情况分列数据的重要性，从而确保残疾人士的需求得到适当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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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履行对边缘群体和高危群体的义务，是否划拨了充足的人力、物

力、财力和其他资源？人道援助和军事行动的预算是否考虑到了这些群体的需求（如，

这些群体的拘留地点）？

• 在配备资源和编制预算方面，可能有下列考量事项：

 － 为边缘群体和高危群体的人道方案提供资金；

 － 资助针对这些群体需求的专门培训；

 － 招聘专家；

 － 规划适当的拘留场所，并配备合适的工作人员（例如，武装部队应确保配备足够的女性

工作人员，为监管女性被拘留者做好准备）。

• 还应明确在保护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士方面的现有资源、专家和政策，这有助于确定、理解

并应对这些群体的需求与目前所提供的保护和援助之间的差距。

是否设有机制或程序，用于评估在以往开展军事行动和人道援助项目期间，面临特定风

险的相关群体的需求是否得到考虑？

• 这一机制可能有助于收集良好实践和经验教训，可在后续与其他国家或组织分享。

例：哥伦比亚

2014年6月3日，哥伦比亚议会通过了一项为性暴力受害者，特别是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

害者提供诉诸司法之途径的法律。该法扩大了国际人道法中对受保护人员实施的性暴力行为的定

义，增加了强迫卖淫、强迫绝育、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和强迫裸体等罪行。第16条还规定，对于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包括构成此类罪行的性暴力，没有诉讼时效限制。

该法采取了多方面方法应对性暴力受害者的需求。例如，第4章规定，此类犯罪的受害者有

权获得社会心理支持和免费医疗。

关键资源

《核查清单：国际人道法在禁止性暴力方面的国内实施》

《国内流离失所者与国际人道法》——法律专题概述

《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法律保护》——法律专题概述

《失踪人员及其家庭》——法律专题概述

《对武装冲突期间强奸及其他形式性暴力的预防与刑事制裁》——法律专题概述

《国内落实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相关联儿童的全面保护系统指导原则》

《法律如何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残疾人士》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日内瓦公约〉70周年之际重申承诺，

致力于继续在武装冲突中提供保护》（第3章：日渐持久的冲突中平民居民的需求：相关议

题——“国内流离失所者”、“对残疾人的保护”和“教育机会”）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checklist-domestic-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rohibiting-sexua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legal-protection-children-armed-conflict-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missing-persons-and-their-familie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evention-and-criminal-repression-rape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domestic-implementation-comprehensive-system-protection-children-associated-armed-forces-or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how-law-protects-persons-disabilities-armed-conflic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crc-report-ihl-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crc-report-ihl-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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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实例

• 布基纳法索政府和布基纳法索红十字会已承诺采取措施，更好地传播国际人道法关于保

护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被剥夺自由者、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规则。

• 意大利已承诺将对于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需求的考虑纳入其军事训练和各层级的军事计

划和决策中，其中一项措施是为国家军队就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进行专门培训。

• 西班牙和西班牙红十字会已承诺支持在维和行动中部署儿童保护顾问。

• 英国和英国红十字会已承诺改善所有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幸存者获得全面护理的机会。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au-niveau-national-a-travers-la-mise-en-oeuvre-du-plan-daction-national-2019-2023-de-mise-en-oeuvre-du-dih-et-de-celui-de-la-cedeao-20192023/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au-niveau-national-a-travers-la-mise-en-oeuvre-du-plan-daction-national-2019-2023-de-mise-en-oeuvre-du-dih-et-de-celui-de-la-cedeao-20192023/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au-niveau-national-a-travers-la-mise-en-oeuvre-du-plan-daction-national-2019-2023-de-mise-en-oeuvre-du-dih-et-de-celui-de-la-cedeao-20192023/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the-rights-of-children-affected-by-armed-conflict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the-rights-of-children-affected-by-armed-conflict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cion-de-los-menores-en-los-conflictos-armados-conjunta-de-espana-y-cruz-roja-espanola/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cion-de-los-menores-en-los-conflictos-armados-conjunta-de-espana-y-cruz-roja-espanola/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commitment-to-prevent-and-respond-to-sexual-and-gender-based-violence-in-armed-conflict-and-post-conflict-situations-and-to-support-all-survi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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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5：对于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刑事制裁

和制止

决议“回顾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有义务制定必要之立

法，俾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之

行为之人，于适当时处以有效之刑事制裁”。（执行部分第11段）

决议“回顾了……有义务搜捕被控为曾犯或曾令人犯此种严重破坏本公约行

为之人，并应将此种人，不分国籍，送交各该国法庭，或依其立法之规定，将此

种人送交另一有关之缔约国审判”。（执行部分第12段）

各国在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进行刑事制裁和制止方面负有不同的义务，这些义务源于

各国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例如，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制定必要之立法，对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严重破坏国际人

道法行为之人，处以有效的刑事制裁。同时，《第三附加议定书》要求各国确保其国内立法充分

预防并惩治对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滥用。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各国必须对被控由其

国民或者武装部队或者在其领土上实施的战争犯罪进行调查，并于适当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

诉。他们还必须对其具有管辖权的战争罪进行调查，并于适当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此外，

各国有义务应对所有其他违反日内瓦四公约的行为，亦即各国可以采取各类广泛的措施终止违反

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

在实践中，仅仅通过充分的刑事立法，是不够的。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一般情况一样，要想

有效起诉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需要有利的环境。换句话说，各国应

采取一系列与刑事司法系统相关，涉及各类不同的参与方的措施，甚至在违反行为发生之前就应

采取。

有利环境的组成要素如下图所示，并在后文的清单中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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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环境

刑事立法充分

（如罪行的定义，

程序层面的问题）

培训充分（面向

法官、律师、警察

和调查人员）

政治意愿、

司法意愿、

民间社会

（与传播有关）

为受害者和目

击者提供充分措

施（在审判期间和

法庭之外）

机构职权充足，

且管辖权划分明确

资源充足

（人力、物力和

财力）

司法合作和

引渡协议

为专业人员、技

术人员等提供充

足的工具（如用于

调查目的）

清单5.1：立法方面

刑事立法充分

罪行和刑罚的定义

国内立法是否禁止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严重破坏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以及在国际

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各国应通过立法，在立法中详细说明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严重破约行为，以及在国

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将其定为犯罪。

• 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一项新的立法（如《日内瓦四公约法令》或《战争罪法

令》），或是将严重破约行为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纳入现有刑法典。

国内立法是否详细规定了可反映罪行严重程度的刑罚措施？

• 国内立法应至少：

 － 对每一种罪行及其构成要件进行定义；

 － 规定适用刑罚的性质和严重度；

 － 指定负责宣布和执行刑罚的机构。

刑事责任形式

国内立法是否允许不同的责任形式，如个人责任、指挥官责任和上级责任？

• 国内立法不仅应承认实施犯罪之人的个人刑事责任，还应承认下令犯罪和未能采取适当

措施防止下属犯罪之人也负有个人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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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限制

国内立法是否确保可以随时起诉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不

受时效限制？

• 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时效限制不适用于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战争

罪。这一点应在国内立法中做出明确规定，并反映在军事手册中，在其他国内犯罪一般

均受时效限制的情况下尤应如此。

司法保障

国内立法是否确保任何因严重破约行为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受审的人

员，都有权依照司法保障得到公正审判？

• 国内立法至少应反映主要的司法保障：

 － 除了依据所有基本司法保障所提供的公正审判外，不得对任何人判罪或处以刑罚。

 － 诉讼程序应规定使被告立即被告知被控犯罪的细节，并应使被告在审判前和审判期

间享有一切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手段。

 － 任何人除以个人刑事责任为依据外均不应对其判罪。

 － 对任何人，均不应因其在从事行为或不作为时依据法律不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或不

作为而被控告或判决有罪；也不应处以重于其犯罪时可适用的刑罚；如果在犯罪后

法律规定较轻的刑罚，犯罪人应享受该规定的利益。

 － 任何被控犯罪的人，在按照法律证明其有罪前，均推定为无罪。

 － 任何被控犯罪的人均应享有在受审时在场的权利。

 － 对任何人，均不应迫其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或自认犯罪。

 － 任何被控犯罪的人均应有权讯问或要求讯问原告方面的证人，并在与原告方面证人

的同样条件下取得被告方面证人的出庭和被讯问。

 － 任何人均不应因先前依据同样法律和司法程序已宣告无罪或已定罪的终局判决所涉

及的罪名而为同一方所追诉或惩罚。

 － 任何人因犯罪而被追诉，均应有取得公开宣判的权利。

 － 被定罪的人应在定罪时被告知其司法和其它救济方法以及利用这些救济方法的时限。

关于制止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充分立法

国内立法是否规定了充分的措施，用以制止除严重破约行为之外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 各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即停止并预防）除严重破约行为之外的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这些措施可能包括：

 － 行政措施；

 － 惩戒措施；

 － 金融措施；

 － 发布命令。

• 各国还可能决定在其将严重破约行为定为犯罪的义务范围之外，将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

的行为也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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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

《司法保证和保障》——法律专题概述

《如何将惩治措施纳入刑法》——法律专题概述

《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议员可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受到惩

罚？”，第49页）

清单5.2：司法和程序方面

机构职权充足，且管辖权划分明确

管辖权条款是否清晰明确？

• 在（如军事法院和和民事法院之间，或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设立的法院和法庭之间）存在管辖

权竞合的情况下，国内立法应明确规定为了确定哪一个法院具有管辖权，应遵循何种程序。

国内立法是否为起诉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确立了普遍管辖权

基础？

• 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各国有权将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授予本国法院。该项权利不妨碍日

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在其国内立法中规定对严重破约行为的普遍管辖权

这一义务。

国内立法是否为国内法院提供了引渡嫌疑人的手段，至少在涉及严重破约行为的情况下

为其提供？

• 除了在国内立法中为引渡被控犯罪者提供法律基础外，还应与其他国家缔结引渡协议，以促

进这一进程。

刑事调查充分

负责进行刑事调查的机构在实践和法律层面是否均符合独立和公正的要求？

• 负责进行刑事调查的机构和个人都应是独立而公正的，应当能够在不受国家和（或）冲突各

方等外界干涉，且不受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 应在国内立法中规定独立和公正的原则。法律应规定充分的保障，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是否为保证证据的完整性而设立了充分且充足的程序？

• 应提前，亦即在收集证据的需求产生之前，就采取并实施充分的措施，以保护证据的完整

性。换言之，应当：

 － 为收集、分析、保护、存储不同类型的证据（如证言证据、视频证据、数字数据和验尸

报告）分别制定适当的策略或规程；

 － 为保护敏感信息（如受害者和证人的身份）的保密性制定策略或规程；

 － 为保护和追踪监管链设立系统，其中涉及可能有机会或曾有机会接触证据的人员名单，

以及这些人员获准查阅证据的标准。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judicial-guarantees-and-safeguard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methods-incorporating-punishment-criminal-law-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niversal-jurisdiction-over-war-crimes-factsheet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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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人员在收集任何证据之前都应熟悉这些程序。

• 收集证据应注意方法，确保证据能够在刑事审判中得以受理。

为受害者和目击者提供充分措施

国内立法是否为受害者和目击者在法庭及法庭程序以外规定了保护措施？

• 此类保护措施在制定时应旨在保护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身心安全和完整，包括通过心理支持的

方式予以实施。

• 除一般性保护措施外，各国可采取具体措施，保护面临特殊风险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如儿

童和性暴力受害者。

国内立法是否为受害者和目击者规定了调查及任何法庭上进行的法律程序期间的保护措施？

• 例如，此类措施应保护受害者和目击者免受恐吓和报复，保护他们的身份，并防止被告的辩

护律师提出某些类型的不当问题。

• 再次要指出的是，除了可能在法庭诉讼期间适用的一般性保护措施外，各国还可采取具体措

施，保护面临特殊风险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如儿童和性暴力受害者。

调查人员、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和其他法庭官员是否接受了充分的培训，能够与

受害者和目击者进行面谈或沟通？这种培训是否专门涵盖了与特定受害者和目击者群体

（如儿童和性暴力受害者）的沟通？该培训是强制参加，还是自愿参加？

• 此类培训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二次伤害的风险，避免对受害者和目击者造成额外的伤害。

国内立法是否预见到有可能为受害者提供充足的赔偿，包括经济赔偿？

• 一种较好的实践做法是受害者应能够通过行政程序或司法程序，就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寻求赔偿。

关键资源

《核查清单：国际人道法在禁止性暴力方面的国内实施》

《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法律专题概述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指南：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

清单5.3：进行起诉或制止的充足工具、资源以及充分意愿

培训充分

调查人员、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其他法庭官员是否在国际人道法方面定期接受了充分

培训？

• 充分的国际人道法培训不仅应面向法官提供，还应面向法庭官员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相关人

员（如调查员和警官）。在理想情况下，此类培训不应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持续学习的过程。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checklist-domestic-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rohibiting-sexua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niversal-jurisdiction-over-war-crime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law-policy-and-goo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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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人道法相关法庭案件进行辩护和诉讼的从业人员能否获得法律培训？

• 律所律师也应接受国际人道法培训，因为他们可能在法律诉讼中为被控犯罪者或潜在受害者

进行辩护。

资源和工具充足

调查当局是否（在财力、人力和物力方面）配备了充足的资源（包括法医和调查工具、

方法和技术）？

•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包括对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进行刑

事调查，可能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并采用特定的调查方法。在规划预算的过程中应对此加

以考虑。

对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和法庭是否（在财

力、人力和物力方面）配备了充足的资源？

• 起诉严重破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如部分调查在另

一国进行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通常需要一定水平的专业知识。同样，这一点也应在规划

预算时加以考虑。

法律从业者、学者和公众能否轻松查阅国内立法和判例法？

• 律师、学者、受害者组织、民间社会和公众应该能够获取相关法律信息（另见清单3.1：促进

法律信息获取的相关措施）。

政治意愿、司法意愿、民间社会

刑事司法系统的相关人员（包括司法部/部门、律师、法官、检察官、调查人员和警官）

和民间社会是否了解起诉战争罪的重要性？

• 为了有效和系统地制止刑事犯罪（而非一次性的制止），刑事司法系统的相关人员应相信此

类程序的重要性。安排传播活动，提供分享经验的机会，有助于培养政治意愿和机构方面的

意愿。

• 民间社会也可以通过报告应予调查，并在适当情况下进行起诉的严重破约行为和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行为，发挥其重要作用。

清单5.4：行为方之间的合作

司法合作

国内立法是否预见到有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司法合作？

• 在有条件且较为相关的情况下，各国应在调查、起诉和审判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

战犯嫌疑人方面与其他国家合作。

• 司法合作和协助工作举例如下：

 － 在国外进行的刑事诉讼中提供互助；

 － 协助调查；

 － 交换文件；

 － 收集、评估和保存证据；

 － 逮捕、起诉并（或）引渡嫌疑人；

 － 执行其他国家作出的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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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

• 各国可以与其他国家签署合作和信息共享协议。

是否设有供各国在调查、起诉和审判战犯方面分享良好实践的平台或机制？

• 定期开展地区、次地区和（或）国际会议及其他活动，可为各国提供分享良好实践的机会。

例：加拿大

2014年，魁北克上诉庭维持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犯下的7项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

罪和战争罪的定罪，也由此确认了加拿大法院对这些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对被告的指控基于加拿

大于2000年通过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法案》。而此次审判得以进行，是得益于司法部引入的

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与移民和其他部门就明确被控犯罪者，并酌情考虑刑

事制裁或引渡方面开展合作。

此案的判决在加拿大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成为学者争相探讨的话题。最近，民间社会组

织就该计划发表了一份报告，主张为起诉战争罪提供额外资金。

关键资源

《引渡与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法律专题概述

《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法律专题概述

承诺实例

• 比利时和比利时红十字会已承诺开展分析工作，明确可能会受理国际人道法相关案件的

不同法官，并评估盘点他们能够获得的国际人道法相关培训。他们还承诺在法官的必修

培训课程中加入关于国际人道法的选修模块。

• 英国和英国红十字会已承诺加大行动力度，包括加强提供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安全、普及

的报告渠道等方式，以解决有罪不罚问题，预防并应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cooperation-extradition-and-judicial-assistance-criminal-matter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niversal-jurisdiction-over-war-crimes-factsheet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formation-des-magistrats-en-dih/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formation-des-magistrats-en-dih/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commitment-to-prevent-and-respond-to-sexual-and-gender-based-violence-in-armed-conflict-and-post-conflict-situations-and-to-support-all-survivor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commitment-to-prevent-and-respond-to-sexual-and-gender-based-violence-in-armed-conflict-and-post-conflict-situations-and-to-support-all-survi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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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6：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军事条令、教育、

培训和制裁系统

决议“强烈鼓励各国尽一切努力将国际人道法进一步纳入军事条令、教育和

培训以及各级军事规划和决策中，从而确保国际人道法充分融入军事实践并体现

在军事思想中”。（执行部分第7段）

决议承认“通过发布将国际人道法原则和概念纳入其中的条令程序、由法律

顾问在军事行动期间向指挥官提供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建议，开展……国际人道法

培训等方式，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军事实践，能对战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序

言部分第12段） 

决议“忆及在国家武装部队中能够提供法律顾问，就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向适

当级别的指挥官提供建议，具有重要意义”。（执行部分第7段）

如果要使国际人道法得到充分尊重，发动战争之人就应了解其规则和原则，以便将这些规

则和原则融入自身的行为之中。适当的流程还应落实到位，用以检查合规性，纳入有效的补救措

施，并应用吸取的经验教训。因此，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既应在武装部队的正式结构体系和进程中

开展，也应在更加非正式的结构体系（如武装部队的社会化进程及其一般性文化环境）中开展。

清单6.1：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军事教育和培训

用于教育和培训的军事手册和其他文件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包括该法律体系所取得的

最新发展？

• 军事手册和文件应定期审查，检查其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或是否需要修订。

武装部队成员能否获得国际人道法相关的教育材料？

• 通过向所有武装部队成员提供士兵口袋卡，或总结和解释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的类似文件，

可以改善国际人道法的可及性。

不论级别如何，所有武装部队成员都可以接受国际人道法培训吗？

• 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武装部队成员，都应接受与其级别或职务相称的国际人道法培训。

国际人道法是否被纳入军事培训活动？

•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培训活动中，其中包括：

 － 确保常规军事教学项目的内容反映国际人道法原则；

 － 为参与本国领土或国外武装冲突（包括维和行动）的所有武装部队成员针对其任务要求

和实际作战情况开展国际人道法培训；

 － 组织专门演习活动，如在每个阶段都明确考虑国际人道法相关问题的演习活动；

 － 确保为武装部队提供的法律顾问在提供指导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武装部队的文化和社会化进程是否促进了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 军队中的社会化进程不应与国际人道法价值观相矛盾，而应加强这些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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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6.2：军事行动

国际人道法是否完全纳入了军事行动规划？

• 应在规划军事行动，包括选择军事基地以及开发武器和军事战术时考虑国际人道法。

行动前简介和行动后的述职汇报中是否涉及国际人道法相关内容？

• 在军事行动中应将尊重国际人道法作为例行事项。应在述职汇报后采纳并实施吸取的经验教训。

清单6.3：武装部队中的法律顾问

是否向武装部队提供了法律顾问？

• 应在军事行动的规划和实施阶段向武装部队提供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是否接受过适当的国际人道法培训？

• 法律顾问应接受适当培训，并应定期获得有关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最新信息。

清单6.4：军事司法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是否设有有效的问责制度？

• 问责制应包括有效的调查程序。

军事法官是否接受过适当的国际人道法培训？

• 军事法官应接受适当培训，并应定期获得有关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最新信息。

清单6.5：充分规划和预算

武装部队（在财力、人力和物力方面）是否配备了足够的资源来实施国际人道法？

• 应定期进行审查，明确是否为面向官员进行的持续性国际人道法培训划拨了足够的资源，分

配了充足的时间。

清单6.6：国际人道法整合情况评估

是否设有评估国际人道法整合程度的机制或进程？

• 应定期评估武装部队成员在国际人道法的整合情况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

关键资源

《战斗中的行为：战斗员行为守则和急救手册》

与武器携带者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页面，附有面向国家武装部队的不同等级的国际

人道法培训项目

《规制军事行动的国际规则手册》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将国际人道法融入条令、教育培训并教导武装部队”，第46页）

《国际人道法简介》（在线课程）

https://shop.icrc.org/behaviour-in-combat-code-of-conduct-for-combatants-and-first-aid-manual-pdf-cn
https://www.icrc.org/zh/what-we-do/building-respect-ihl/dialogue-weapon-bearers
https://shop.icrc.org/handbook-on-international-rules-governing-military-operations-print-e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https://kayaconnect.org/course/info.php?id=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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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实例

• 比利时已承诺致力于为其武装部队编写行动法律手册修订版，就手册中的国际人道法部

分征求比利时红十字会的意见，在其武装部队中进一步传播该手册的内容，并在武装冲

突法顾问整体培训课程中对该手册进行讲解。 

• 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已承诺对现有的军事和警察法规进行全面审查，评估其是否符合印

度尼西亚为缔约国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及其他相关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 芬兰和芬兰红十字会已承诺将可适用于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信

息纳入军事教育材料，包括与敌对行动相关的指导文件。

• 美国已承诺在其武装部队内设立有效的项目，以帮助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义务，并与其

他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分享法律解释和良好实践。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development-of-a-revised-operational-law-manual-for-the-belgian-armed-force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trengthening-the-efforts-of-ihl-integration-training-and-teaching-for-a-better-ihl-implementation-in-the-military-and-civilian-administration/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protection-of-the-natural-environment-in-armed-conflict/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trengthen-domestic-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n-military-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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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7：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决议“强烈鼓励加强各国通过提升平民和军事人员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在

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并促进对该法的尊重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及采取的举措。”

（执行部分第3段）

决议鼓励开展传播工作的人员“特别注意被要求实施或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人

员，如军事人员、公务员、议员、检察官和法官，同时继续在国内面向大众，包

括青年，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国际人道法。”（执行部分第8段）

决议鼓励探索“适当的创新型方法，包括电子游戏等数字手段和其他手段，

从而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观

点和他们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纳入考量。”（执行部分第10段）

国际人道法条约要求各国在武装部队内部和公众中间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条约知识。这一传播

过程应在和平时期就开始，以确保相关规则在武装冲突期间已经广为人知，得到理解，并纳入各

方的行动之中。

要使国际人道法规则得到尊重，除了直接适用这些规则的人员必须了解这些规则之外，还必

须让全体民众至少有一定的了解。为营造有利的环境，这项工作必不可少，而且这还易于支持并

巩固其他实施措施。

传播活动还有助于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帮助在实施国际人道法的不同行为方之间搭建桥梁。

清单7.1：初步评估

特定国家和地区在传播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具体需求是否得到明确？

• 应明确传播国际人道法方面的需求，并分析国内层面的现有工作和举措。这项工作可由国际

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依其职责开展，将有助于避免工作出现重合，避免潜在的差距。

• 在开展上述分析工作时，还可以关注当前现有的传播材料和资源，如海报、电视和电影广告

以及在线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并确定缺乏此类资源的领域。

• 这项工作还应涵盖可从传播活动中受益的相关行为方和受众（包括他们在特定系统或机构中

的级别、职务和角色）。

• 各国可以将这项工作的结果纳入其自愿报告中（见清单3.7：分享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良好

实践的措施）。

• 分别面向行为方和受众的传播材料清单见本文件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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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7.2：传播活动的内容

国际人道法传播活动的内容是否根据其目标受众进行了调整？

• 只有相关受众了解了国际人道法的关键规则，以及自身在实施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国际

人道法才能提供有效保护。因此，传播活动应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量身定制。

受众能否获得传播材料？

• 如有必要，应将研究和文件翻译成本国语言，确保本国人可以阅读。

传播活动的内容是否适当考虑了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观点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

• 在设计传播活动的内容时，可采用多种方式考虑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观点及其对国际人道

法的看法，其中包括：

 － 组织活动，让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可以分享其经验和观点；

 － 将他们的观点纳入现有的传播材料（包括各种媒体）当中；

 － 让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民众参与传播材料和资源的设计与（或）测试，并参与传播活动。

清单7.3：组织传播活动

开展传播活动的人员能否胜任这一工作？是否需要更多的培训讲师？

• 可能需要培训更多的培训讲师，包括在国家红会内部进行培训。还可以建立受训志愿者网

络，让他们在当地社区和更广泛的公众当中传播国际人道法。

清单7.4：评估传播活动

传播活动是否得到评估？如果是，则活动是否满足了此前所明确的需求？

• 通过评估，有助于了解活动是否满足了目标受众的需求、是否需要开展更多活动，以及还能

够提供哪些额外支持。评估还能够为今后的分析工作提供信息，并有助于明确潜在的差距和

可能存在的重合情况。

例：土耳其

2020年9月，伊斯坦布尔国际法中心和土耳其红新月会举办了第一期国际人道法高级暑期

班，随后举行了角色扮演比赛。这些活动使世界各地的学生有机会加深对特定主题的了解，并在

之后体验就同一主题进行的现场互动和商议。

高级暑期班和随后的比赛均在线上举行。学生可在本国参加，从而降低了项目开销，并吸引

了更为多样化的观众。一些参与人员还在联网方面获得支持。组织者考虑到学生的特殊需求，提

升了全体人员的参与体验，并使所有团队都能够平等参与。

由于角色扮演比赛中使用的虚构案例研究基于高级暑期班所涵盖的主题，参赛人员可以通过

在实践中获得的见解巩固自身的理论知识。此外，借助在线比赛的机会，可以创新与参赛人员进

行互动交流的方式，包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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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国际人道法导论》

培训中心，重点关注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他工作领域的现场培训和在线学习模

块

《国际人道法简介》（在线课程）

承诺实例

• 巴西已承诺通过在学术、外交和军事领域组织研讨会和其他活动，促进国际人道法规则

和原则的传播。

• 冰岛和冰岛红十字会已承诺支持国际人道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传播，特别是在政府和

学术界的传播，其目的是支持专业人员、学者和学生形成对国际人道法的兴趣，并积累

专业知识，从而有利于全球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和遵守。

• 瑞士已承诺加强努力，传播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国际人道法的其他

相关法律基础，并在瑞士议会内促进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obligation-disseminat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4231-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comprehensive-introduction
https://www.icrc.org/en/online-training-centre
https://kayaconnect.org/course/info.php?id=1284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dissemination-of-ihl-rules-and-principle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dissemination-of-ihl-rules-and-principles/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trengthening-dissemin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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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资源

为所有行为方提供的一般性资源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专题文件（包括文件、工具、示范法和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国际人道法简介》（在线课程）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

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关键资源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专题文件（包括文件、工具、示范法和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批准资料包

为议员提供的关键资源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专题文件（包括文件、工具、示范法和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

《议员在实施国际人道法中的作用》——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批准资料包

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提供的关键资源

国家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页面，列出了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提供的相关资源

《实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成功指南》

为法官和法律专业人士提供的关键资源

《引渡与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法律专题概述

《如何将惩治措施纳入刑法》——法律专题概述

《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法律专题概述

《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指南：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

为武装部队和军事人员提供的关键资源

《战斗中的行为：战斗员行为守则和急救手册》

与武器携带者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页面，附有面向国家武装部队的不同等级的国际

人道法培训项目

《规制军事行动的国际规则手册》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国际人道法——议员手册》 (“将国际人道法融入条令、教育培训并教导武装部队”，第

46页)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documentation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s://kayaconnect.org/course/info.php?id=1284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documentation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implementation-ihl-ratification-kits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documentation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role-parliamentarians-implement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implementation-ihl-ratification-kits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national-committee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national-committees-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0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entitie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guidelines-success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cooperation-extradition-and-judicial-assistance-criminal-matter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methods-incorporating-punishment-criminal-law-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universal-jurisdiction-over-war-crimes-factshee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law-policy-and-good-practice
https://shop.icrc.org/behaviour-in-combat-code-of-conduct-for-combatants-and-first-aid-manual-pdf-cn
https://www.icrc.org/zh/what-we-do/building-respect-ihl/dialogue-weapon-bearers
https://shop.icrc.org/handbook-on-international-rules-governing-military-operations-print-en.html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pdf-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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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媒体工作者提供的关键资源

《国际人道法词汇表——供媒体工作者使用》

为医务人员提供的关键资源

“战地救护面临危险”，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倡议活动网站，旨在解决针对患者、医务

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运输工具的暴力问题，并确保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患者能够安全

就医，医务人员能够安全工作。

“战地救护面临危险资源中心”，包括：

《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实施保护医疗服务的规则：指导手册》

《保护医疗服务：武装部队指南》

《战地救护面临危险：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指南》

《保护医疗服务：关键建议》

“战地救护面临危险”在线学习模块，介绍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工作的医务人员的

权利和责任

为学术界提供的关键资源

国际人道法进阶学习系列，为讲师和培训师提供的资源

《促进高校国际人道法教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方法的概述、成果与挑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工具包，列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入门资

源、进阶资源和专题性资源

《战争中的法律保护——关于国际人道法当代实践的案例、文件与教学资料》，关于国际人

道法当代实践的案例研究、文件和教学资料汇编

《高校与国际人道法、人道行动和政策》

随取即用的研讨会课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页面，提供支持国际人道法教学工作的资源

链接

为民间社会提供的关键资源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专题文件（包括文件、工具、示范法和法律专题概述）

国际人道法应用程序，可通过平板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查阅超过75部条约和其他国际人道

法相关文件

《国际人道法简介》（在线课程）

为儿童和青年提供的关键资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工具包，列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入门资

源、进阶资源和专题性资源

迷你版《探索人道法：人道法的精华》，向青年介绍国际人道法原则和基本规则的资料包

《探索人道法》，为教师向13岁～18岁学生介绍国际人道法基本规则提供的资料包

为国家红会提供的关键资源

《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指导原则》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58487/glossary_ihl_for_journalists_october_2017.pdf
http://healthcareindanger.org/zh-hans/
http://healthcareindanger.org/zh-hans/rc-zh/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mplementation-rules-protecting-provision-health-care-armed-conflicts-and-other-emergencies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4504-protecting-healthcare-guidance-armed-forces?utm_source=Internal%20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Homeanitarian_01-25-21&utm_content=Guide-publication-armed-forces
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104.htm
https://shop.icrc.org/protecting-health-care-key-recommendations-pdf-en
https://elearning.icrc.org/healthcareindanger-2015/en/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advanced-ihl-learning-series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promoting-teaching-ihl-universities-overview-successes-and-challenges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7723/ihl_digital-tools-handout-2019_.pdf
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739.htm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0949-icrc-and-universities-working-together-promot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ready-use-workshops-0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ihl-domestic-law/documentation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hl-digital-app
https://kayaconnect.org/course/info.php?id=1284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107723/ihl_digital-tools-handout-2019_.pdf
https://shop.icrc.org/mini-ehl-the-essence-of-humanitarian-law-cn-pdf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xploring-humanitarian-law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red-cross-and-red-crescent-societies-and-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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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决议

《关于改善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的指导方针》，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的第1号决

议（33IC/19/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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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关于改善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的指导方针

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重申即使在当代战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与挑战的情况下，国际人道法也在当今国际性

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具有重大意义，

忆及国际人道法必须在所有可适用的情况下予以充分适用，不得以武装冲突的性质或起

因为依据或以冲突各方所赞助的或据称为各方所致力的目标为依据而加以不利区别，

认识到各国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下简称“运动”）成员为最大程度减少

或消除武装冲突所造成严峻人道后果而开展的工作亦有助于应对冲突的根本原因及其种种后

果，

忆及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

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认识到不同年龄、残疾状况和背景的妇女、男性、女童和男童可能会因武装冲突而受到

不同的影响，在实施和适用国际人道法时需考虑这些差异，从而保障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保

护，

强调在规划和开展军事培训和人道行动时，应酌情适当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以及男童

与女童的特殊需求和脆弱性，

强调2019年是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0周年，对其得到普遍批准表示欢迎，并表达

其他国际人道法条约也能获得普遍接受的愿望，

强调在很多情况下，武装冲突各方已采取措施，确保国际人道法在其军事行动期间得

到尊重，如：因为预估攻击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

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而取消或中止对军事目标的

攻击；使平民能够与家庭成员交换个人消息，不论他们身在何地；或为被拘留者给予人道待

遇，

但深为关切的是目前仍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这可能会造成严峻的人道后果，并强

调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是尽量减少负面人道后果，从而改善武装冲突受害者处境的必要

前提条件，

忆及国际义务的国内实施在履行尊重国际人道法这一义务上发挥核心作用，并承认国

家在这方面的首要作用，注意到依据《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尤其是国家红十字

会和红新月会（以下简称“国家红会”）作为公共当局在人道领域的助手这一独特作用，运

动组成部分在促进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职责。国家红会以其独特作用为基

33IC/19/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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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传播并协助本国政府传播国际人道法，还开展相关活动，与本国政府合作以确保对国际

人道法的尊重，并保护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认可的特殊标志，

承认通过发布将国际人道法原则和概念纳入其中的条令及程序、由法律顾问在军事行动

期间向指挥官提供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建议，开展符合个人军事职责及责任的国际人道法培训

等方式，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军事实践，能对战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强调在武装冲突时期尊重人类尊严这一基本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国际人道法中，还体现

在不同信仰和传统的规则、原则，以及军事伦理中；并认识到在这一方面，相关行为方进行

对话，并持续开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强调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实施和传播国际人道法，展现国际人道法对武装冲

突各方和保护所有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益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深信以下建议的措施可为在国家层面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提供有用的指导方针，

1. 敦促武装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其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

2. 要求各国在国内层面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践措施，以实施国际人道法，并请

各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以及国家红会的支持下，对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实施的领

域进行分析；

3. 赞赏地确认各国通过提升平民和军事人员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在传播国际人道法

知识，并促进对该法的尊重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及采取的举措，并强烈鼓励各国加强

此类措施和行动；

4. 鼓励所有国家考虑批准或加入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包括日内瓦四公

约的附加议定书，并忆及各国可宣布承认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0条设立的国

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这有助于培养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态度；

5. 承认越来越多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在为国家当局实施、发展和

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提供建议和协助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并鼓励尚未建立此类机

构的国家考虑采取这一措施；

6. 回顾于2016年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全体会议的成

果，并呼吁此类机构之间在国际、地区和跨地区层面加强合作，尤其是要参加并积极

参与此类机构的全球会议、地区会议及其他定期会议，并利用根据2016年全体会议

期间参会方建议而设立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的新型数字社区；

7. 强烈鼓励各国尽一切努力将国际人道法进一步纳入军事条令、教育和培训以及各级

军事规划和决策中，从而确保国际人道法充分融入军事实践并体现在军事思想中，

并忆及在国家武装部队中能够提供法律顾问，就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向适当级别的指

挥官提供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33IC/19/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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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鼓励各国及运动组成部分，尤其是国家红会，采取切实行动，并于适当时开展协调

行动，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与学者和从业人员的合作关系，有效地传播国际人

道法。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注意被要求实施或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人员，如军事人员、

公务员、议员、检察官和法官，同时继续在国内面向大众，包括青年，尽可能广泛

地传播国际人道法；

9. 要求各国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最脆弱人群，特别是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士，并规

定他们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人道援助；

10. 鼓励各国及运动组成部分，在继续依赖经过检验的国际人道法有效传播方法的同

时，探索适当的创新型方法，包括电子游戏等数字手段和其他手段，从而促进对国

际人道法的尊重，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观点和他们对国际

人道法的看法纳入考量；

11. 回顾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有义务制定必要之立法，俾对于本

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之行为之人，于适

当时处以有效之刑事制裁，以及采取必要之措施，制止所有其他违反日内瓦四公约

或其他可适用国际人道法义务的行为，并进一步回顾与制裁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

为相关的义务；

12. 还回顾了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有义务搜捕被控为曾犯或曾令

人犯此种严重破坏本公约行为之人，并应将此种人，不分国籍，送交各该国法庭，

或依其立法之规定，将此种人送交另一有关之缔约国审判，但前提是该国所提出案

件的初步证据符合起诉条件；

13. 请各国通过利用符合国际大会决议，包括本指导方针的现有工具以及本国已经设立

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等方式，针对依照国际人道法义务采取的

国内实施措施和其他可能超越本国国际人道法义务范围的措施，分享相关实例，并

就良好实践进行交流。

33IC/19/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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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背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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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之人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国际人道法在当今仍具现实意义，我们

人人都能采取更多行动，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减少武装冲突所造成的苦难。因此，提出的

这一决议旨在重新激励国家承诺，推动实施国际人道法，并更好地保护受影响民众。

建议在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予以通过的这一国际人道法决议初稿为改善国

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设立了行动指南，重点关注国家和国家红会在国内层面可采取的具体行

动，包括与其他行为方合作，从而在各相关层面为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注入新的力量。

1）引言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令人震惊、性质恶劣的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有人质疑国际人道法能

否在当今复杂的武装冲突中保护受害者，未来的工作也依然面临重大挑战。但实际上，每一

天，在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中，交战各方都在依照规则进行战斗。国际人道法仍在规制他们

的行为，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保护，并对开展敌对行动的方式加以限制。

每一天，得益于国际人道法，有伤者得以获准通过检查站，儿童能够获得所需的食物，

被拘留者可以向家人发送信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微小的成就或许并不能总是走进

公众的视野，但一桩桩，一件件，都证明国际人道法得到了尊重。国际人道法在历史上的至

暗时刻应运而生，保护着我们共同人道的核心。尊重国际人道法可以防止人类遭受苦难，否

则这会在冲突结束后的数年甚至是数十年内不断持续。

我们目睹了许多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实例，这令国际大会成员欢欣鼓舞；但同时，他们

也因为不尊重法律的情形频繁发生，尤其是考虑到此类行为的后果极为可怕，而感到非常沮

丧。日内瓦四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组成部分可以，而且必须开展

更多工作，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

今年是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0周年，公约如今已得到普遍批准。因此，第33届国

际大会为大会成员提供了适时机遇，使其能够重申对国际人道法的承诺，并努力实现该法律

体系的全面适用和实施（尤其是在国内层面）。

所以，提出的这一决议为大会成员设定了总体方向，并以关键实践措施的形式为其提供

指导，加强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该决议有意不侧重于具体专题，以便各国和国家红会能

够根据本国情况加以针对性调整。不过，我们强烈鼓励大会成员提交与决议所建议措施相关

的专题性承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可以展示的成果。



附录三  背景文件 49

2）背景

至少自1965年第20届国际大会以来，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国内措施就一直是国际大会议程

上反复出现的议题。1国际大会成员承诺定期加强其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通

过以国内实施为重点的决议，并采纳具体行动计划。2 

对以往行动计划的报告虽然指出了实现计划中各个目标所取得的进展，但也强调为确保

国际人道法得到有效实施，仍然任重道远，并敦促大会成员继续做出集体承诺，采取相关行

动。

3）分析

要使国际人道法规则和原则能够在武装冲突中有效保护民众，就必须使这些规则和原则

在其适用地点加以适用之时得到了解、实施和遵守。而要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就必须通过

适当的国内立法，并形成尊重法律的文化。

各国必须在国内层面采取行动，将国际人道法纳入法律、法规和指示中；确保所有相关

层级的武装部队和其他国家利益相关方理解和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并采取切实措施，确保

法律得到尊重，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都得到妥善处理。3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鼓励各国

考虑加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所开展工作的影响，并促进此类机构之间的

合作，探索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新方式，以加强认知，影响行为，并抓住一切相关机会就确保

尊重国际人道法的良好实践进行对话。鉴于与这一责任相关的问题范围较为广泛，不同政府

机构和部门、武装部队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

运动的组成部分依据国际人道法条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在促进对

国际人道法的尊重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有责任与本国政府合

作，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并保护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认可的特殊标志。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依据国际人道法条约和运动章程，负有促进国际人道法忠实适用的职责，是国

际人道法的捍卫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职责是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推广、

发展国际人道法，并与委员会合作，向各国红会传播国际人道法及运动的基本原则。

决议建议的行动以相关会议的建议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报告和研究所提供的证据

为基础。该决议还鼓励运动组成部分利用一些近期的建议和工具开展工作。

1 Resolution XXVI of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pression of violations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第25届国

际大会第5号决议，《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国家策略》；第26届国际大会第1号决议，《国际人道法：从法律到行动，向

保护战争受害者国际大会提交的跟进报告》；Resolution 1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doption of the Dec-
laration and the Plan of Action”；第28届国际大会第1号决议，《通过宣言和人道主义行动议程》；第30届国际大会第

3号决议，《重申和实施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中维护人的生命和尊严”》；Resolution 2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4-year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Resolution 1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doption of the Declaration and the Plan of Action”；第28届国际大

会第1号决议，《通过宣言和人道主义行动议程》；第30届国际大会第3号决议，《重申和实施国际人道法“在武装

冲突中维护人的生命和尊严”》；Resolution 2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4-year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
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 国际人道法条约本身载有大量旨在确保各国实施这些条约的条款：《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7、48、49和54条；

《日内瓦第二公约》第45、48、49和5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7、128和129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4、
145和146条。上述条款由《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8、83、84和85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9条，以及《第三附加

议定书》第6条和第7条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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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全体会议所提出的一些建

议4已被纳入决议建议的执行部分中。与会者建议鼓励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与相关类似机

构之间开展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促进沟通网络，能够供其交流专业知识。此外，全体

会议认为应鼓励建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与相关类似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出版的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成功指南——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与实施》5

旨在为现有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和相关类似机构提供指导，确保其在国内外开展的工作

都较为有效。该指南还鼓励根据需要建立更多此类机构，并在此方面为国内当局提供帮助。

为决议提供支持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该研究依据经验指

出，国际人道法培训，尤其是培训强度和质量因素，会对战场行为产生影响，如果培训针对

受众的需求而设计的话就更是如此。该研究深入展示了正式和非正式规范如何影响武装部队

和武装团体的行为，并提出了在促进行为约束方面明确其影响因素的方法。

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我们都目睹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这表明未能为民众予以保

护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此类行为可能会让人认为国际人道法规则从未得到尊重，或与现实

无关。但如果因为国际人道法从未得到尊重，就认为其毫无用途，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而且实际上非常危险。仅仅关注违反法律的行为，可能会使其随时间推移而丧失法律权威，

并忽视法律实际上得到有效遵守的诸多情况：如医院和供水系统得以留存，平民幸免遇难，

被拘留者受到人道待遇。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开展更为均衡的探讨，探讨中当然不会淡化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行为，但也要更多展示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的实例。就这一方面而言，委员会推

出了国际人道法在行动：尊重战争法在线资料库，收集了基于公开信息的案例研究，记录了

现代战争中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案例，旨在提升公众对于尊重国际人道法实例的认识。

4）资源的影响

实施此决议，不会涉及到任何超出国家履行现有国际人道法义务所需财力之外的财政负

担，亦不会涉及到运动组成部分行使日常职能和职责所需财力之外的财政负担。

5）实施与监督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因此，改善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的指导方

针没有规定具体时间框架。然而，决议初稿中提到的许多具体措施都易于实现，也欢迎各国

就其依据本指导方针、其国际人道法义务或国际大会决议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国际人道法义

务范围之外的其他措施分享相关实例，并就实施过程中的良好实践进行交流。要实现这一目

标，可采取多种方式，包括在国际大会上进行交流，酌情利用现有工具，以及通过国际人道

法国家委员会及相关类似机构进行沟通。

6）结论和建议

4 会议报告目前有英文和法文版本。其他语言译本会后续发布。

5 其他语言译本会后续发布。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enhancing-protection-armed-conflict-through-domestic-law-and-policy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entitie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guidelines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4352-roots-restraint-war
https://ihl-in-action.ic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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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际人道法最伟大的一项成就——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0周年。决议初稿

《关于改善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的指导方针》深刻提醒着各国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

员：他们既不应无视为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而持续开展的工作，认为其毫无作用；亦不应轻

视其所负有的国际人道法义务。鉴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既是一项长期工程，又需要不断

适应武装冲突局势下不断变化的环境、行为方和不断发展的技术，决议初稿在铭记国际大会

成员各自义务与职责的基础上，明确了各成员可以采取的切实行动。这些行动将利用较为成

熟的工具和新近开发的工具，旨在始终尊重并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深

信，认真和有效地采取这些行动，将对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的工作产生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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