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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主办的第五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全体会议于

2021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线上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通过国内立法与政策实现国际人道法的

国内实施”。

本届会议的目的是让各国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代表共聚一堂，围绕相关的

选定主题讨论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详见会议议程（见附件一）。

全体会议的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日均参会人数达230人。118个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派成员参加会议，包括来自各国外交部、国防部和司法部以及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代

表；12个有意建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国家政府亦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参加会议

的还有来自5个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相关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人员。1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体

会议是少有的能够展现国际人道法真正的普遍性的场合之一，来自全球各地不同机构和部门的代

表聚集在一起，就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开展讨论。

为协助交流顺利进行，会议配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及俄语的同声传译。

本报告包括许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当前实践的实例，以及各国在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方面的例子。这些例子来源于全体会议期间与会者的分享，以及与会者在会议期间或其后向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处提交的书面材料。这些资料可在本报告中题为“实践案例”的章节中

找到，按相关国家的国名字母顺序排列。

2	 与会人员名单请参加附件二。



开幕会议 5

开幕会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部主任海伦·德拉姆博士致开幕词，向全体与会人员表示欢

迎。下面是德拉姆博士的讲话全文：

开场词

各位阁下、尊敬的各位发言人、各位主席、小组嘉宾、参会人员和朋友们：

我谨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各位出席第五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全体会议表

示热烈欢迎。

能为此届会议揭幕，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欣喜地收到了270多名参会者的注册，其中包括

来自118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人员、作为观察员出席的政府代表，以及国际组

织和地区组织的人员。我们对这些数据感到非常高兴。

鉴于目前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种种限制性措施，本届会议采取了比往常更加简单的方案，并通

过线上举行。这使得时间安排方面有些困难，但我们真诚地希望，每天在不同时间段举行会议的

做法能让所有与会者都得以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参加几场会议。

我们决定举行这次线上全体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正是盘点世界各地的国

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所做的非凡工作的绝佳时机。距我们在日内瓦召开第五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及类似机构全体会议，确实已经过去了五年。此外，目前我们正处于第33届和第34届红十字

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之间的时点。第33届大会通过的“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极大地促进了

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工作。为了展示自这项决议通过以来，或者说自上届全体会议以来

的工作成果，并对接下来的几年进行规划，本次会议我们选出了四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稍后我

将对这四个问题进行介绍。

未来几年，我们将努力争取举办面对面的会议，并希望下一届全体会议能在日内瓦举行。

欢迎新设及重启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如果不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主动在各国创设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许多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

尊重方面的具体工作成果就不可能实现。

今天，我们高兴地欢迎2016年召开上届全体会议后新成立的9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

似机构，它们位于以下地区：

1.	 保加利亚

2.	 塞浦路斯

3.	 基里巴斯

4.	 尼日尔

5.	 阿曼

6.	 巴勒斯坦

7.	 巴布亚新几内亚

8.	 荷兰

9.	 瓦努阿图

我还要欢迎自我们上届会议结束后，重新设立或重新启动的4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它

们位于以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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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特迪瓦

2.	 冈比亚

3.	 意大利

4.	 日本

加上这些，目前全球共有118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对于上述成果，我代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向在座的各位表示祝贺，并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以线上的方式对这些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诚

挚欢迎。

有关本届会议议题的几点说明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在座各位当中的许多人将与我们分享在促进提升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方

面的实践成果。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与自愿报告制度

提交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2019年12月举行的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议题的后续。

在第33届国际大会期间，与会成员通过了题为《关于改善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的指导方

针》的第1号决议。该项决议确认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在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方面发

挥的核心作用。我们将利用这场会议来强调各位所取得的一些工作成就。

在座许多人都记得，2019年，在第33届国际大会之后，我们为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推出

了我们的在线社区。目前，这个社区已有30个成员，并已开展了一些有关国际人道法在国内层面

的发展的交流。我们希望有更多成员加入这个平台。如对此有任何相关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进行

双边联系。

失踪人员及其家庭

在第二场会议上，我们将探讨在国内层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失踪人员及其家庭。这个

题目与全球各地区都有关系，因为全世界有数十万人因为武装冲突、其他暴力局势、灾害或移民

而失踪。许多失踪人员一去不返，音讯全无。每一个失踪人员背后，还有更多不计其数的人因无

从知晓亲人的境遇和下落而遭受着悲痛和不确定性的折磨，在由此对其生活带来的多重影响中苦

苦挣扎。年复一年，亲人杳无音信所带来的悲痛只增不减，与此相伴的是，他们还面临着社会心

理、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众多困难。

与通常情况一样，解决这些人道问题的很大一部分答案在于确保国内层面的充分法律保护。

我们知道，各国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以建立国内法律和政策框

架，包括相关机制和程序。我们期待听到你们对这一领域的工作情况的分享，也想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应如何进一步提供支持方面倾听你们的想法。

本场会议还将强调中央寻人局的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无数次冲突和灾难中，中央

寻人局使数百万离散人员与家人重聚。为确保我们的应对行动能够适应当下及未来的挑战，并确

保我们有能力向对保护失踪人员及其家庭负有主要责任的主体——各个国家提供适当支持，目前

中央寻人局正处于改革当中。我们将在会议当中就此进行介绍。

武器，新技术和武器转让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的武器类型非常重要，无论是使用新技

术的武器还是已经存在了70年或更久的武器。然而，在这方面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重大挑战，这

将是第三场会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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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目睹，使用禁用武器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核武器、化学武器、集束弹药和杀伤人员

地雷等。虽然有许多条约对这些武器的使用进行规制，但在鼓励各国批准这些条约和确保其条款

得到遵守方面我们仍面临挑战。作为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代表，在座各位在这方面的作

用十分重要。我们想知道各国家委员会为确保整个国际人道法在国内得到有效实施，包括相关武

器条约的实施，正在开展或能够开展哪些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看到新的战争手段和方法正在迅速发展和投入使用，而且往往不

受限制。我们知道，在座的许多人正在参与新技术的使用、网络行动、自主武器以及这些发展所

带来的挑战方面的相关讨论。本场会议的目的是听取各方意见，了解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如何进一步参与这些讨论并对各国应对相关的发展提供支持，以确保国际人道法得以继续适用。

在世界各地，我们对武器的广泛供应和转让及其滥用所带来的严重痛苦有着极大的人道关切。

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由于控制不力造成的。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在鼓励各国规范

和限制武器使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包括进行审查以确保武器本身及其使用符合国际人道法。

反恐与为人道行动提供便利

我们本周的最后一场主题会议将讨论反恐和为人道行动提供便利。

在认识到各国应保护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对一些反恐措

施对世界各地的人道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在某些情况下，反恐措施阻碍了中立和公正的

人道援助抵及最需要的民众，例如生活在被定性为“恐怖分子”的武装团体所控制地区的平民。

这类措施有悖于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和精神。因此，各国应在其反恐立法中通过人道豁免条款，以

确保能针对有需求的民众开展人道援助和人道行动，确保能够提供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保护，这

是一项人道要务。这是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能够为人道行动提供帮助的主要方式之一。本

场讨论的重点一是人道豁免条款的具体实例，许多国家委员会在实现这些条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二是这方面良好实践的分享。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国际人道法不适用于反恐行动的错误观念表示关切。一些国家

已经形成了一种论调：被定性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所构成的特殊威胁需要采取特殊

的应对措施，因此，尽管存在武装冲突，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将不适用。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强调，国际人道法始终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对此，我们寻求在座各位的支持，以鼓励各国对

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即使是针对被定性为恐怖分子的个人或武装团体。

结 语

这四场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将用于讨论各国家委员会的经验和工作。毕竟，这是你们的会

议——是分享你们的良好实践的时机；向你们的同行提问，看他们如何克服你们自己可能面临的

挑战的时机；在不同地区创造合力和伙伴关系的时机。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是一个持续的过

程——总是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第五届大会将为各位提供实用的思路，让各国的国际

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此，我衷心感谢所有同意就以上每一个主题分享其工作经历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所

有代表们。感谢世界各地参与组织这次活动的所有同事，也感谢你们每个人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

的会议。

最后，我还要感谢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出席本届会议。我们

确实致力于继续向你们提供支持，我们的同事将准备在这次重要会议后与你们每个人进行双边

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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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很想与大家面对面地进行讨论，但我们也必须在当前情况下做到最好，我相信接下

来会有许多精彩的讨论。我再次欢迎你们，祝愿各位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周。

海伦·德拉姆博士的讲话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可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网站上浏览。

https://www.icrc.org/ar/document/%D8%A7%D9%84%D8%A7%D8%AC%D8%AA%D9%85%D8%A7%D8%B9-%D8%A7%D9%84%D8%B9%D8%A7%D9%84%D9%85%D9%8A-%D8%A7%D9%84%D8%AE%D8%A7%D9%85%D8%B3-%D9%84%D9%84%D8%AC%D8%A7%D9%86-%D8%A7%D9%84%D9%88%D8%B7%D9%86%D9%8A%D8%A9-%D9%88%D8%A7%D9%84%D9%87%D9%8A%D8%A6%D8%A7%D8%AA-%D8%A7%D9%84%D9%85%D8%B9%D9%86%D9%8A%D8%A9-%D8%A8%D8%A7%D9%84%D9%82%D8%A7%D9%86%D9%88%D9%86-%D8%A7%D9%84%D8%AF%D9%88%D9%84%D9%8A-%D8%A7%D9%84%D8%A5%D9%86%D8%B3%D8%A7%D9%86%D9%8A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fifth-universal-meeting-national-committees
https://www.icrc.org/fr/document/cinquieme-reunion-universelle--commissions-dih-questions
https://www.icrc.org/ru/document/voprosy-i-otvety-pyataya-vseobshchaya-vstrecha-nacionalnyh-komitetov-i-drugih-nacionalnyh
https://www.icrc.org/es/document/quinta-reunion-universal-comisiones-nacionales-dih-organismos-af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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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的后续：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及自愿报告制度

2	 		https://rcrcconference.org/app/uploads/2019/12/33IC-R1-Bringing-IHL-home_CLEAN_ADOPTED_FINAL-171219.pdf

全体会议的第一场会议主要是分享实施2019年12月举行的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

通过的题为《关于改善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的指导方针》的第1号决议（即“国际人道法的国内

实施”决议）21的成功经验，并评估在定于2023年举行的第三十四届国际大会之前应采取的进一

步措施。

新设或重启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5段鼓励各国在尚未设立的情况下，考虑设立一个国际人

道法的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鼓励已经建立此类机构的国家继续强化机构

作用。

第五届全体会议的与会者向2016年第四届全体会议后新设立的、重新设立的或重新启动的13

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表示祝贺与欢迎。这些机构设立于以下地区：

• 保加利亚

• 科特迪瓦

• 塞浦路斯

• 冈比亚

• 意大利

• 日本

• 基里巴斯

• 荷兰

• 尼日尔

• 阿曼

• 巴勒斯坦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瓦努阿图

实践案例

哥伦比亚

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哥伦比亚正在重新启动及巩固其国际人道法和武装冲突子系

统（Grupo Técnico de DIH y Conflicto Armado，下称“子系统”），该系统承担的是国际

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职能。子系统设置在总统人权机构之下，与国家机构协同开展工作。

哥伦比亚国际人道法和武装冲突子系统创建于2012年，负责协调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子系统组织提高认识的活动，为军事机构开展培训、为学生提供国际人道法培训课程。

子系统还力图在向国家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例如，在起草有关教育、

https://rcrcconference.org/app/uploads/2019/12/33IC-R1-Bringing-IHL-home_CLEAN_ADOPTED_FINAL-1712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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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雷、招募、失踪人员、保护文化财产和新闻伦理的文件方面。此外，子系统也有意在全球

和地区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进行交流。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Nacionalni odbor za medjunarodno humanitarno 
pravo）前几年暂停了工作，于2021年重新启动。该国家在2021年期间共举行了两次会议，

开始制定其行动计划，并决定编写一份自愿报告。

意大利

意大利国际人道法研究和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e per lo studio e lo sviluppo de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umanitario）于2021年9月16日依据意大利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的命令

重新设立。该委员会由参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各行政及司法部门、学术界和意大利红十字会

的代表组成。该机构的工作包括促进国际人道法的研究、实施和传播以及就此协助当局和民

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该委员会发表了意大利此前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期间所提交

和签署的承诺。

莫桑比克

在第四届全体会议召开期间，莫桑比克正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建立国际人道

法和人权部际小组（Grupo Inter-Ministerial de Direitos Humanos e Direito Internacional 
Humanitário）。该小组已经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其章程正等待政府作最后批准。

这个新机构的职能是提供一个与关键参与方讨论的平台，以确保对国际人道法和人权的

尊重。为确保部际小组能够有效运作，该机构正在斟酌一些关键条件，如对机构成员的相关

培训、充足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交流的机会等。

部际小组开始运行后，工作目标是努力提高主要利益攸关方对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认

识，同时对违反此类法律的指控进行跟进。

条约的加入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4段鼓励各国考虑批准或加入其尚未加入的国际人道法条约。

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体会议期间（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全球范

围内登记了245次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包括其修正案）的批准和加入，具体如下：

• 1个国家（安哥拉）成为《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 6个国家（喀麦隆、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和秘鲁）成为《日内

瓦公约第三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 1个国家（巴勒斯坦）对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权予以承认。

• 6个国家（阿富汗、吉布提、爱尔兰、多哥、土库曼斯坦和联合王国）成为《保护文化财

产的海牙公约》的缔约国。

• 6个国家（阿富汗、博茨瓦纳、吉布提、多哥、土库曼斯坦和联合王国）成为《保护文化

财产的海牙公约第一议定书》的缔约国。

• 15个国家（阿富汗、布基纳法索、丹麦、吉布提、法国、爱尔兰、黎巴嫩、列支敦士登、

马达加斯加、葡萄牙、瑞典、多哥、土库曼斯坦、联合王国和乌克兰）成为《保护文化财

产的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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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国家（亚美尼亚和赤道几内亚）成为《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

约》的缔约国。

• 11个国家（贝宁、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斐济、冈比亚、马拉维、挪威、阿曼、塞舌

尔、斯洛文尼亚和苏丹）成为《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 6个国家（中非共和国、斐济、冈比亚、缅甸、南苏丹和苏里南）成为《<儿童权利公约>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 5个国家（贝宁、多米尼加、马拉维、毛里求斯和土库曼斯坦）成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

族罪公约》的缔约国。

• 1个国家（厄瓜多尔）成为《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缔约国。

• 1个国家（基里巴斯）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 8个国家（阿根廷、圭亚那、蒙古、新西兰、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和葡萄牙）成为

《罗马规约第8条修正案》的缔约国。

• 8个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爱尔兰、蒙古、巴拿马、巴拉圭和葡萄牙）成

为《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的缔约国。

• 12个国家（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荷兰、葡萄

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瑞士）成为《罗马规约第124条修正案》的缔约国。

• 9个国家（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斯洛伐克

和瑞士）成为《罗马规约第8条关于使用采用微生物制剂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武器的

修正案》的缔约国。

• 9个国家（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斯洛伐克

和瑞士）成为《罗马规约第8条关于使用其主要效果是利用在人体内可逃避X光检测的碎

片造成伤害的武器修正案》的缔约国。

• 9个国家（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斯洛伐克

和瑞士）成为的《罗马规约第8条关于使用致盲激光武器修正案》的缔约国。

• 6个国家（安道尔、克罗地亚、荷兰、新西兰、挪威和葡萄牙）成为《罗马规约第8条关于

故意以断绝平民粮食作为战争方法》的缔约国。

• 6个国家（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成为《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

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

• 10个国家（贝宁、冈比亚、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纳米比亚、纽埃、菲律宾、圣卢西

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斯里兰卡）加入了《集束弹药公约》。

• 2个国家（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成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缔约国。

• 19个国家（阿富汗、博茨瓦纳、巴西、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几内亚比绍、洪都

拉斯、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尔代夫、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纽埃、帕劳、巴勒斯坦、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苏里南）成为《武器贸易条约》的缔约国。

• 1个国家（巴勒斯坦）成为《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

约》的缔约国。

• 5个国家（中非共和国、纽埃、巴勒斯坦、萨摩亚和坦桑尼亚）成为《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的缔约国。

• 2个国家（阿富汗和黎巴嫩）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

• 3个国家（阿富汗、贝宁和黎巴嫩）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1条修正案》的缔约国。

• 3个国家（阿富汗、贝宁和黎巴嫩）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一议定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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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国家（阿富汗、贝宁、黎巴嫩和毛里求斯）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的

缔约国。

• 2个国家（阿富汗和黎巴嫩）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三议定书》的缔约国。

• 2个国家（阿富汗和贝宁）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四议定书》的缔约国。

• 4个国家（阿富汗、贝宁、毛里求斯和巴勒斯坦）成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议定书》

的缔约国。

• 1个国家（巴勒斯坦）成为《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

• 59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孟加拉国、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博茨瓦纳、

柬埔寨、科摩罗、智利、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

多、斐济、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梵蒂冈、洪都拉斯、爱尔兰、牙买加、哈萨克

斯坦、基里巴斯、老挝、莱索托、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墨西哥、蒙古、纳米比

亚、瑙鲁、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纽埃、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

鲁、菲律宾、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

南非、塞舌尔、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和越

南）成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实践案例

克罗地亚

在第四届全体会议召开时，克罗地亚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Nacionalni odbor za 
medjunarodno humanitarno pravo）正处于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最

后阶段，这是克罗地亚尚未批准的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两项国际文书之一。

通过国内立法及政策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的第2段呼吁各国在其国内通过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际措

施以实施国际人道法，并邀请各国在其国家红会的支持下，对其国内涉及国际人道法的实施的领

域作出分析。

决议第11段回顾了《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对缔约国义务的规定：制定

必要之立法，俾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下条所列之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

书》之人，处以有效之刑事制裁；应采必要之措施，以制止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以外之一切违

反《日内瓦公约》或其他国际人道法义务之行为；并制止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之行为。

最后，决议第12段对缔约国的如下义务进行了回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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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送交各该国法庭；或依其立法之规定，将此种人送交另一有关之缔约

国审判，但以该缔约国能指出案情显然者为限。

自第四届全体会议以来，有几个国家已经通过或修订了其国内法规，并制定了立法草案，以实

施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书。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体会议期间（2017～2021年），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法国家实施情况公共数据库中增加了270部新法律和国内案例法实例。22

22	 	可浏览：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nat。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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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巴林

巴林王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于2018年通过了《国际犯

罪法》，确立了对四类国际犯罪的国家管辖权，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

罪。2020年6月22日，巴林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通过了由第一副总理颁布的关于规范1949

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规定的保护性标志和标记之使用的2020年第8号法令。该法令规定

了红新月、红十字、红水晶、民防国际特殊标志、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的国际特殊标

志以及文化财产特殊标志等保护性标志的使用。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Comisión Costarricense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在哥斯达黎加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后，提交了一份

《刑法典》修订草案，新增了强迫失踪罪。该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的审读

过程中。

向负责适用、解释和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参与方传播国际人道法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3段鼓励各国加强相关工作和举措，通过提高平民和军事

人员的认识和落实执行措施，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并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决议第7段鼓励各国尽一切努力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军事理论、教育和培训以及各级军事规

划和决策，以确保国际人道法充分融入其军事实践并体现在其军事作风当中。国际大会的代表还

重申了在国家武装部队中配备法律顾问并就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问题向指挥官提供咨询的重要性。

决议第8段鼓励各国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各组成部分（特别是各国红会）开展具体

的、相互协调的活动，以有效传播国际人道法。该段还强调，应特别注意对实施或适用国际人道

法负有责任的人员，如军事人员、公务员、议员、检察官和法官；并应在国内尽可能广泛地向包

括年轻人在内的公众传播国际人道法。

决议第10段鼓励各国和运动的各组成部分，除了使用已证明有效的方法来传播国际人道法

外，还要探索具有创新性的、适当的新方法以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包括数字手段和其他手

段。该段进一步鼓励上述主体考虑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们的意见以及他们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

实践案例

尼泊尔

尼泊尔的国际人道法实施全国委员会（ ）面向议员和民事

当局编写了一本手册，旨在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23该手册中包含有关于国际人道法的

概念性知识，并对尼泊尔采取的实施措施进行了概述。自该手册出版以来，尼泊尔已经面向

其议员、法官和警官开展了有关手册内容的大量培训，并纳入了大学课程。

23	 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见：ICRC,	New Handbook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Nepal, ICRC, New Delhi, 2015	。

https://blogs.icrc.org/new-delhi/2015/03/20/ihl-handbook-for-parliamentarians-unveiled-in-kathma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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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手册是基于以下几点考量：首先，相关方面意识到议员和民政部门在履行国际人道

法的国家义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履行相关义务负责的政府希望确保这些利益攸

关方有能力积极帮助其履行义务。第二，在制定手册时，尼泊尔还没有有关实施国际人道法

的国内法。第三，尼泊尔的新宪法正在颁布过程当中，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希望通过编

写手册来鼓励在新宪法中加入有关武装冲突期间保护人权的条款。第四，尼泊尔的议会不仅

负责制定法律，同时也行使政府职能。因此，让议员了解国际人道法至关重要。

各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之间在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合作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6段呼吁加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在国际、地

区和跨区域层面上的合作。该段强调，这一目标应通过出席和积极参加此类机构的定期会议，以

及通过根据2016年全体会议的成果创建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在线社区来实现。

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体会议之间，举办了几个地区论坛，通常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一个

伙伴国家或地区组织合作举办，旨在为各国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提供一个交流良好实践的平

台。这些地区论坛包括：24

• 南部非洲国家国际人道法研讨会（由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举

办）。

• 西非国际人道法条约执行情况年度审查会议（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

• 美洲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地区会议（见下文）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专家交流会（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办）。

• 太平洋岛国国际人道法圆桌会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办）

• 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地区会议（由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

同举办）

• 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地区会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罗马尼亚共

同举办）

• 英联邦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英国红

十字会和英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共同举办，并得到了英联邦秘书处的支持）。

实践案例

美洲/厄瓜多尔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美洲地区会议于2021年2月在线举行，由厄瓜多尔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出席该会议的共计有22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

本次地区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宣言，详细说明了在美洲国家关于促进国际人道法在

国内实施的几项承诺。与会代表重申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在这方面的重要作

用，并同意加强各机构间的伙伴关系。本次地区会议对就国际人道法及良好实践的想法进行

交流大有助益。

24	 		这些论坛中大多数都在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举行了不止一次会议。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online-community-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bodies-ihl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cuador-americas-regional-meeting-between-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bodies-ihl
http://www.oas.org/en/sla/dil/docs/declaration_regional_meeting_of_national_committees_on_ihl_of_the_americas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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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国际人道法常设协调小组（Stalna koordinacijska skupina za mednarodno 
humanitarno pravo）积极参加双边和地区级的同行讨论。例如，该小组与德国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举行了两轮磋商，以比较两国的国内法，特别是关于标志、医疗任务、文化财产

和武装冲突中的记者的保护以及武器方面的法律。在第二轮磋商中，无国界医生组织首次出

席，丰富了该磋商的讨论内容。

此外，小组还组织了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斯洛文尼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荷兰国

际人道法平台以及葡萄牙外交部之间关于国际人道法问题的磋商，重点是加强协调和促进对

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并讨论气候变化和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方面的问题。

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之间交流最佳实践、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宝贵的，有助于各国

在国内层面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并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

通过行动计划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2段呼吁各国在其国内通过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际措施

以实施国际人道法，并请各国在其国家红会的支持下对涉及该各国国内实施的领域作出分析。

科威特

科威特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制定了一项2020至2022

年的战略，使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会议结束时所通过的地区行动计划开始生

效。25该计划详细介绍了在科威特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战略，包括四个主要方面：一、加强大

学和军事院校的国际人道法专业知识；二、为政府和民间社会参与方开展国际人道法培训；

三、确保国内法符合国际人道法；四、与中东和北非地区其他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及类似机构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合作。关于最后一点，科威特将于

2022年主办下一次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地区会议。

报告《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2段邀请各国在其国家红会的支持下，尽可能对在其国内

需要进一步实施的国际人道法领域进行分析。同时，该决议第13段还邀请各国分享、交流本国根

据其国际人道法义务而采取的国内实施措施，以及可能超出这一范围的其他措施的具体案例及良

好实践。

在决议的倡导下，一些国家考虑就国际人道法在其国内的实施情况编写自愿报告。由英国和

英国红十字会起草《报告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公开承诺》已获15个国家和国家红会的签

署，这一平行倡议进一步鼓励了各国编写此类报告。26

25	 该地区行动计划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浏览：Eighth Periodic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t the Level of Arab States 2015–2018。

26	 签署该公开承诺的国家及国家红会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奥地利、英国红十字会、智利、爱沙尼亚、大韩民国

国家红十字会、新西兰、新西兰红十字会、秘鲁、西班牙、西班牙红十字会、南苏丹红十字会、瑞士红十字会、瑞士、联合

王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红十字会。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open-pledge-to-report-on-the-domestic-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ighth-periodic-report-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level-arab-states-2015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ighth-periodic-report-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level-arab-state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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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第一场会议为明确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自愿报告的定义提供了契机。首

先，会议回顾，在此方面，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均未包含各国有报告

国内实施情况的义务。是否启动自愿报告的起草程序完全取决于相关各国。其次，与会者普遍

认为，自愿报告是指任何在相关国家机构（例如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有时是在国家红

会的支持下）的指导下或在其大力参与下起草的文件，其目的是描述国际人道法在该国国内法

律体系中的实施情况，包括法律、政策和实践。自愿报告通常会概述该国国际法律义务和国内

体系之间的协调关系，并识别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领域。理想情况下，这类报告还包括

有关的内部决策过程的信息，以及对国内实施工作有贡献的参与方的作用和责任。自愿报告定

稿后通常可以公开查阅，因为撰写自愿报告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国际社会分享国际人道法实施方

面的良好实践。

实践案例

近年来，已有不少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自愿报告发表，包括下列国家在内：27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Националният комит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 
хуманитарно право (НК МХП)）发表了一份关于2020年保加利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

况的自愿报告（保加利亚语版本，保加利亚外交部网站有相关链接以及保加利亚语和英语的

摘要）。报告显示，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一些与国际人道法实施有关的全球倡议和伙伴关

系，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行动计划。保加利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还通

过自愿报告评估了保加利亚尚未加入的多边文件。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Comisia Naţională de Drept Internaţional Umanitar, 
CNDIU）的第一份自愿报告在获政府批准后，于2021年6月发表。该报告从国家层面全面介

绍了罗马尼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成果和正在采取的行动，包括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这有

助于提高国际人道法在罗马尼亚政治和公共议程上的地位。同时，该报告促进了在国际人

道法国家委员会派驻代表的八个部委之间的合作。该国家委员会将在2022年庆祝成立15周

年。该报告还促使该国家委员会启动了更新2007年通过的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国家战略的进

程。从国际角度来看，罗马尼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愿意随时与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分享其

本国经验，为国际人道法事务方面的政府间对话做出贡献。该自愿报告的罗马尼亚语和英语

版本已在罗马尼亚主管该领域的主要部委的网站上公布，并将在其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中系

统地传播。

27	 包含所有截止本报告发表时已作出的自愿报告的清单可在本节末尾的“资源”标题下供公开查阅。

https://www.mfa.bg/upload/54920/%D0%9F%D0%A0%D0%95%D0%93%D0%9B%D0%95%D0%94%20%D0%98%20%D0%9E%D0%A6%D0%95%D0%9D%D0%9A%D0%90_%D0%9C%D0%A5%D0%9F.pdf
https://www.mfa.bg/bg/3089?mc_phishing_protection_id=28047-c81r6qadu81e3siqosbg
https://www.redcross.bg/files/20548-.pdf?mc_phishing_protection_id=28047-c81r6qadu81e3siqosbg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O5tbtyu_1AhWlhv0HHZXmB_YQFnoECAsQAQ&url=https://mfa.bg/upload/65854/Final_INTERNATIONAL%2520HUMANITARIAN%2520LAW%2520AND%2520ITS%2520IMPLEMENTATION%2520IN%2520BG-EN.pdf&usg=AOvVaw2FxeKjGJe55ReeN4cD1ZOu
https://www.mae.ro/sites/default/files/file/anul_2021/2021_pdf/raport_diu_ro.pdf
https://www.mae.ro/sites/default/files/file/anul_2021/2021_pdf/raport_diu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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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委托他方撰写并公布了一份《2019年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情况的自愿报告》。该报告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全面遵守和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承诺。该报告

是面向普通读者编写的，内容是国际人道法在英国国内法中的体现。虽然该报告编写过程中

并未发现英国国内法这方面的立法空白，但确实发现有缺乏宣传的领域，如教育方面。英国

政府希望这份自愿报告能够鼓励其他国家公布其实施活动的细节，以便识别最佳实践，并最

终改善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实施。为鼓励其他国家发布其本国的报告，英国还发布了一个

工具包。虽然工具包反映的是英国的经验，但它列出了编制这类报告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其

中包括一个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的模板，并提供阿拉伯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

语版本（不久还将增加其他翻译版本）。此外，在英国红十字会的大力协助下，英国正在与

其他有意撰写其本国自愿报告的国家开展合作。目前，英国还在与英国红十字会、瑞士及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合作，鼓励并支持其他国家编写自愿报告。

还有一些国家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表达了准备起草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自愿报告

的意愿。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Comisión Costarricense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定期向世界和美洲的各人权机制提交报告，因此认为有必要就国际人道法的

国内实施情况编写一份自愿报告，并争取在2022年发表。编写报告的过程将使国家委员会能

够审查哥斯达黎加国内制度的优势和劣势，以便对其改进提供指导。此外，编写报告还将使

哥斯达黎加能够评估该国已批准或加入的不同国际人道法相关国际文件的实施水平。虽然哥

斯达黎加已经为实施和促进国际人道法做了很多工作，但其国家委员会认识到，国际人道法

并非一成不变，因而需要根据当代的发展情况，如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复杂性以及其他科技进

步，重新评估国内措施。最后，编制自愿报告可以加强国家和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之间的

信任和合作。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Εθνική Επιτροπή Διεθνούς Ανθρωπιστικού Δικαίου）
成立于2020年，其成员来自各部委和政府部门。该国家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准备一项兼容性

研究，以评估塞浦路斯对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情况。在这方面，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各部委、

政府部门和塞浦路斯红十字会组成的核心小组。

报告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另一个可能的方式是，每两年要求各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

供相关信息，作为联合国大会关于《1949年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

的地位的决议的后续行动。28

28	 截至本报告发表时，两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最新版本是2020年12月15日通过的第75/13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1～13段

涉及各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信息，并可能通过问卷方式为提交此类信息提供便利。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4696/Voluntary_Repor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International_Humanitarian_Law_at_Domestic_Level.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4696/Voluntary_Repor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International_Humanitarian_Law_at_Domestic_Level.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mplementation-report-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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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

在第四届全体会议召开时，布基纳法索人权和国际人道法部际委员会（Comi té 
interministériel des droits humains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正在起草一份

将用于联合国秘书长关于《附加议定书》现况的两年期报告的材料。为此，该委员会成立

了一个多部门小组委员会，由国际人道法相关方面的各个部委的代表组成。在提交的材料

中，布基纳法索列出了参与实施《附加议定书》的机构、迄今已开展的活动以及设想的进

一步行动。除这份材料外，布基纳法索的部际委员会自2018年以来还定期发布该国国际人

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自愿报告。

英国

联合国大会第7144号决议要求就《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提交报告。根据该决议，

英国鼓励会员国探讨如何在不造成不必要的工作量的情况下，以一致和全面的方式协助为

秘书长今后的报告提交材料。英国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模板供公开下载，并在更新时保

持单一格式。英国正在联合国积极推广该模板，以鼓励更多的成员国根据第7144号决议发

表报告。

会议期间，下述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也表示有意在未来几年内起草一份自愿报告：

• 克罗地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Nacionalni odbor za medjunarodno humanitarno 
pravo）已决定着手起草一份自愿报告。

• 厄瓜多尔：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para la Aplica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del Ecuador）正在考虑起草第一份关于该国国际人道法适用

的自愿报告。

• 意大利：在重新成立的意大利国际人道法研究和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e per lo studio 
e lo sviluppo de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umanitario）的行动计划中，出版一份关于意大利

国内实施国际人道法的自愿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份报告的结论可以作为其未来行动

计划的基础，加强国际人道法在意大利的实施和传播。

• 肯尼亚：在全体会议召开时，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正在与英国红十字会就起草一份自

愿报告的可能性进行磋商。

• 科威特：在全体会议召开之时，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正

在起草一份自愿报告。

• 蒙古：2021年11月，蒙古政府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致力于开展

评估研究，考察蒙古的国内法律与国际义务的相符程度。

• 塞拉利昂：塞拉利昂红十字会通过国际人道法全国实施委员会，随时准备支持塞拉利昂政

府完成其第一份自愿报告。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uk-developments-and-activities-2018-t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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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第4段回顾，各国可以通过承认《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

书》第90条所规定的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IHFFC）的职权来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根据《日内瓦公约1977年6月8日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0条设立的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

向第五届全体会议的与会者提供了一份书面干预。

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基本宗旨是促进改善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情况。委员会愿意随时为

各武装冲突方服务，开展调查并通过斡旋促进恢复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在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期间，“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提

到了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意义重大；此外，一些国家提交了一份支持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

员会的联合公开承诺书。该承诺书由16个国家和2个国家红会签署。29

自第33届国际大会以来，没有新的国家承认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权，也没有任何国

家接受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多次提出的利用其斡旋或事实调查服务的建议。

因此，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呼吁尚未承认其职权的国家考虑对此予以承认，并邀

请所有国家使用和鼓励使用其斡旋和事实调查服务。

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还鼓励正在起草国际人道法国家实施情况的自愿报告的国家，在其

报告中纳入关于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章节，或至少对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有所提及。

第一场会议的建议
根据第1号决议，各国和/或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应：

• 考虑建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如尚未建立），并为该机构提供有效运作的

方法和资源。

• 考虑批准或加入本国尚未加入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

可以在这方面为国家提供建议。

• 为实施国际人道法，通过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际措施。为帮助各国实现这一目标，各国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应考虑就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制定行动计划。

• 在不同参与方中推广和传播国际人道法，这可包括对参与适用或解释国际人道法的各方进

行培训，以及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大学课程。此类工作经常有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

类似机构的参与。

• 以自愿报告的形式和/或通过为联合国秘书长关于《附加议定书》现况的两年期报告提供

资料，公开报告国际人道法在本国国内的实施情况。这也可以通过参加分享良好实践的国

际人道法地区会议来实现。

• 对需要在国内进一步实施的领域开展一项分析——例如，通过兼容性研究和在自愿报告中

列入有关进一步发展的具体章节。

• 支持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和跨地区层面的合作。

这可以通过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在线社区、组织和参加地区会议以及继续出席和参加

全体会议来实现。

29	 签署国及签署机构有：阿根廷、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日本、利希滕斯坦、摩纳哥、黑山、新西兰、新西兰红

十字会、葡萄牙、卡塔尔、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红十字会以及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upport-for-th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fact-finding-commission-ihffc/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upport-for-th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fact-finding-commission-ihf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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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功指南——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与实施》，有阿拉伯语、英

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版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指导手册》，有中文、英语、法语、俄语和

西班牙语版

• 《报告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公开承诺》,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

牙语版

• 下列国家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的自愿报告可公开查阅：

—	 比利时（法语、德语）

—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语版，摘要有保加利亚语版及英语版

—	 布基纳法索30

—	 德国

—	 尼日尔31

—	 波兰

—	 瑞典

—	 瑞士：有英语、法语、德语及意大利语版

—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语版及英语版

—	 英国

• 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的地区报告：

—	 关于阿拉伯国家实施国际人道法的第八次定期报告2015-2018年

—	 西非国际人道法实施：西非国家国际人道法条约参加情况及其国内实施情况

—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美洲国家加入国际人道法条约的情况及条约的国内实施

• 英国编写的在国内层面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报告准备工具包，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

萄牙语、俄语及西班牙语版

•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现况的决议（该两年期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最

新版本是2020年12月15日通过的第75/13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1～13段涉及各国向联合

国秘书长提交信息，以及可采用问卷方式为提交此类信息提供便利）

• 英国为有意为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现况的报告提交材料的国家提

供的问卷模板

• 关于支持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IHFFC）的公开承诺

• 西非经济共同体对国际人道法在西非的实施、本土化和传播的具体承诺。

30	 该报告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存档，经布基纳法索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同意，可应要求与其他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共享。

31	 2020年报告可供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在线社区的成员使用。对于非成员来说，该报告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存档

（与2019年报告一起），在征得尼日尔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同意后，可以应要求与其他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分享。

https://shop.icrc.org/national-committees-and-similar-entities-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guidelines-for-success-towards-respecting-and-implementin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html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4532-bringing-ihl-home-guidelines-national-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open-pledge-to-report-on-the-domestic-implementation-of-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https://cidh.be/fr/inventaire-des-documents-de-travail
https://www.mfa.bg/upload/54920/%D0%9F%D0%A0%D0%95%D0%93%D0%9B%D0%95%D0%94%20%D0%98%20%D0%9E%D0%A6%D0%95%D0%9D%D0%9A%D0%90_%D0%9C%D0%A5%D0%9F.pdf
https://www.redcross.bg/files/20548-.pdf?mc_phishing_protection_id=28047-c81r6qadu81e3siqosbg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iO5tbtyu_1AhWlhv0HHZXmB_YQFnoECAsQAQ&url=https://mfa.bg/upload/65854/Final_INTERNATIONAL%2520HUMANITARIAN%2520LAW%2520AND%2520ITS%2520IMPLEMENTATION%2520IN%2520BG-EN.pdf&usg=AOvVaw2FxeKjGJe55ReeN4cD1ZOu
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21103.pdf?download_full_pdf=1
https://www.gov.pl/web/dyplomacja/raport-prawo-humanitarne
https://www.regeringen.se/49bb46/contentassets/b173d09e4c594af293d6d8e858e61d22/folkratt-i-vapnad-konflikt-sou-201072
https://www.eda.admin.ch/dam/eda/en/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20200812-HVR-Bericht_EN.pdf
https://www.mae.ro/sites/default/files/file/anul_2021/2021_pdf/raport_diu_ro.pdf
https://www.mae.ro/sites/default/files/file/anul_2021/2021_pdf/raport_diu_eng.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4696/Voluntary_Report_on_the_Implementation_of_International_Humanitarian_Law_at_Domestic_Level.pdf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ighth-periodic-report-implementation-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level-arab-states-2015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mplementing-ihl-west-africa-redux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ihl-participation-american-states-ihl-treaties-national-implementation-2016-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mplementation-report-toolkit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Wlpb1qv36AhVDhf0HHd0MDWEQFnoECB4QAQ&url=https%3A%2F%2Fdigitallibrary.un.org%2Frecord%2F3893690%2Ffiles%2FA_75_429-ZH.pdf&usg=AOvVaw2RGv5D1Rrjz8Z1kLWVM4J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ihl-uk-developments-and-activities-2018-to-2020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support-for-the-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fact-finding-commission-ihffc/
https://rcrcconference.org/pledge/mise-en-oeuvre-transposition-dans-les-lois-nationales-et-diffusion-du-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dih-en-afrique-de-lo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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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失踪人员及其家庭的保护

21	 该次会议的报告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浏览：《防止失踪、确定失踪人员的境遇及协助其家人的法律措施和机

制》。

本场会议旨在通过交流良好实践和所面临的挑战，促进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国家委员会之

间形成合力，对致力于加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实施有关失踪人员及其家庭的国际人道法规则

的工作提供支持。

解决失踪人员及其家庭问题的重要性

引  言
每年失踪人员数以千计，其中许多是由于武装冲突造成的。失踪人员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

家庭是因敌对行动而离散，有的是在逃离家园的途中。在战场上，国家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

体的成员可能会失踪，被拘留、逮捕或被单独监禁、或被关押在秘密场所的人员也可能失踪。如

果遗体被不当处理，这些死者也会成为失踪人员。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承受着巨大

的痛苦。失踪人员的家人不顾一切地设法找到他们，并可能数年、甚至几十年都生活在迷茫中。

不知晓亲人的境况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给这些家庭成员带来严重的社会心理影响，此外，他们

还可能面临许多行政、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困难。

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国家有义务尽可能避免给失踪人员及

其家庭造成此类后果。

首先，国际人道法要求冲突各方防止人员失踪。例如，必须对被剥夺自由的人进行登记，允

许他们与家人通信；必须记录所有与死者有关的现有信息，并确保以适当和有尊严的方式管理其

遗体。

其次，国际人道法要求冲突各方明确失踪人员的境遇和下落。为此，冲突方必须采取一切可

行措施，查明失踪和死亡人员的下落，并向其家人提供所有有关其境遇的信息。

最后，国际人道法还规定了调查和起诉战争罪的义务，其中包括那些导致人员失踪或被迫失

踪的战争罪。

须谨记，国际人道法中有关失踪人员的一些相关义务，即使在冲突结束后仍然存在。例如，

关于查明失踪人员的境遇和下落的义务就是如此。

国际人权法也包含有与防止人员失踪、查明失踪人员的境遇和下落以及调查、起诉严重违反

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有关的规则和标准；除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失踪外，国际人权法也对与其他情况

有关的失踪进行规制，如灾害或移民情况下。例如，2006年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

约》是第一个在预防、查明和追究强迫失踪方面为缔约国规定具体义务的国际条约。

为确保在武装冲突爆发之时就有效处理失踪人员及其家庭的问题，必须要在国家层面上落实国

际法体系所规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这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国内法律和政策以及建立协调良好的配

套组织架构、程序或机制来实现。相关组织架构包括国家信息局（NIB）和失踪人员方面的国家机

制。因此，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正是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至关重要的工作领域。这就是

为什么早在2007年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第二届全体会议上就已对此进行了讨论。21	正如本场会议

所简述，各国为加强国际人道法在失踪人员问题上的国内实施，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步骤。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24-legal-measures-and-mechanisms-prevent-disappearances-establish-fate-missing-persons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24-legal-measures-and-mechanisms-prevent-disappearances-establish-fate-missing-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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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议程中的失踪人员及其家庭，以及“失踪人员问题全球联盟”
处理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难题，是一项全球性的复杂挑战，需要资源、技术能力和政治决

心。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必须将这一议题列入全球议程来处理。多

年来，一些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决议都对失踪人员及其家庭有所涉及。例如，联合国大会每两年就

会通过一项题为“失踪人员”的决议。22	2019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

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决议——第2474号决议，特别呼吁武装冲突各方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人员

失踪，并不加以不利区别地说明失踪人员的情况。23

失踪人员问题全球联盟/瑞士

失踪人员问题是瑞士相关工作的优先要务，其目标旨在确保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议程

中占据重要位置，并改善国家之间的合作。为此，瑞士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2021年组建了

失踪人员问题全球联盟，以发挥各国在外交、政治和财政方面的集体力量和影响力，改善防

止和应对失散和失踪人员案件的工作。全球联盟有四个具体目标：

1）	旨在提高全球和区域层面对失踪人员问题及其所适用的法律框架的认识；

2）	促进落实与失踪人员有关的全球承诺，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

人员问题的第2474号决议；

3）	鼓励合作和分享最佳实践、指南和技术性建议，以改善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预防

和应对失踪人员案件的相关工作；

4）	努力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CTA）有足够的资源和配置来制定指南、

研究和创新性工作方法，并就预防和应对失踪人员问题向各国和其他参与方提供咨

询和支持。

采取国内措施，防止人员失踪或与家人离散
虽然致使人员下落不明的原因各种各样，但许多情况是可以预防的。现行的国际法上存在一

套相关规则，力求确保相关人员下落可寻、家人获知消息以及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出现人员失踪。

这类规则涉及的方面包括，例如：

• 记录有关被剥夺自由者的信息；

• 被拘留或失散的人有权与其家人联系；

• 当局有义务说明所有被报告失踪的人员的下落并通知其家人。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建立国家信息局。

22	 联合国大会，第57/207号决议，“失踪人员”，联合国文件号A/RES/57/207，2003年2月14日；以及联合国大会，第75/184

号决议，“失踪人员”，联合国文件号A/RES/75/184，2020年12月16日。

23	 联合国安理会，第2474号决议，2019年6月11日。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lobal-alliance-missing-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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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局
《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应设立国家信息局，以使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交战国说明处于其权

力之下的被保护之人的下落，无论其生死，并通过中立的中央寻人局向另一方转达相关信息。

设立国家信息局不仅构成一国一系列总体义务的一部分，还是一国在离散人员问题、死者问

题和失踪人员问题方面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信息局的设立与中央寻人局的工

作有所关涉。对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各国在和平时期就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制定国家信

息局的设立程序及工作流程，以便各国在武装冲突爆发之初就得以尽快履行其与国家信息局职能

相关的义务。

目前，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次尝试推动国家信息局方面的工作，但只有26个国家制定

了有关国家信息局的相关措施，24其中大部分国家只执行了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中相关要

求，而不一定涉及《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规定。这一数据差强人意，特别是考虑到制定国家信

息局措施是1986年第25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第13和14号决议）和2003年第28届国际大

会在《人道行动议程》背景下通过的、并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年组织的关于失踪人员的政府

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会议的建议支持的几项决议的目标。

在过去的两年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失踪问题的第2474号决议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20年出

版的《日内瓦第三公约评注》都对国家信息局进行了研究，从而引发了某些国家和国家红会的关

注，进而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相关指导。

对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中央寻人局改革计划的背景下，专门制定了一个关于国家信息局

的工作流程，以向各国提供支持和建议。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区分设立国家信息局的目的与国家

失踪人员机制的作用。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国家信息局在预防和早期行动方面发挥独特的

作用，而其他类型的失踪人员国家机制则通常侧重于澄清已经失踪的人员的境遇和下落。

另一个问题是，应由哪个主体对国家信息局进行管理？部分国家实践当中，该主体为国家红

会，那么，国家红会是否应该或可以被委以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必须忆及《日内瓦公约》并未

规定设立和管理国家信息局的实体或服务机构。然而，由于国家对国家信息局的正常运转负有最

终责任，国家信息局应始终保持与国家当局的联系。

国家信息局的工作范围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国家信息局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外可

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其职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论背景分类而被更系统地纳入国家围绕离散人员、

死者和失踪人员问题的准备工作。虽然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外，国家显然没有设立国家信息局的

义务，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国家信息局的职能可能与离散人员、死者和失踪人员的管理有

关（例如，通过收集、汇总和传递信息），也与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国家总体义务方

面（如适用）相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继续与各国进行接触，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国家信息局的工作提出强有力

的建议，包括关于数据管理要求和数据保护的建议——这对顺利执行国家信息局的任务来说可能

确实是一项挑战。与各国交流的最终成果将是，为各国及各国家红会的工作人员出版一本国家信

息局手册。在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参加关于国家信

息局的讨论，确定负责国家信息局档案的实体，并酌情联系相关参与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做法，关键是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意支持各国的努力。

24	 该数据基于本报告发表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掌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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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芬兰

芬兰政府和芬兰红十字会已经合作设立了国家信息局。基于双方的磋商，芬兰政府显然

最适合执行国家信息局的工作任务，例如数据收集和转移以及搜寻失踪人员；芬兰红十字会

则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政府的相关工作。鉴于国家信息局的工作内容具有多面性（涉及

军事和民事当局以及与外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和国外失踪人员亲属的关系），

而且需要起草立法，因此由公共当局中的哪个部门牵头国家信息局的设立以及领导其执行工

作任务的问题经过了审慎考虑。

巴拉圭

2010年签署的第5684号总统令25规定，国防部的法律事务、人权和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对国家信息局的运转负有责任。该委员会必须履行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日内瓦第

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职能。

制定国内措施，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并满足其家庭的需求
不解决失踪人员及其家庭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直接相关人员，还会波及更广泛的社区乃

至全社会。失踪人员的家人需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境遇如何，无论是生是死。这种知情权在国际人

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上都得到了承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个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为此，近几十年

来，各国制定了失踪人员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框架，包括通过具体的法律和建立关于失踪人员的各

种国家机制。这种国家机制的目的，通常是搜寻失踪人员并向其家人提供有关该人员命运和下落

的具体答复；此外，还力求对失踪人员家属的需求作出更有效的回应。

然而，要明确还需采取何种措施，首先必须查明在应对失踪人员问题方面存在的差距，并了

解相关的法律和机构设置。法律兼容性研究可以作为一项实用工具，帮助当局了解本国法律和政

策框架要完全符合国际义务和标准、解决失踪人员的相关问题，还有哪些工作亟待开展，从而制

定相应战略。

实践案例

克罗地亚

2019年，克罗地亚通过了《1991-1995年国土战争失踪人员法》。26该项法律的通过

依循的是联合国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建议。失踪人员的家属参与了该法的起草工

作。目前，克罗地亚正在进行相关讨论，拟由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Nacionalni odbor 
za medjunarodno humanitarno pravo）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将包括如何跟踪该法律的

实施情况以及为其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的相关问题。

25	 可点击：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implementingLaws.xsp?documentId=1B306E7C3C7EAE24C1

257D430051BD9E&action=openDocument&xp_countrySelected=PY&xp_topicSelected=GVAL-992BUF&from=state

26	 Law	on	 the	Persons	Who	Went	Missing	 in	 the	Homeland	War	 (1991–1995),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Croatia,	

No.	70/19,	July	2019.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implementingLaws.xsp?documentId=1B306E7C3C7EAE24C1257D430051BD9E&action=openDocument&xp_countrySelected=PY&xp_topicSelected=GVAL-992BUF&from=state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implementingLaws.xsp?documentId=1B306E7C3C7EAE24C1257D430051BD9E&action=openDocument&xp_countrySelected=PY&xp_topicSelected=GVAL-992BUF&from=state
https://www.zakon.hr/z/2123/Zakon-o-osobama-nestalim-u-Domovinskom-ratu
https://www.zakon.hr/z/2123/Zakon-o-osobama-nestalim-u-Domovinskom-r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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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黎巴嫩2018年通过了《关于失踪和强迫失踪人员的第105号法律》27，并据此设立了黎

巴嫩全国失踪人员和强迫失踪人员委员会，作为负责管理失踪人员案件的国家机制。

在黎巴嫩内战结束30年后，该机制在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方面面临挑战，特别是

行政和后勤方面；并且该机制没有设立总部。不过，该机制仍在正常运转，并得到了包括其

他国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合作伙伴的大量后勤和政治支持。

该机制计划与更多的国家机构开展合作，包括黎巴嫩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尼日尔

尼日尔进行了一项兼容性研究，对该国实施有关失踪人员及其家属的规则的情况作出了

评估。在跟踪研究结果以及在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的领域实施研究建议方面，尼日尔国际人

道法国家实施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chargé de la mise en œuv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或可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秘鲁

2016年，秘鲁通过了关于寻找1980至2000年暴力事件中失踪人员的第30470号法律。

该项法律规定，搜寻工作将侧重于人道方面，包括搜集、识别、归还和有尊严地下葬失踪人

员遗体，其间如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则同步开展相关工作。6个月后，秘鲁的第363-

2016号部长决议，宣告《搜寻失踪人员国家计划》得以通过。2018年，秘鲁通过了第1398

号立法令，建立了一个失踪人员集中信息基因数据库。2020年，秘鲁公布了一份由司法部提

交的失踪人员报告。在此基础上，第011-2021-JUS号最高法令通过了一项寻找失踪人员的

新计划，旨在通过监测进展和建立继续寻找失踪人员的后续机制，向家属提供答案。该计划

的支柱之一，是纳入各项指标以便参与搜寻过程的所有当局衡量和监督进展。此外，该计划

旨在加强失踪人员家属对搜寻过程的参与。2021年8月，秘鲁通过了一项新指令，对失踪人

员的搜寻过程加以规范，并注重其人道性。

在失踪人员的档案管理方面，秘鲁国际人道法研究和适用国家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 Estudio y Aplica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持续为公共当局

提供支持，并就此做出了几项承诺，特别是在第29、30和32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期

间。秘鲁的国际人道法培训也纳入了这一议题，如“米格尔·格劳（Miguel	Grau）”课程。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的死亡和失踪人员管理项目，旨在澄清与移民有关的失踪人员的境遇。这个项

目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一个由各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移民组织和政府部门。监督委员会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管理，例如，通过与包括邻国在

内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调，监督利益攸关方活动的执行情况，并就需要开展的活动向政府提

供建议。

27	 	更多相关内容，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失踪和强迫失踪人员的第105号法律指南：问与答”。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guide-law-105-missing-and-forcibly-disappeared-persons-questions-and-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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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央寻人局及其转型
中央寻人局：建立家庭联系（Vimeo网页）

今天，中央寻人局（CTA）在60多个国家雇有500多名员工。“重建家庭联系”在世界各地

150多个国家红会中的合作伙伴，也与中央寻人机构密切合作，在武装冲突、灾害和移民背景下

开展工作。中央寻人局与运动的家庭联系网络一道，直接提供服务，帮助离散人员之间取得联

系、找到亲人，提供有关失踪人员境遇的信息，并有尊严地对待死者。中央寻人局在各国之间扮

演中立调解人的角色，帮助各国传递信息、遣返和满足其他需求。

中央寻人局还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各国及一般从业人员提供政策和技术层面的咨

询，以帮助它们回应民众需求。离散人员、失踪人员和死者的问题是一个集体性的问题，需要集

体性的理解和努力。中央寻人局中心力图帮助各国和其他参与方实施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央寻人局在其150年的历史中屡次转型，以保证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响应和满足

民众需求。今天，技术变革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联系以及家庭与中央寻人局之间取得联系的方

式发生了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现下中央寻人局的又一次转型。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紧密相

连，但与此同时，跟不上这一趋势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最脆弱的群体；与亲人离散及失踪人

员人数也与日俱增。中央寻人局当前的转型计划为期五年，其目标是在提供服务、数据编排和咨

询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提高中央寻人局的搜寻能力：例如，借助新方法和新技

术，以可视化的形式重现相关人员在失踪前的路线；又如，通过人工智能在目前互不相连的不同

数据库（因为它们位于不同的组织或服务中）之间实现自动搜索。破解案件需要更好地进行信息

汇总。中央寻人局可以作为中央存储库，对来源分散的海量信息进行集中，从而探查事实情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中立、公正和独立的组织，仅出于人道目的使用数据，完全有能力开

展这项工作。

作为转型计划的一部分，中央寻人局将新设一个法医增援的常设机制，以便随时能够立即采

取行动，支持不堪重负的国家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管理死者。

中央寻人局对国家、国家红会和更广泛的全球从业人员社区的咨询作用也将得到加强。

• 中央寻人局将倡导解决家庭离散和失踪人员的问题，以增进各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

愿。中央寻人局将积极参加多边和区域论坛，落实外交成果，如联合国安理会第2474

（2019）号决议，并以全球国家联盟等倡议为基础开展工作。

• 中央寻人局中心将汇聚行动者和从业者，激励合作和创新，并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以使

其应对更为有效。例如，中心将通过线上讨论将人们联系起来，组织网络研讨会，并推出

一个包含该主题所有现有资源的全球网站。中心还将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增进我们对这一

问题的理解和叙述，使所有参与方受益。

• 最后，对于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来说，这个中心将有助于当局自身的能力建设，特别是

在准备工作和长期应对方面。各国需要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获得最新的方法和专业

知识来解决系统性问题。中央寻人局中心将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和开发其

系统/机构。中心将创造并提供培训机会和方法，以及正确的工具和指导。

https://vimeo.com/59096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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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德国

二战结束后，德国红十字会继续在新的机构设置中提供寻人服务，该设置至今仍然有

效，并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的重要作用。此外，联邦政府在1966年将管理德国

国家信息中心的工作交由德国红十字会负责，至今仍是如此。

第二场会议的建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国发起倡议，提高对离散人员、失踪人员和死亡人员问题及其家

庭困境的认识，并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宣传相关的国际法义务。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

会及类似机构可以在这些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调，各国必须做好准备，在和平时期就通过相关的国内法律、政策和

监管框架，防止人员失踪，在人员失踪时澄清其命运和下落，通知家属，并酌情调查和起

诉武装冲突期间导致人员失踪的强迫失踪和其他侵权行为。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

机构可以在不同阶段指导本国的这一进程：

—	 首先，相关机构为这一领域的法律兼容性研究提供支持，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后续跟

进，以确定亟待采取的措施，使国内法律、政策和监管框架完全符合国际义务和标

准，并解决相关问题。

—	 第二，相关机构可以与有关国家当局进行沟通，促进和宣传制定有关离散、失踪和死

亡人员的必要法律、政策和监管措施的重要性。

—	 第三，相关机构可以利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失踪人员示范法》以及其他国家的良

好实践案例，为起草或改革此类措施提供法律和技术支持，这些案例可以在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的国家实施国际人道法数据库找到。

—	 第四，当一国决定建立一个搜寻失踪人员并向其家人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的个性化

答案的国家机制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以利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

将制定的关于失踪人员国家机制的工具箱，为建立和运行这种机制提供法律和技术咨

询。

—	 第五，相关机构可以支持促进和实施关于这方面的相关法律、政策和监管框架。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回顾，为履行相关义务，需要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开始之前就建立国家信

息局，并应将国家信息局作为更广泛的准备战略和措施的一部分，以说明受保护人员的情

况，防止人员失踪并通知其家人。因此，所有尚未完成这一工作的国家都应在和平时期建

立国家信息局，并确保必要的程序到位，使国家信息局能够履行其职能。在这方面，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与国家当局联系，以确保设有国

家信息局，且在需要时国家信息局能够履行其职能；尚未设有国家信息局的，则对其设立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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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器、新技术和武器
转让

全体会议第三场会议重点讨论了国际人道法在武器使用和转让方面的实施情况，以及战争技

术和战争实践方面的新进展，包括自主武器系统（AWS）、网络行动、数字化标志项目、外层空

间军事化、核武器、化学武器、爆炸性武器、地雷、集束弹药和负责任的武器转让。

国际人道法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中的适用

自主武器系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自主武器系统是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选择目标并对其使用武

力的系统。在最初由人启动或发射后，自主武器系统根据从传感器收到的环境信息，并基于概括

性的“目标描述”，自行启动或触发攻击。在使用武力方面失去人类的控制和判断，给使用者预

测和限制自主武器系统的影响带来了挑战，并引发了人道、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关切。

自2015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敦促就自主武器系统确立国际公认的限制标准，以有

效确保对平民的保护、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以及道德上的可接受性。2021年5月，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建议所有国家及时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规则，禁止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系统和杀伤人员

自主武器系统，并通过对以下方面的结合限制对其他自主武器系统进行规制，包括：目标；使用

时长、地理范围和规模；使用情形；以及人机互动要求。

网络行动

网络行动已经成为当代武装冲突中的一个现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表

示关切，包括切断电力、水和医疗服务，以及破坏核设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联合国政府专家

组在其2021年报告中提及国际人道法在各国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方面的适用表示欢迎。

现在，各国应基于这一协议，讨论如何以及何时适用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对现有规则的解释能够

确保在我们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为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以及数据提供足够

的保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开展一个旨在评估开发“数字标志”的技术可行性、前景和风险的

项目，这意味着在网络空间以数字形式识别受保护的参与方、实体和物体。在确定了标记数字

设备和数据的技术解决方案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正在召集专家进行磋商，评估在这些

解决方案基础上开发数字标志的前景和风险。最终，将由各国决定是否应将数字标志纳入其现

有法律框架。

外层空间军事化

外层空间的军事活动，包括使用武器，增加了在外层空间发生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对地球上

的平民构成重大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活动并非发生在法律真空中，而是受到现有

国际法的限制，特别是《外层空间条约》、《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

据大会第75/36号决议提交了一份立场性文件，并将参加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讨论“通过负责任

行为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减少空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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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奥地利

自2014年以来，奥地利国际人道法实施国家委员会（Nationale Kommission zur 
Umsetzung des Humanitären Völkerrechts）讨论了战争新技术的问题，并组织了关于武器

问题的国际人道法研讨会。该国家委员会还就包括自主武器系统和网络战在内的新技术问题

向奥地利政府提出建议。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的战争学院提供网络安全和网络防御的学位课程，并出版了一本题为《国际人

道法下的网络冲突》的专著，以激励不同的智库和军事学校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国际人道法和武装冲突子系统（Grupo Técnico de DIH y Conflicto Armado）与国防部

一起，率先将所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构召集在一起。其目的是了解国家之间的动态，以建立

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行动的规则。两方在所有军队中设立了一个网络指挥部，负责防止所有

情况下的攻击，并保护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Comisión Costarricense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是国家和平利用人工智能运动和反对杀手机器人国际运动的一部分。

其他武器和武器条约

核武器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于2021年1月生效，首次在全球规范中全面禁止使用和威胁使

用核武器以及从事一些相关活动。《禁止核武器条约》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区域条约一起，是更广泛的核裁军架构的一部分。

化学武器

在上一届《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申绝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

使用化学武器，并敦促各国通过该组织执行理事会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决定（2021年3月11日，

EC-96/DEC.7），该决定建议大会“决定将雾化使用具有中枢神经系统作用的化学品认定为不符

合执法目的，不属于《公约》所规定的‘不加禁止的目的’”。自2013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明确表示，考虑到人道和法律问题，将有毒化学品作为执法武器的使用应仅限于控暴剂。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敦促缔约国为此制定国家政策和立法，并在国际论坛上澄清这一认识。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

虽然国际人道法不禁止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但在许多情

况下，此举将违反关于敌对行动的规则，特别是禁止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的攻击。因此，不应在

居民区使用这类武器，除非采取足够的缓解措施来限制其大范围杀伤效果和由此带来的平民伤害

风险。因此，自2011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呼吁各国和武装冲突各方制定相关政策，避

免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一项由爱尔兰主导的、有关制定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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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政治宣言的外交进程正在开展当中，预计将在2022年初结束。2022年1月，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发表了就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的重要报告，其中载有关

于实施规避政策的良好实践建议。

地雷、集束弹药、战争遗留爆炸物

这类武器对饱受冲突蹂躏的社会有着明显且可能是长期的灾难性影响。为应对排雷行动面临的

现有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所有国家：a）加入并执行1997年《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2003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和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b）将受害者和受影响社

区置于排雷行动的中心，以减少痛苦；c）制定知情、协调和计划周密的人道和发展对策，解决战

争遗留爆炸物的污染；d）作风险教育投入；以及e）主动解决这些武器造成的人类代价。

实践案例

伊朗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支持伊朗加入和执

行各种武器条约。例如，该国家委员会在伊朗红新月会的支持下，为各部委和军队等举办关于

武器条约的讲习班和研讨会，其成员与政府内的关键决策机构接触，倡导批准和执行条约。该

国家委员会与国防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允许国家委员会传播国际人道法并开展培训。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Jawatankuasa Undang-undang Kemanusiaan 
Antarabangsa Malaysia，或JUKAM）内有一个武器方面的特别小组委员会。国家委员会

正在积极寻求裁军和军备控制制度，特别是针对四类武器：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和爆炸

物。此外，马来西亚正在与合作伙伴进行区域性合作，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呼吁其

他国家共同努力，减轻出于非法目的使用武器所造成的后果。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斯里兰卡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履

行了有关武器的义务。国家委员会已经选择了一些条约作为优先事项，包括《禁止杀伤人员

地雷公约》（APMBC）、《集束弹药公约》（CCM）和《生物武器公约》（CBW）。关于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该国家委员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协助各部委和总检察

长起草国家立法。关于《集束弹药公约》，该国家委员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起，协助举

办了一次研讨会，目的是起草立法。最后，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该国家委员会在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协助国防部起草国家立法。

负责任的武器转让
武器的广泛供应和对国际武器转让的不力监管造成了破坏性的人道后果。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支持普遍加入《武器贸易条约》（ATT），并根据该条约的人道目标，努力忠实执行其规定。

《武器贸易条约》和区域性文书相辅相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区域武器流动的特殊性，欢

迎有机会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讨论《武器贸易条约》，并鼓励缔约国与邻国分享其执行该条约的

经验。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civilians-protected-against-explosive-weapons


32 通过国内立法与政策实现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政府建立有效、透明的国家控制体

系提供建议和帮助（《武器贸易条约》第5条要求）。这包括通过充分反映国际人道法要求的立

法，制定能够强有力地评估出口武器被用于实施或促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风险（《武

器贸易条约》第7条要求），并建立相关机制，防止授权任何将用于实施战争罪或其他国际罪行

的武器转让（以遵守《武器贸易条约》第5、6、14条）。

重要的是，即使一国不是《武器贸易条约》或任何区域性武器转让文书的缔约国，其武器转

让也并非发生在法律真空中。至少，各国在所有情况下都有义务遵守和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在存在武器将被用于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实质性或明确的风险的

情况下，国家必须避免转让武器。

实践案例

法国

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Commission Nationale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	
CNCDH）内设有“国际人道法-人道行动”小组，该小组一直在积极支持武器条约的实施。

例如，1988年，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意见。此

外，2021年6月，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的声明。自1998年，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就制定欧盟规范武器出口的共同标准的行为准

则提供了意见。

此外，2005年，该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鼓励法国积极参与《武器贸易条约》的起草工

作，强调在可以合理预期武器会被用于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不转让武

器的必要性。2011年和2013年，就在通过《武器贸易条约》的外交会议之前，法国国家人

权咨询委员会提出了精准的建议。最后，在本报告发表时，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正在准

备一份关于《武器贸易条约》国内实施情况的意见，计划于2022年第一季度发表。在该意见

中，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将讨论对武器销售的控制和透明度问题20。

肯尼亚

肯尼亚国际人道法实施国家委员会与各部委协调，就加入《武器贸易条约》与议会开

展合作。该国家委员会与肯尼亚小型、轻型国家协调中心合作，评估该国加入《武器贸易条

约》的情况。该国家委员会还参加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组织举办的各种研讨会。

南非

在监管武器贸易方面，南非具有长期历史，并制定了一个关于武器转让的国内框架。

在1961年至1994年期间，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国际制裁，南非在获取武器方面遇到困

难。因此，1994年新的民选政府继承了主要的武器制造能力，其对负责任地出口武器的道德

需求的认识不断增强，这一点当时已包含在《南非宪法》中。南非成立了国家常规武器控制

委员会，负责限制常规武器的扩散和监管常规武器部门。2002年的《国家常规武器控制法》

加强了军备控制的行政行动，随后在2014年批准了《武器贸易条约》。随后通过的修订对军

备控制制度进行了微调，这些修订与《武器贸易条约》的规定保持一致。

20	 欲获得更多信息，见	the	opinion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NCDH)	regarding	

the	ATT.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utilisation-darmes-chimiques-notamment-dans-le-conflit-iran-irak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declaration-armes-explosives-en-zones-peuplees-declaration-pour-un-engagement-politique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declaration-armes-explosives-en-zones-peuplees-declaration-pour-un-engagement-politique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transfert%2520d%2527armes?retain-filters=1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e-projet-de-traite-sur-le-commerce-des-armes-21-fevrier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e-projet-de-traite-sur-le-commerce-des-armes-21-fev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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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会议的建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调，各国应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保障平民免受网络伤害，并应继续

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讨论，探讨国际人道法如何以及何时适用于网络行动。国际人

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以在影响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行动的辩论和政策方面发挥

作用。

• 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与本国国家当局进行讨论，敦促当局就自主武器系统确立

国际公认的限制标准，禁止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系统和杀伤人员自主武器系统，并通过对

以下方面的结合限制对其他自主武器系统进行规制，包括：目标；使用时长、地理范围和

规模；使用情形；以及人机互动要求。

•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战争技术发展的信

息传播给相关的科技界，因为他们经常涉及这一领域。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与各国就“数字标志”的前景开展进一步协商；各国国际人道法国

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以在推动这些讨论方面发挥作用。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视继续就外层空间的安全问题进行多边讨论，并鼓励各国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作为协调机制参与到与本国政府进行的相关讨论中。

• 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呼吁其本国成为各种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支持将条约

纳入国内法律和政策，并予以全面实施。例如，为了支持条约的实施，国际人道法国家

委员会可以在起草国内立法、举办研讨会和将立法草案转发给相关政府机构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 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以鼓励其本国参加定于2022年举行的《禁止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如果该国已经加入该条约，可以作为缔约国参加，也可以

作为观察员参加。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敦促《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通过国家政策和立法，将化学品作为执法

武器的使用仅限于控暴剂。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参与到与各国就这一问题的讨论中。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所有国家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进程，旨在制定一项政治宣言，限

制或约束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并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各国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可以与本国政府合作，鼓励本国政府参与这一进程，并帮助实施由此产生的

政策建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通过外交进程在全球和区域

层面开展合作，以确保武器继续受到禁止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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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报告——在<日内瓦公约

>70周年之际再次承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职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19年：https://www.icrc.org/zh/

document/icrc-report-ihl-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第58页。

本场会议重点讨论了促进与国际人道法和促进人道行动的义务相一致的反恐怖主义框架的重

要性。

本场会议的每一位发言者都分享了幻灯片演示文稿，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

构可以通过在线社区页面访问这些演示文稿。参加本次会议的观察员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GVA_advisoryservice@icrc.org索取这些演示文稿。

通过符合国际人道法的反恐立法
近年来，各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个人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诉诸恐怖主义行为的威胁。作为应

对，各国已经制定了越来越有力的反恐怖主义措施。毫无疑问，各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

采取行动以确保其自身和民众的安全是合法和必要的。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已经通过了全面的

刑事反恐立法，通常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况，这就引出了有关这类立法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相

互关系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62号决议所反映的那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反恐措施必须

始终符合国际人道法。21这也就是说，反恐立法不应违背各国在政治上支持或通过国际人道法条

约认可的人道原则，也不应妨碍公正的人道组织以有原则的方式开展工作。

最近的经验表明，纠正或缓解措施可以在反恐领域划出一个人道空间。在最近的文书中，已

经通过了一些“人道豁免”内容。此类豁免的目的，是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公正的人道组织所

开展的人道活动完全排除在反恐措施的适用范围之外。事实证明，这是维护人道活动的一种有效

方式，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和精神。这还表明，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际人道法和人道活动完

全可以兼容。英联邦国家应考虑在其反恐立法中采用这种人道豁免。

反恐立法的宽泛性还可能导致交战方将受国际人道法规制但未予以禁止的行动定性为刑事犯

罪，例如攻击军事目标或攻击不享有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的个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不应

在国内层面将此类行动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对合法目标进行攻击构成武装冲突的本质，不

应根据另一种法律制度而在法律上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这有违武装冲突的现实和国际

人道法的原理（国际人道法不禁止对合法目标的攻击），并可能最终阻碍武装冲突各方，特别是

非国家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欢迎各国在其反恐立法中纳入“国际人道法

保留条款”，明确规定该反恐立法不得对国际人道法造成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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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mmunities.ext.icrc.org/docs/DOC-7385
mailto:GVA_advisoryservice@icrc.org


36 通过国内立法与政策实现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

实践案例

乍  得

2020年5月20日，乍得通过了一项关于刑事制裁恐怖主义行为的新法律（003/

PR/2020），该法律修订了2015年的原反恐法，并包括一项人道豁免条款以及一项国际人道

法保留条款。新法律的通过是为了确保乍得的反恐立法与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国

际义务相一致。

2020年的法律第1条规定了对乍得共和国境内恐怖主义行为的制裁。该条规定，该法律

不得被解释为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减损。该项法律还包含一个人道豁免条款，将中

立和公正的人道组织开展的完全属于人道和公正性质的活动排除在该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外。

这一豁免条款并不保护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只保护那些负有人道使命、按照中立和公正原则

行事的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乍得红十字会。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于2009年批准了该国第一部反恐立法。然而，该法律中对“恐怖主义”的

定义很容易被误解和误用。该法受到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的批评，因为其对“恐怖主义”

的宽泛定义可以被用来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定罪，甚至可以用来追诉人道行动。因此，这

项法律在2020年被一项新的法律所取代。

根据新的反恐法（第1176/2020号公告），任何协助或支持恐怖活动的人都要受到起

诉。然而，新法中包含了一个“人道豁免条款”，免除了基于原则的人道活动的责任。该条

款赋予从事有原则的人道行动的个人和实体以反恐措施的豁免权。这里的“有原则的”应理

解为是指以下人道原则：人道、公正、独立和中立。这一条款允许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

的组织执行其任务和提供人道援助。这类条款可以防止反恐措施（以国际或国内法律、政策

或法规的形式）被解释或适用为可以妨碍人道行动。

德  国

德国红十字会是德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Fachausschuss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的成员，它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供了关于在事实上

3 3 3

处于“反对国际理解概念的团体”控制下

的地区实施人道项目的专家意见。

德国红十字会在其专家意见中概述了与人道援助有关的国际人道法框架，特别是《日内

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0条和第71条，涉及协调对平民的人道和公正的救援行动以及保

护救济人员的义务。意见还提到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3条，该条允许公正的人道

机构，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冲突各方提供服务；以及《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8条，该条允许救援组织在特定情况下提供服务。专家意见还提到了习惯国际法对人道援助

的保护（即第31、32、53、54、55和56条规则，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

数据库）。

根据德国红十字会的专家意见，德国宪法法院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裁决，决定根据德国

法律，不得援引与“反对国际理解概念的团体”有所关联的禁止而禁止国际法授权开展的人道

行动。此类人道行动只要是出于人道局势的需要，并且尊重人道、中立和公正的一般原则，将

受到保护，而不能受到追诉。遵守德国宪法并不是决定反恐措施是否合法的唯一条件。特别是

当相关措施致使国际法所授权的人道行动无法开展时，该相关措施就不具有合法性。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s/home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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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菲律宾于2020年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这是菲律宾“反恐战争”的结果。该法第

12条将为恐怖主义提供物质支持的行为定为犯罪。第3条对物质支持进行了定义，国际组织

也是如此。

该立法提出了一些挑战。例如，第3条对物质支持的定义很宽泛，足以包括人道组织的

一些活动，如向被指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国际人道法培训。第3节还将禁止

人道组织根据其任务规定为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运输。为了避免这些可能阻碍人道行动的后

果，该法案第13条包含了一个人道豁免条款，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菲律宾红十字会和其

他该国承认的公正的人道组织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不依该法案第12条受到追诉。该

条款明确规定，这些组织开展的人道活动不属于第12条的范围。

瑞  士
《瑞士刑法典》包含有关资助恐怖主义和参与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条款。这两个条款都

包含人道豁免条款，保护人道行动。

《瑞士刑法典》第260/4条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然而，如果资助的目的是为了支

持在武装冲突中不违背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行为，则该条款不适用。

此外，2020年9月通过的《瑞士刑法典》新的第260/2条中包含了一个人道豁免条款，

该条款禁止参与犯罪和恐怖组织。这一条款不适用于由公正的人道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所提供的人道服务。

最后，根据《瑞士联邦国际制裁实施法》（“禁运法”），联邦委员会有权颁布强制措

施。然而，该法包括支持人道活动或保障瑞士利益的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涉及到为人道

目的提供食品、药品和治疗产品。

本场会议期间的补充发言介绍了以下实践：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拉伯国家联盟（LAS）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国际人道法和反恐怖主义领域。例如，

1998年通过了《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2019年通过了《阿拉伯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

主义公约》。阿拉伯国家联盟还举办了关于国际人道法和反恐的关系的讲习班。总共有22个

代表阿盟成员国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协助其各自国家核查阿拉伯国家的法律

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一致性。阿盟还建议各国制定一项原则声明，澄清国际人道法、国际人

权法和反恐之间的关系。

法  国
2020年由法国组织的人道会议为检察官考虑将中立的人道活动从反恐法律中得到豁免

提供了空间。同时，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敦促法国开展更多工作，以促进在反恐活动中

尊重国际人道法。例如，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正在与当局讨论，在法国的反恐立法中纳

入人道豁免条款。2021年夏，法国议会起草了一部关于人道组织在财务系统方面的不同情况

的法律。22

22	 法国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在反恐反面的部分工作，可参阅：关于反恐怖主义立法对人道行动的影响的意见(法语)；有关反恐立

法对人道行动的影响的意见声明（英文）；有关尊重与保护人道工作者的意见（法语）；有关保护人道空间的法律提案的意

见（法语）。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incidence-de-lapplication-de-la-legislation-relative-la-lutte-contre-le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statement-opinion-impact-counter-terrorism-legislation-humanitarian-action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statement-opinion-impact-counter-terrorism-legislation-humanitarian-action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e-respect-et-la-protection-du-personnel-humanitaire-2020-17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a-ppl-sur-la-preservation-de-lespace-humanitaire-2021-11
https://www.cncdh.fr/fr/publications/avis-sur-la-ppl-sur-la-preservation-de-lespace-humanitaire-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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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

叙利亚是反恐公约的缔约国，在2012年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律（2012年第19号和第20

号法律），据此新设了审理恐怖主义罪行的法院。该法包含一个豁免条款，对任何事先向当

局通报其活动者免于处罚。

此外，叙利亚与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合作，交流有关恐怖主义实体和有关惩罚委员会工作

的信息。叙利亚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人道援助

提供了便利，使这些组织能够进入许多地区，包括被围困的地区。

英国

英国2019年《反恐和边境安全法案》更新了现有立法，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不断变

化的威胁。这包括未来冲突吸引来自英国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情形。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该

法案新增了进入或停留在英国以外的、由内政大臣制定的条例中指定的地区的罪行。这种权

力旨在对那些试图到国外参加或帮助维持未来外国冲突的人产生威慑作用。在回国后，这也

将是一个有效的阻止和惩罚工具。该法案包含一些前往此类指定地区的豁免目的，包括提供

人道性质的援助。载于第4条的这一人道豁免条款，豁免援助人员在海外指定地区提供人道

支持时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可以点击此处查阅该法案。由于这是一个豁免条款，提供此类支

持的人员不需要申请许可就可以从这个条款中受益。然而，这种活动必须符合“适用于提供

人道援助的国际公认的原则和标准”。

第四场会议的建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敦促尚未通过人道豁免条款将中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排除在反恐立法的

范围之外的国家作此安排。纳入此类条款是确保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能够从人道援助和

保护中受益，同时也是国家能够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步骤。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

会及类似机构在向各自政府传达人道豁免条款的重要性、以及随后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人

道豁免条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醒各国，武装冲突局势受国际人道法的规制，即使涉及被认定为恐怖

分子的团体和个人。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可以发挥作用，提醒国家当局

国际人道法在这方面的适用性——例如，协助开展这方面的培训。

https://eur03.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legislation.gov.uk%2Fukpga%2F2019%2F3%2Fsection%2F4%2Fenacted&data=04%7C01%7Csimon.smith2%40fco.gov.uk%7Cbb87bb11cbda47ce386408d9f0ad40c3%7Cd3a2d0d37cc84f52bbf985bd43d94279%7C0%7C0%7C637805449173435443%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ALAVlLYYCbK8eJpDqAHzojPZdDktf4MZbLan6k64w%2Fc%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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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尤见“恐怖主义，反恐措施以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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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页——《有原则的人道行动与反恐》。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icrc-report-ihl-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reviews/irrc-no-916-917-counterterrorism-sanctions-and-war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crc-calls-states-ensure-counter-terrorism-measure-do-not-negatively-impact-humanitarian
https://communities.ext.icrc.org/docs/DOC-7331
https://communities.ext.icrc.org/docs/DOC-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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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会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兼法律部主任科尔杜拉·德勒格（Cordula	Droege）博士在

全体会议结束时向活动的发言人、与会者和主办方表示感谢。德勒格博士的讲话全文转载于下。

尊敬的各位发言人、与会者和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对主会方对本届全体会议的出色管理表示感谢。这的确是开展重要辩论的紧

张的一周，这不仅将为2025年的下一届全体会议、而且还将为两年后即2023年举行的第34届红

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提供素材。

我赞扬各位的积极参与。这是我们第一次举行完全线上的全体会议。尽管情况充满挑战，但

各位的参与表明了你们对我们大家所做工作的承诺，我们为此向你们表示感谢。

在过去的四天里，我们讨论了各种主题（包括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失踪人员、武器和反

恐怖主义）。

然而，我们所有的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在“国际

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和执行第33届国际大会第1号决议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由于本周时间有限，我

们无法穷尽地认可每一项成就，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因为这表明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

回顾过去：与第1号决议有关的成就

新设或重启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第1号决议鼓励尚未设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国家考虑设立相关机构。正如

海伦在开幕式上所强调，自2016年上届全体会议以来，我们有幸迎来了14个新设或重新开始运行

的机构，而且还有一些机构正在设立之中。

简单举几个例子：莫桑比克、意大利和哥伦比亚介绍了他们最近为创设或恢复其国家委员会

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们对这一过程的反思。

在扩大我们活跃的国家委员会和类似机构的社群方面，这一成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如果

没有你们当初设立相关机构的努力，你们在实施国际人道法和确保其得到尊重方面的所有其他成

就无法实现。

国际人道法条约的批准/加入情况

例如，从2017年1月到2021年11月中旬，五个地区共有209份条约批准书。这符合决议的规

定，决议还鼓励各国批准或加入其尚未加入的国际人道法条约。

昨天，几位与会者的发言介绍了他们在支持批准或加入武器条约方面的经验。发言人在讲话

中强调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在协调政府部门和为履行条约义务提供咨询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

作用。例如，肯尼亚介绍了他们关于批准《反恐怖主义条约》的工作，我们将继续为你们的这类

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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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实际措施

根据决议，各国还被要求通过“必要的国内立法、行政和实际措施来实施国际人道法”。

从2017年1月到2020年12月，我们看到，至少
3 3

有85部有关实施国际人道法和其他相关文书国内

的法规。

关于离散人员、失踪人员和死亡人员，会议强调，各国应在和平时期做好准备并采取相关措

施，防止人员失踪，在他们失踪时澄清他们的命运和下落，通知家属，并酌情调查和起诉强迫失

踪和其他导致武装冲突期间人员失踪的侵权行为十分重要。例如，芬兰提到了其可能设立国家信

息局的计划。也有一些解决失踪人员问题、赋予失踪人员家属权利的国内法律已经通过，例如克

罗地亚、黎巴嫩和秘鲁的法律。其他国家也介绍了他们在这个领域正在进行的项目，如津巴布韦

的死亡和失踪人员管理项目。总的来说，发言人强调了让失踪人员家属参与起草过程的重要性，

以及与不同参与方合作以确保有关失踪人员的法律能够得到通过和有效实施的重要性。然而，法

律框架的通过只是必要措施的其中之一——秘鲁的发言强调了采取其他措施的重要性，如寻找失

踪人员的国家计划或建立相关数据库以支持寻找失踪人员。

关于武器问题，我们知道，已经通过了许多相关的国内法。例如，南非谈到了其长期以来的

军备控制立法，而斯里兰卡则表示，其国家委员会在帮助起草有关集束弹药和地雷的法律方面发

挥了作用。

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需要遵守国际人道法和有原则的人道行动方面，乍得、埃塞俄比

亚、菲律宾、瑞士和德国介绍了各自为将中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排除在反恐立法范围之外所做的

工作，以确保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人口能够从人道援助和保护中受益。

对需要在国内进一步实施的领域的分析

该决议进一步鼓励“各国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国家红会的支持下，对需要在国内进一步实施

的领域进行分析”。

我们已经有了一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研究的清单。

例如，蒙古在会议期间以书面形式与我们分享了其刚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签署的协议，开

始一项评估研究，以研究国内法律与国际义务的兼容性。我们还看到，已有一些帮助制定国家解

决失踪人员问题的战略的兼容性研究。尼日尔强调了国家委员会在跟进研究结果方面可以发挥的

重要作用。

在不同参与方中推广和传播国际人道法

我们鼓励各国向不同参与方推广和传播国际人道法，我们知道，你们的国家委员会在这方面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第一场会议上，我们听取了尼泊尔的议员培训，厄瓜多尔面向公务员的国际人道法课程，

以及科威特为落实阿拉伯国家通过的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区域计划而制定的行动计划。

关于失踪问题，我们听取了瑞士关于发起全球联盟的发言，该联盟的目标之一，是帮助提高

对失踪人员问题和国际人道法在这方面的义务的认识。

伊朗、奥地利和法国也谈到了国家委员会在与政府当局就武器条约、武器转让甚至战争新技

术进行接触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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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还能做什么？

本次会议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好机会，因为我们目前正处于2019年最后一次国际大会和2023年

下一次国际大会之间的中间阶段。因此，我们还有两年时间来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在实现所有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的普遍加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我们注意到，明年将是《日内瓦公约》1977年两项《附加议定书》通过45周年，在这方面，我们

呼吁尚未加入议定书的国家考虑加入。

我们还收到了英国和布基纳法索的意见，即是否有可能给联合国秘书长关于《附加议定书》

现况的报告提交一份材料。下一份报告将于明年发布，且我们忆及第一场会议提及的英国提供的

现有模板，模板对有意提交此类材料的国家而言是一个良好基础。

该决议还回顾道，各国可以宣布承认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权限。然而，作为观察员出

席本次会议的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表示，自2019年国际大会以来，没有任何新的国家承认国

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权限，也没有任何国家接受委员会多次提出的利用其斡旋或实况调查服

务的建议。虽然国际人权论坛由于时间限制无法发言，但它请我们代为转达：国际人权论坛希望

鼓励正在起草国际人道法国家实施情况自愿报告的国家，在报告中提及国际人权论坛。

定于2022年召开的区域会议

该决议进一步呼吁加强国家委员会在国际、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合作。

2021年2月，美洲的国家委员会召开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带有行动计划的宣言。正如在昨天

的会议上所提到，在2021年，斯洛文尼亚也组织了一次欧洲国家委员会的会议，为加强区域合作

做出了贡献。马来西亚还强调了在武器和其他国际人道法条约方面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虽仍要取决于全球疫情的发展情况，但已经有计划在2022年举办其他区域性的国家委员会

会议。科威特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能在2022年5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会

议。西欧区域会议有计划于2022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东欧和中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会议也

有计划举行。关于这些会议的进一步细节，包括确切的日期，将在适当的时候确认。我们希望这

些会议将成为各国继续讨论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的场合，并进一步推动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

交流良好实践

该决议还邀请各国分享本国实施措施的实例并交流良好实践。这次会议是分享来自全球各

地的这种良好实践的良机。在周一的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自愿报告的益处，并回顾了许多既有报

告，来自包括波兰、英国、瑞士、德国、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西班牙、哥斯达黎加、保加利亚

和罗马尼亚。其他国家表示愿意开始起草自愿报告，包括克罗地亚、意大利、科威特和叙利亚。

我们敦促各方即使在此次会议后也继续交流良好实践，包括加入我们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在线社区。这个平台特别有利于就国际人道法事务进行直接交流，尤其是新冠疫情流行的时

期。成员们通过这个社区分享了自愿报告，参与了关于职权范围和行动计划的讨论，并收到了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相关工具和信息的更新。

主  题

最后，在本周的会议上，我想就每个主题回顾一些简短的收获。

在失踪人员方面，我们强调了兼容性研究在识别为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而应对国内框架所进

行的改变方面的作用。我们强调了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在鼓励各国实施这些研究结果方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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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我们还得出结论，你们的机构可以推动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结构，以说明受保护人员

的下落，防止人员失踪，并通知武装冲突局势下的家庭。例如，其中一项措施是在每个国家设立

国家信息局。

武器方面重点强调了在向政府提供关于武器转让或尖端新技术的专家意见方面，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可以发挥的作用。关于现有武器，虽已存在广泛共识，认识到许多武器造成滥杀滥伤

或不必要的痛苦，但仍需要与议会接触或就立法起草安排开展工作，以确保国际义务能够在每个

国家得到适用。

最后，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确保人道救济和保护

可以抵及需要的人是可能做到的。在反恐立法中纳入人道豁免条款代表着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

一步。

虽然我们此次讨论选取了上述主题，但我们注意到，还有其他领域，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处于理想的位置，确保这些领域得到应有的关注。例如，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将国际人道法下的性

暴力禁令纳入国内框架；为此，我们编制了一份立法清单，各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可以轻松

使用。

我们还制定了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则，相关的核对清单正在制定当中。我也

想借此机会提一提《气候宪章》，现在有160多个组织签署了该宪章，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结 语

我们对各方为最终确保平民在武装冲突期间受到保护而开展的鼓励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相关工

作表示赞赏，包括各方既已出色完成的工作以及将继续做出的努力。

为此，我鼓励各方继续做好相关方面的工作，并敦促各方之间、各方与我们之间就此类事项

进行更多接触。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我们本周的会议参与相关讨论。

科尔杜拉·德勒格博士的讲话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上浏览，有阿拉伯语、英文、法

语、俄语及西班牙语版本。

https://www.icrc.org/ar/document/%D8%A7%D9%84%D8%A7%D8%AC%D8%AA%D9%85%D8%A7%D8%B9-%D8%A7%D9%84%D8%B9%D8%A7%D9%84%D9%85%D9%8A-%D8%A7%D9%84%D8%AE%D8%A7%D9%85%D8%B3-%D9%84%D9%84%D8%AC%D8%A7%D9%86-%D8%A7%D9%84%D9%88%D8%B7%D9%86%D9%8A%D8%A9-%D9%88%D8%A7%D9%84%D9%87%D9%8A%D8%A6%D8%A7%D8%AA-%D8%A7%D9%84%D9%85%D8%B9%D9%86%D9%8A%D8%A9-%D8%A8%D8%A7%D9%84%D9%82%D8%A7%D9%86%D9%88%D9%86-%D8%A7%D9%84%D8%AF%D9%88%D9%84%D9%8A-%D8%A7%D9%84%D8%A5%D9%86%D8%B3%D8%A7%D9%86%D9%8A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fifth-universal-meeting-national-committees
https://www.icrc.org/fr/document/cinquieme-reunion-universelle--commissions-dih-questions
https://www.icrc.org/fr/document/cinquieme-reunion-universelle--commissions-dih-questions
https://www.icrc.org/ru/document/voprosy-i-otvety-pyataya-vseobshchaya-vstrecha-nacionalnyh-komitetov-i-drugih-nacionalnyh
https://www.icrc.org/es/document/quinta-reunion-universal-comisiones-nacionales-dih-organismos-af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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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会议议程

11月29日，星期一，欧洲中部时间15:00–15:30 CET

开幕式和形式说明

主席：凯利西亚娜·锡恩（Kelisiana	Thynn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级法律顾问

专家

•  海伦·德拉姆博士（Dr	Helen	Durham），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部主任

11月29日，星期一，欧洲中部时间15:30–17:30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的后续行动：“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和自愿报告

主席：安妮·坎坦博士（Dr	Anne	Quintin），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部主任

专家

•  格拉萨·尼哈特（Graça	Nhate），全国人权与公民事务部副主任（莫桑比克）

•  菲利波·佛米卡尼部长（Filippo	Formica），国际人道法研究和发展委员会主席（意大利）

•  大卫·伊万·费尔南德斯·巴雷托（David	Ivan	Fernandez	Barreto），人权和国际事务

			总统顾问（哥伦比亚）

•  考沙尔·钱德拉·苏贝迪（Koshal	Chandra	Subedi），总理办公室和部长会议联合秘书

		（尼泊尔）

•  西尔维娅·埃斯平多拉·阿雷拉诺（Silvia Espíndola Arellano），对外关系和人员流动部

			人权与和平事务主任（厄瓜多尔）

•  艾哈迈德·迈克莱德（Ahmed	Mekled）博士，科威特上诉法院法官，科威特国际人道法国

			家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成员（科威特）

•  普雷斯拉瓦·利洛瓦（Carmen	Claramunt），保加利亚红十字会国际合作与项目部主任

		（保加利亚）

•  卡门·克拉拉蒙特（Carmen	Claramunt）大使，哥斯达黎加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名誉

			主席（哥斯达黎加）

•  安德鲁·默多克（Andrew	Murdoch），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法律总负责人（英国）

•  朱利·弗朗辛·永利·亚梅奥果（Julie	Francine	Yonli	Yameogo），人权与国际人道法部际

			委员会常务秘书（布基纳法索）

11 月 30 日，星期二，欧洲中部时间 16:00–18:30

在武装冲突期间及其后加强对失踪人员及其家人的保护

主席：亚历山德拉·奥尔蒂斯（Alexandra	Ortiz），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顾问

专家

•  卡伦·勒纳（Karen	Loehne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家信息局事务负责人

•  弗洛伦丝·安塞尔莫（Florence	Anselmo），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负责人

•  若纳斯·贝利纳博士（Dr	Jonas	Belina），联邦外交部外交官（瑞士）

•  亚尼·莱伊诺（Jani	Leino），芬兰红十字会法律顾问（芬兰）

•  阿马利娅·金塔纳（Amalia	Quintana），国际人道法研究和适用部际委员会主席（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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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曼·阿米努·阿马杜·库恩迪博士（Dr	Maman	Aminou	Amadou	Koundy），尼亚美高等

			法院院长（尼日尔）

•  蒂哈娜·巴利亚（Tihana	Balija），外交和欧洲事务部人权司司长（克罗地亚）

•  齐亚德·阿舒尔博士（Dr	Ziad	Achour），失踪和强迫失踪人员国家委员会副主席（黎巴嫩）

•  吉列尔莫·巴尔加斯·哈拉米略博士（Dr	Guillermo	Vargas	Jaramillo），司法和人权部副部

			长，分管人权和诉诸司法（秘鲁）

•  克里斯彭·利法（Crispen	Lifa），津巴布韦共和国警察局助理局长（津巴布韦）

12月1日星期三，欧洲中部时间 09:00–11:00

确保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器、新技术和武器转让

主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资深法律顾问Kelisiana	Thynne	

专家

•  洛朗·吉塞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与敌对行为部负责人

•  Bernhard	Schneider，奥地利红十字会法律事务和移民负责人，国际人道法国家实施委员会

			联合主席（奥地利）

•  Javier	Alberto	Ayala	Amaya	博士，过渡战略司令部准将，军队总司令部（哥伦比亚）

•  伊朗红新月会（伊朗）原则、法律和国际人道法司司长	Jabbar	Aslani	博士

•  Mohammed	Amran	bin	Hasan，国防部政策和战略规划司副部长（马来西亚）

•  蒂兰妮·席尔瓦，外交部副法律顾问，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主席（斯里兰卡）

•  Thomas Ribémont，全国人权协商委员会成员兼国际人道法人道行动小组报告员（法国）

•  Lulu	Hayanga	Fregoni，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司法部副首席国家法律顾问（肯尼亚）

•  Andre	Smit，国家法律顾问（国际法），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南非）

12 月 2 日星期四，欧洲中部时间 10:00–11:30

促进与国际人道法和为人道行动提供便利的义务相统一且一致的反恐框架

主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顾问保拉·福吉奥内

专家

•  Lt.	Col.	Joven	Capitulo	PA，国防部，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联合主席（菲律宾）

•  Belayhun	Yirga，司法部起草和综合司法律研究司司长（埃塞俄比亚）

•  Jonathan	Cuenoud，法律顾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事司法科，国际公法司，外交部（瑞士）

•  Carlos	Rotta	Dingamadji，治安法官兼法律和国际合作司司长，司法部（乍得）

•  Heike	Spieker，德国红十字会和德国联邦民防与救灾办公室联络处主任（德国）

12 月 2 日星期四，欧洲中部时间 11:30–12:00

闭幕式

主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安妮·昆廷（Anne	Quintin）博士

专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兼法律司司长科尔杜拉·德罗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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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与会者名单

与会者名单：	第五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全体会议：通过国内法和政策实现“国
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

由于下面列出的所有与会者都是其所在国的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因此省略了对其在
委员会内职能的具体提及，除非该职能是注册时报告的唯一职能。

对于标有	(*)	的条目，代表的姓名和职能已被省略，以尊重与会者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的偏
好。

国家 头衔及姓名 职务 联系

阿尔及利亚 Mr Ben Ali Mohamed 
BEN ALI

中央督察 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

阿尔及利亚 Mr Saïd KHELIFI 主任 外交部

阿尔及利亚 Ms Kahina 
MERZELKAD

法律顾问 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

阿尔及利亚 Mr Nabil MOSTEFAI 主任 内政、地方集体和领土规
划部

阿尔及利亚 Mr Boubekeur AJAILIA 国家宪兵队经理 国防部（国家宪兵）

安哥拉*   

安哥拉 Ms Constância OLIM 专门机构部负责人 对外关系部

阿根廷 Dr Anabel ALFONSÍN 
CANO

人权秘书处 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部

阿根廷 Mr Eduardo CAGNONI 法务秘书处 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部

阿根廷 Dr Eduardo JOZAMI 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司
国家司长

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部

阿根廷 Dr Mariana MAURER 国家人权和国际人道法部 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部

澳大利亚 Ms Keilin ANDERSON 法律干事 总检察署

澳大利亚 Ms Szabina HORVATH 法律顾问 澳大利亚政府

澳大利亚 Ms Pranamie 
MANDALA-WATTA

国际人道法法律顾问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

澳大利亚 Mr Jahan NAVIDI 国际法处助理处长 外交贸易部

澳大利亚 Ms Yvette 
ZEGENHAGEN

国际人道法系主任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

奥地利 Dr Bernhard 
SCHNEIDER

法律事务和移民主管 奥地利红十字会

巴林 H.E. Mohamed AL 
HAIDAN

法律事务局局长 外交部

巴林 Mr Ahmed ALHADDAD 随员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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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Mr Mansour EL 
MANSOUR

副区长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孟加拉国 Dr A M Pervez RAHIM 卫生服务部联合秘书
（自闭症小组）

卫生和家庭福利部

孟加拉国 Mr Shameem HASAN 公安处副书记 内政部

孟加拉国 Major Fariha 
Tabassum SIMU

总参谋长-2（法律），
武装部队司

总理办公室

白俄罗斯 Mr Aleksandr 
BASALYGA

副主任 司法部

白俄罗斯 Ms Tatyana 
KOTENEVA

事业部副部长 司法部

比利时 Mr Frédéric CASIER 法律顾问	-	国际人道法 比利时红十字会

比利时 Ms Laurence DE 
GRAEVE

科长 国防部

比利时 Ms Laura DE GRÈVE 法律顾问	-	国际人道法 比利时红十字会

比利时 Mr Alexis GOLDMAN 顾问 联邦公共服务外交事务

比利时 Ms Laurence 
GRANDJEAN

随员 联邦公共服务外交事务

比利时 Ms Julie LATOUR 国际人道法传播 比利时红十字会

比利时 Ms Lieve PELLENS 主席 人道法部际委员会

比利时 Mr Jonas PÉRILLEUX 随员 联邦公共服务司法

比利时 Ms Pascale REYPENS 随员	-	国际部 联邦公共服务内部

比利时 Ms Alessia VERI 随员 联邦公共服务外交事务

玻利维亚 Ms Maysa UREÑA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主席

外交部

玻利维亚 Ms Carola Cinthia 
ZAMBRANA BALTA

国家武装部队人权和
跨文化司司长

国防部

巴西 Ms Marcela CAMPOS 二秘、联合国三处副处长 外交部

巴西 Mr Ricardo RIZZO 联合国第三司司长兼一秘 外交部

保加利亚 Mrs Preslava LILOVA 国际合作与项目主任 保加利亚红十字会

保加利亚 Mrs Ana PASKALEVA 顾问 外交部

布基纳法索 Mr Dramane 
KOUSSOUBE

监测和评价司司长 司法部

布基纳法索 Mrs Julie Francine 
YONLI YAMEOGO

常任秘书长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和
司法部

佛得角 Mr Arlindo SANCHES 法律顾问 国家人权和公民委员会

加拿大 Ms Jennifer MCKEEN 法律干事 国防部

加拿大 Ms Sarah O’BLENES 律师 法务官	-	全球事务

加拿大 Dr Sophie RONDEAU 国际人道法高级法律顾问 加拿大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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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智利 Mr Luis Alberto 
SERRANO

法律事务及条约部高级法
律顾问

外交部

中国*

中国 Ms Jun XIAO 项目协调员，对外联络部
工作人员

中国红十字会

哥伦比亚 Mr Michael Eduardo 
GUERRERO LÓPEZ

协调员 总统人权和国际事务顾问
国家人权系统

哥伦比亚 Ms Jhonatta Alexander 
HOYOS SEPÚLVEDA

人权和国际人道法部法律
学说和服务小组协调员

国防部

哥伦比亚 Ms Diana Alexandra 
MEDINA CETINA

顾问 外交部

哥伦比亚 Mr Juan Carlos 
MORENO GUTIÉRREZ

国际人权事件和国际人道
法关注小组协调员

外交部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Mr Javier CARVAJAL 
MOLINA

国际合作主管 文化和青年部

哥斯达黎加 H.E. Carmen Isabel 
CLARAMUNT GARRO

副主任 外交学院

科特迪瓦 Mr Botty Jérôme TRABI 治安官/公务员 司法和人权部

克罗地亚 Ms Branka ARLOVIC 国际人道法和人道外交顾
问

克罗地亚红十字会

克罗地亚 Ms Tihana BALIJA 人权司司长 外交和欧洲事务部

塞浦路斯 Mr Constantinos 
CONSTAN-TINOU

外交部

塞浦路斯 H.E. James 
DROUSHIOTIS

总统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捷克共和国 Mr Pavel CABAN 国际法律师 外交部

捷克共和国 Dr Petra DITRICHOVA 法律顾问 国防部

丹麦 Ms Louise HELLER 恢复家庭联系顾问 丹麦红十字会

丹麦 Ms Rikke ISHØY 合作与伙伴关系顾问 丹麦红十字会

丹麦 Mr Jeppe Mejer 
KJELGAARD

科长 外交部

丹麦 Ms Helene 
MIDTGAARD

科长 外交部

丹麦 Mr Jonathan SOMER 法律顾问 丹麦红十字会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 Dr Silvia ESPÍNDOLA 人权与和平署署长 对外关系和人口流动部

厄瓜多尔 H.E. Diego MOREJÓN 
PAZMIÑO

多边事务副部长 外交和人口流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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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埃及 Judge Amal AMAR 技术秘书处负责人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埃及 Colonel Tamer 
SOLIMAN

军事法官 埃及武装部队

萨尔瓦多 Ms Elsa MORALES 人权司司长 国防部

萨尔瓦多 Ms Julía María 
SOMOZA

部门主管 外交部

芬兰*   

芬兰*   

芬兰 Mr Jani LEINO 法律顾问 芬兰红十字会

芬兰 Ms Elina LEMMETTY 顾问 外交部

芬兰 Mr Ilkka MYLLYMÄKI 随员 外交部

芬兰 Ms Anu SAARELA 法律服务，副总干事 外交部

法国 Mr Thomas RIBÉMONT 国际人道法人道行动小组
报告员

全国人权协商委员会

法国 Ms Anaïs SCHILL 国际人道法顾问 全国人权协商委员会

冈比亚 Ms Kumba JOW 首席国家法律顾问 司法部

乔治亚州 Ms Nata 
VARAZASHVILI

法律顾问 司法部

德国 Mr Jens BOPP 成员 德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联邦外交部

德国 Mrs Désirée 
BYCHARA-HAHN

成员 德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德国红十字会

德国 Mrs Jasmin 
OSCHKINAT

成员 德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德国红十字会

德国 Prof. Michael BOTHE 成员 德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德国 Prof. Thilo MARAUHN 主席 德国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德国 Dr Heike SPIEKER 联络处主任 德国红十字会

德国联邦民事保护和救灾
办公室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Ms Ana Carlota 
DURÓN PINEDA

多边政策主任 外交与国际合作秘书处

洪都拉斯 Mr Roberto LOPEZ 董事、律师 人权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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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 Ms Marlyn Celeste 
RODAS RAMIREZ

多边政策分析师 外交与国际合作秘书处

洪都拉斯 Mayor Yovany Alberto 
ARRIAGA BARAHONA

部门主管 洪都拉斯武装部队

洪都拉斯 Ms Bessy VALLE PAZ 国际事务经理 洪都拉斯红十字会

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 Dr Berill BOTA 顾问 内政部

匈牙利 Mr Ádám Zoltán 
SZABÓ

多边事务主管干事 外交和贸易部

匈牙利 Ms Alice SZÉL 国际关系主管 匈牙利红十字会

匈牙利 Ms Anna 
SZERENCSÉS

法律干事 外交和贸易部

匈牙利 Dr Adrienn KISNÉ 
SZABÓ

高级法律专家 内政部

冰岛 Ms Elisabet 
GISLADOTTIR

法律顾问 司法部

冰岛 Ms Anna 
HJARTAR-DOTTIR

公使衔参赞 外交部国际事务与发展
合作部

冰岛 Mrs Hrafnhildur 
SVERRIS-DOTTIR

国际部项目经理 冰岛红十字会

冰岛 Mr Atli Vidar 
THORSTENSEN

国际部主任 冰岛红十字会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Ms Maulida AMALIA 人道法法律分析师 法律和人权部

印度尼西亚 Ms Agvirta ARMILIA 国际法副主任 法律和人权部

印度尼西亚 Mrs Elisabeth 
AUGUSTINA

人道法法律分析师 法律和人权部

印度尼西亚 Mr Ardiansah 
HARIWAR-DANA

人道法主任 法律和人权部

伊朗 Dr Jabbar ASLANI 原则、法律和国际人道法
总干事

伊朗红新月会

伊朗 Mr Maysam 
JAVIDNIYA

秘书处负责人 全国人道法委员会

伊朗 Mr Mohsen 
ROUZBEHAN

国际人道法专家官 全国人道法委员会

伊拉克 Mr Mohamed  RAAD 法学家叙述者 国防部（法律咨询）

伊拉克 Al Gharawy Fadel 
FADEL

人权代表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伊拉克 Alakedi Thair SAAD 人权经理 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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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Ms Janet CRAVEN 政策和宣传顾问 爱尔兰红十字会

爱尔兰 Mr James KIRK 助理法律顾问 外交部

爱尔兰 Ms Anna Marie 
O’CARROLL

国际项目经理 爱尔兰红十字会

爱尔兰 Mr Declan SMYTH 副法律顾问 外交部

意大利*   

意大利 Prof. Giulio BARTOLINI 国际法副教授 罗马三大学

意大利 Mr Filippo FORMICA 意大利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主席兼外交官

意大利国际人道法国家委
员会

日本 Ms Yoshimi OHASHI 外交政策局人权和人道事
务司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
道法法律研究员

外交部

日本 Mr Hiroto OYAMA 国际部企划协调处处长 日本红十字会

日本 Mr TOSHIHARU 
SHINOZAKI

运营部门国际部规划和协
调处

日本红十字会

日本 Mr Yoshiyuki YAMADA 二秘 日本常驻日内瓦代表团

约旦*   

约旦 Ms Mamoun AL 
KHASAWNEH

主席 约旦国际人道法委员会

约旦 Ms Sara ALUTAIBI 高级技术顾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肯尼亚 Mrs Lulu HAYANGA 
FREGONI

副首席国务顾问 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司法部

肯尼亚 Ms Claris 
KARIUKI-MWIRIGI

高级国家法律顾问 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司法部

肯尼亚 Ms Anne MWATHI 国家法律顾问 总检察长办公室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Mr Meder ABAKIROV 国际法系主任 外交部

吉尔吉斯
斯坦

Ms Zhipara DOZOEVA 首席专家和官员 文化、信息、体育和青年
政策部

科威特 Counsellor Adel AL 
ESSA

司法顾问	-	最高上诉法院
代理

司法部	-	最高法院

科威特 Dr Ahmed AL MAKLAD 司法顾问 司法部	-	上诉法院

科威特 Dr Nawaf AL SHORIAN 司法顾问 司法部	-	上诉法院

科威特 Dr Ahmed MEKLED 法官 司法部	-	上诉法院

黎巴嫩 Dr Ziad ACHOUR 副总统 全国失踪和被强迫失踪人
员委员会

黎巴嫩 Judge Razan HAJJ 
CHEHADE

法官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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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Colonel Gaby HARIK 国际人道法-人力资源局
官员

黎巴嫩军队

莱索托 Major Moeketsi 
Michael MASEHLE

法律服务副总监 国防军

莱索托 Major Hekenke 
SEBILO

旅少校（BM） 国防军

马来西亚 Mr Mohammed Amran 
BIN HASAN

政策和战略规划司副部长 国防部

马来西亚 Ms Subashini 
KAMARA-PULLAI

首席助理秘书 外交部

马来西亚 Mr Norwin Shariman 
MOHAMAD NOR

首席助理秘书长（政策规
划）

国防部

毛里求斯*   

墨西哥 Mr Oscar MACIAS 副主任 外交部

摩洛哥 Mrs Farida EL 
KHAMLICHI

总统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莫桑比克 Mrs Graça NHATE 国家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人权和公民事务

摩洛哥 Prof. Mohammed 
ELBAZZAZ

大学讲师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纳米比亚 Dr Christian HARRIS 首席法务官 司法部

纳米比亚 Ms Charmaine 
NUUJOMA

高级法律干事 司法部

尼泊尔 Mr Man Bahadur 
ARYAL

联席秘书 法律、司法和议会事务部

尼泊尔 Mr Koshal Chandra 
SUBEDI

联席秘书 总理办公室和部长会议

尼泊尔 Mr Arjun BHUSAL 科官 法律、司法和议会事务部

荷兰人 Mr Jan Tijmen NINCK 
BLOK

高级法律顾问 荷兰红十字会

荷兰人 Ms Noortje VAN 
RIJSSEN

法律顾问 外交部

新西兰 Dr Marnie LLOYDD 讲师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新西兰 Dr Rebecca DUDLEY 国际人道法顾问 新西兰红十字会

尼日尔 Mr Zabeirou ALFA 
ZAZI

立法主任 人道行动和灾害管理部

尼日尔 Ms Sahida 
BADAMASSI DJARIRI

法律事务总监 外交与合作部

尼日尔 Dr Maman Aminou 
Amadou KOUNDY

总统 尼亚美高等法院

尼日尔 Ms Maman Na Ayo 
Moutari N’A AYO

人权署署长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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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阿曼 Mr Mohammed AL 
SIYABI

国际关系专家 外交部

阿曼 Mr Khalid Al Omairi 
SAID

法务部主任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
新部

巴勒斯坦 Dr Mohamed Fahad 
AL SHALALDA

司法部长 司法部

巴拿马 Mr John MEJIA 顾问 公安部

巴拉圭 Mr Celeste ACOSTA 成员 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司

巴拉圭 Ms Amalia QUINTANA 总统 国际人道法研究和应用部
际委员会

秘鲁 Ms Tania Elizabeth 
ARZAPALO VILLÓN

主任 国际事务、推广和监管
适应

秘鲁 Dr Guillermo VARGAS 
JARAMILLO

人权和司法救助部副部长 司法和人权部

秘鲁 Ms Ana Paola 
VERGARA LAMADRD

法律助理 外交部

菲律宾*   

菲律宾*   

菲律宾 Lt. Colonel Joven 
CAPITULO PA

军事助理 国防部

波兰 Ms Monika KOLAJ 国际合作高级专家 波兰红十字会

波兰 Ms Ewa MAŁYS 顾问 外交部

卡塔尔 Mr Abdullatif AL 
ABDULLA

国际卫生关系司司长 公共卫生部

卡塔尔 Mr Nagat AL KHALAF 法律顾问 司法部

卡塔尔 Mr Khaled Mohamed 
Al Khames AL 
OBAIDLY

副部长办公室主任 司法部

卡塔尔 Dr Talal AL-EMADI 卡塔尔大学新闻总监兼法
学教授

卡塔尔大学

罗马尼亚 Ms Cristina ROTARU 法律顾问 内政部

罗马尼亚 Ms Laura STRESINA 公使衔参赞 外交部

沙特阿拉伯 Mr Abdulaziz 
ALDHOYIAN

法务总司司长 沙特红新月会

沙特阿拉伯 Dr MOUTEB 
ALESHIWY

法律顾问 沙特红新月会

沙特阿拉伯 Dr Ahmad ALJWAIR 法律顾问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塞拉利昂 Mr Abdul Karim 
KOROMA

法律顾问 塞拉利昂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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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Mr Daniel BEDNÁR 法律顾问 国防部

斯洛伐克 Mr Peter KLANDUCH 国际法部主任 外交和欧洲事务部

斯洛伐克 Dr Viktoria MARKOVA 法律顾问	-	国际法系 国防部

斯洛文尼亚 Ms Mateja GRAŠEK 国际法司全权公使 外交部

斯洛文尼亚 Ms Vanja SVETEC 
LEANEY

部门负责人 国防部

斯洛文尼亚 Mrs Katja VURCER 
STRAŽE

法律顾问 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

南非*   

南非 Ms Kasturie MAHARAJ 秘书处（主席办公室）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
书处

南非 Mr Andre SMIT 国家法律顾问（国际法） 国际关系与合作系

西班牙 Dr Concepción 
ESCOBAR 
HERNÁNDEZ

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 西班牙红十字会

西班牙 Dr Consuelo 
RAMONC-CHORNET

国际法律服务主管 外交、欧盟与合作部

斯里兰卡 Ms Kumudunie 
ABEYKOON

法律干事 外交部

斯里兰卡 Ms Tilanie SILVA 副法律顾问 外交部

瑞典 Mrs Karin BYSTRÖM 法律顾问 国防部

瑞典 Ms Maria DIAMANT 行政和法律事务总干事 国防部

瑞典 Mr Petter LYCKE 法律干事 外交部

瑞典 Ms Helena 
SUNNEGÅRDH

法律顾问 瑞典红十字会

瑞士*   

瑞士 Dr Jonas BELINA 和平与人权司外交官 联邦外交部

瑞士 Mr Jonathan 
CUENOUD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事司
法科法律顾问

联邦外交部

瑞士 Mr Matthias HALTER 军备控制和裁军政策负责
人

联邦国防、民防和体育部

瑞士 Mr Luc JOTTERAND 军控与裁军政策 联邦国防部，陆军参谋长

瑞士 Colonel Carl 
MARCHAND

国际人道法负责人
（律师）

联邦国防、民防和体育部

瑞士 Ms Gina MENGHINI 政治事务干事 联邦外交部

瑞士 Mrs Valeriane MICHEL 国际人道法科科长 联邦外交部

瑞士 Mr André MITTMANN 军控政策副主任 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

瑞士 Ms Claudia MOSER 高级人道顾问 联邦外交部

瑞士 Mr Michael SIEGRIST 国际法司法律干事 联邦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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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Ms Vanessa VUILLE 国际人道法法律顾问 联邦外交部

叙利亚 Dr Yasser KALZY 负责人 内政部

叙利亚 Mr Muhammed Ahmed 
TOUZAN

军事法官上校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叙利亚 Prof. Amal YAZJI 国际法教授，法律系主任 大马士革大学法学院

土库曼斯坦 Ms Maral ACHILOVA 主席 土库曼斯坦红新月会

乌克兰 Mr Boris PETRUNEK 武装侵略受害者保护局首
席专家

临时占领区重新融合部

乌克兰 Ms Maryna 
SHAPOVAL

国际人道法国家专家 临时占领区重新融合部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Ms Noura AL ALI 法律研究员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Dr Brigadier Rashed 
Sultan AL ZOABY

警官 内政部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Dr Mohamed 
ALKAMALI

阿联酋国际人道法副主席 司法部

英国 Ms Christina 
CHRISTOU

保护和包容团队负责人 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英国 Ms Beth DYSON 安全和司法小组 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英国 Mr Edward HAXTON 律师 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英国 Mr Michael MEYER 国际法主任 英国红十字会

英国 Mr Andrew MURDOCH 法务总监 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英国 Mr Simon SMITH 战争罪股股长 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乌拉圭 Ms Maria Emilia 
EYHERALDE

成员 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司

乌拉圭 Dr Marisa LAIRIHOY 教授 共和国大学

乌拉圭 Dr Marina SANDE 主任 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司

委内瑞拉 Ms Nathali BERRÍOS 
MARRERO

国际人道法顾问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委内瑞拉 Mr Santiago GUZMÁN 
LEIVA

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司司长 国防部

赞比亚 Mrs Sambwa 
SIMBYAKULA-
CHILEMBO

首席法律顾问 司法部

赞比亚 Mrs Natasha BANDA 
MUSEBA

首席法律顾问 赞比亚法律协会

津巴布韦 Mr Tinashe MUZEMBE 
MAKONI

法官 司法、法律和议会事务部

津巴布韦 Bridgadier-General 
Charles TARUMBWA

国际人道法委员会主席 军队

津巴布韦 Mr Crispen LIFA 助理专员 津巴布韦共和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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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观察员参加的国家代表名单

*	对于标有	(*)	的条目，代表的姓名和职能已被省略，以尊重与会者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的偏好。

博茨瓦纳 Ms Sophie MAUTLE 代理主任

中非共和国 H.E. Ali DANG-ASSABE 法律事务总干事和海外中非人

中非共和国 Mr Auguste MALOGOLO 人道行动主任

中非共和国 Mr Nestor NALI 人口、性别、健康和社会事务、人道
法委员会成员/主席

乍得 Mr François DJIMRAMADJI 人权署署长

乍得 Mr Haroun FIKAOUSSOU 获得权利和司法的助理主任

乍得 Mr Carlos DINGAMADJI ROTTA 立法与国际合作司司长

埃塞俄比亚 Mrs Selam AMHA 检察官

埃塞俄比亚 Mr Belayhun YIRGA 法律研究、起草和综合司司长

马里 Mr Diambéré SYLLA 个案经理

毛里塔尼亚 Mr Abdel Qader AHMADO 毛里塔尼亚外交学院项目法律
顾问兼指导委员会主席

摩纳哥*   

黑山 Mr Bojan BOZOVIC 国务秘书

美国 Mr  MCCORMACK 副总法律顾问

美国 Mr Ian MCKAY 律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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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观察员的与会者名单

国际和区域组织

组  织 职称和姓名 位  置

加勒比共同体 柯克道格拉斯先生 加共体犯罪与安全执行机构生物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

加勒比共同体 鲁弗斯·费迪南先生 加共体犯罪和安全执行机构联合区域通信
中心	(JRCC)	业务副主任

加勒比共同体 卡利克斯图斯·约瑟夫先生 加共体犯罪与安全执行机构区域犯罪与安
全战略协调员

英联邦 玛丽-皮埃尔·奥利维尔女士 联邦秘书处法律顾问

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

拉希马特·莫莫杜女士 人类安全和民间社会司首席方案干事

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

奥拉通德·奥拉耶米先生 项目官员/TIP	股负责人

欧洲联盟 雷卡·多布里女士 欧盟委员会团队负责人

-	DG	ECHO

国际人道实况调
查委员会

Mohamed	Mahmoud	AL	
KAMALI	博士

副总统

国际人道实况调
查委员会

Elzbieta	MIKOS-SKUZA	
女士

副总统

阿拉伯国家联盟 埃哈布·马克拉姆·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先生

条约和国际法系主任

美洲国家组织 Eduardo	
PARADA-DEUTSCH	
先生

法律干事

美洲国家组织 但丁·内格罗先生 国际法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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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

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通过推广和加

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

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

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 8500
传真：+86 10 6532 0633
邮箱：bej_beijing@icrc.org    www.ic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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