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十二届会议(2001年) 

第 29号一般性意见：第四条 

(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 

 1.  《公约》第四条对于《公约》的人权保护制度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它允许缔约

国单方面暂时克减其在《公约》下所承担的一部分义务。另一方面，第四条规定，这一克减措

施以及其实质后果得遵守一个特别的保障制度。克减《公约》义务的缔约国，其主要目标应是

恢复正常状态，确保重新全面遵守《公约》。委员会的这项一般性意见，将取代其第十三届会

议(1981 年)通过的第 5 号一般性意见，目的是力求帮助缔约国遵守第四条的规定。 

 2.  克减《公约》条款的措施，必须是非常性和临时性措施。一个国家在援引第四条

时，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情况之紧急已威胁到民族之存亡，且缔约国必须已经正式宣布紧

急状态。后一项要求对于在最有此需要时维持合法的原则和法治是必要的。在宣布可能引起克

减《公约》任何条款的紧急状态时，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其宪法，以及宣布紧急状态和行

使紧急状态权力的其他法律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有关法律是否能够和确保遵守第四条方

面，对之进行监督。为了让委员会履行其任务，《公约》缔约国应在其按照第四十条提交的报

告中，包括有关其在紧急权力领域里的法律和做法的充分和精确资料。 

 3.  并非每一起骚乱或灾祸都是第四条第 1 款所指危及民族存亡的公共紧急情况。在武

装冲突期间，不论是国际性或非国际性的，均应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这方面的规则与

《公约》第四条和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一样，有助于防止国家滥用紧急权力。《公约》规定，

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也只能在形势威胁到国家存亡的情况下并在此范围内，才允许采取克减

《公约》的措施。如果缔约国考虑在武装冲突之外的情况下援引第四条，它们应仔细考虑为什

么在这些情况下这一措施是必要和合法的理由。对有些缔约国克减《公约》所保护的权利，或

缔约国国内法似乎允许在第四条以外的情况下允许这类克减，委员会曾多次表示关切。1   

 4.  第四条第 1 款规定，任何克减《公约》的措施，其基本要求是，这类措施必须严格

限于紧急情势所需的范围之内。这一规定涉及紧急状态以及由于紧急状态引起的任何克减措施

的期限、地理范围和物质范围。在紧急情况下克减一些《公约》义务，显然有别于即使在正常

情况下也可对《公约》的一些条款实行的限制。2  然而，任何克减只限于紧急情势的严格需要

这一义务，反映了对克减和权力限制都适用的相称原则。此外，对某一具体条款的一项可允许

的克减可能由情势的需要而合理，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排除根据克减所采取的特殊措施也必须反

映情势需要的规定。实际上，这就保证了《公约》的任何条款，不论受到任何有效的克减，都

不会完全不适用于缔约国的行为。在审议缔约国报告时，委员会曾表示过它对相称原则未受到

充分注意的关切。3   

 5.  在什么时候可克减权利以及克减的程度这两个问题不能从《公约》第四条第 1 款的

规定中分开，根据该项规定，任何克减缔约国根据《公约》应承担的义务的措施，必须“以紧

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这个条件要求缔约国不单为它们宣布紧急情况的决定，也为根据

这一宣布采取的任何具体措施提出确切的理由。如果国家想在某些情况下援引克减《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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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如发生自然灾害、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发生暴力的情况，或发生重大工业事故，它必须

能够提出理由，不单证明这一情势构成对民族存亡的威胁，而且也需证明，它们所采取的所有

克减《公约》措施都是情势所严格需要的。委员会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可采取措施，限制

《公约》规定的某些权利，如迁徒自由(第十二条)或集会自由(第二十一条)，一般而言已经足

够，情况需要不足以成为克减有关条款的理由。 

 6.  《公约》的一些条款在第四条第 2 款中被列为不可克减的条款，这一事实并不是说

对《公约》其他条款可随意加以克减，即使在发生对国家生命有威胁的情况下。将所有克减缩

减到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的程度这一法律义务，为缔约国和委员会这两方面都规定一项责任，

即根据对实际情势的客观评估，对《公约》的每一条进行仔细的分析。 

 7.  《公约》第四条第 2 款明确规定下列条款不得予以克减：第六条(生命权)；第七条

(禁止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或未经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第

八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禁止奴隶制度、奴隶买卖和役使)；第十一条(禁止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

约定义务而被监禁)；第十五条(在刑法领域里的法律原则，即刑事责任和刑罚限于行为或不行

为发生时适用的明确法律规定，除非在稍后的一条法律规定应处以较轻刑罚的情况下)；第十

六条(承认人人在法律前的人格)和第十八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些条款中所载权利是

不可克减的，因为它们被列在第四条第 2 款中。对于那些为《旨在废除死刑的公约第二项任择

议定书》的缔约国来说，该议定书第六条的规定也同样适用。理论上，一项被称为不可克减的

《公约》条款，并不是说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进行限制。第四条第 2 款中提到第十八条，后者

在其第 3 款中特别包括一个关于限制的规定，这表明，是否允许限制与克减问题无关。即使在

最严重的公共紧急情势下，干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国家必须按照第十八条第 3 款的规定提出它

们的行动根据。根据第四条第 2 款，一些权利是不可克减的但由于缔约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而

受到克减或有可能受到克减，对此，委员会曾多次表示关切。4   

 8.  按照第四条第 1 款，克减《公约》的其中一个条件是所采取的措施不得包含纯粹基

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即使第二十六条或有关非歧视性

的其他《公约》条款(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二十三条第 4 款、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五条)未被列入第四条第 2 款的不可克减条款内，一些不受歧视权利的要素和方

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予以克减。特别是，在采取克减《公约》措施时，如对不同的人作出区

别，就必须遵守第四条第 1 款。 

 9.  此外，第四条第 1 款规定，任何克减《公约》的措施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

其他义务，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有所抵触。《公约》第四条不能被解释为克减《公

约》的理由，如果这种克减会导致该国不遵守其他国际义务，不论这些义务来自条约或一般国

际法。《公约》第五条第 2 款也反映了这一点，它规定对其他文书中规定的任何基本权利不得

借口《公约》未予承认或只在较小范围上予以承认而加以限制或克减。 

 10.  虽然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职能并不是去审查缔约国在别的条约下的行为，委员会根据

《公约》赋予它的职能，在审议《公约》是否允许缔约国克减《公约》某些条款时，有权考虑

到缔约国的其他国际义务。因此，缔约国在援引第四条第 1 款时，或按照第四十条报告有关紧

急情势的法律框架时，应提出它们关于保护有关权利的其他国际义务的资料，特别是那些适用

于紧急状态时期的义务。5 在这方面，缔约国应充分考虑到国际法内在紧急状态下适用人权标

准的发展。6   



 11.  第四条列出的不可克减条款，是关于但不等同于某些人权义务是否具国际法绝对标

准性质的问题。在第四条第 2 款中宣布《公约》某些条款具有不可克减的性质应视为部分地承

认了《公约》中以条约形式保证了一些基本权利的绝对性质(例如第六条和第七条)。然后，

《公约》的一些其他条款显然是因为在一个紧急情势下，从来无必要克减这些权利而被包括在

不可克减条款清单内(如第十一条和十八条)。此外，这一类绝对标准超过第四条第二款所列的

不可克减条款清单。缔约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援引《公约》第四条作为违反人道主义法

律或国际法绝对标准的理由，例如通过任意剥夺自由或偏离包括无罪推定的公正审判原则，劫

持人质、强加集体性惩罚。 

 12.  在评估合法克减《公约》的范围时，可在某些诸如危害人类罪行的侵犯人权定义中

找到一项标准。如果在一个国家权威下进行的行动构成从事一项危害人类罪行行动的人士的个

别刑事责任基础，《公约》第四条就不能用作为理由使在紧急情势下的有关国家免除其同一行

为的责任。因此，最近为了司法权的目的，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中编纂了危害人类罪对于

《公约》第四条的解释是有用的。7 

 13.  在第四条第 2 款没有列出的《公约》条款中，委员会认为有些要素不能根据第四条

受到合法的克减。下面举出一些例子。 

(a) 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虽然《公

约》第十条规定的这项权利并没有在第四条第 2 款的不可克减权利清单中被单

独提及，委员会认为《公约》在这里表达了不可克减的一项普遍国际法标准。

《公约》前言中提到的固有人格尊严及第七条和第十条之间的密切关系都支持

这一看法。 

(b) 禁止扣作人质、诱拐或私下扣留的条款也不能予以克减。对这些行为的绝对禁

止性质，(即使在紧急情势下)，是因为这些标准是一般国际法的标准。 

(c) 委员会认为对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的国际保护包括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尊重的要

素。这反映在国际法中对灭绝种族的禁止，和在第四条内列入了一项不歧视规

定(第 1 款)，以及第十八条的不可克减性质中。 

(d) 正如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所证实的，在没有国际法所允许的理由下实行

驱逐出境或人口强迫迁移，不论是以驱逐或其他胁迫手段将有关人等从其合法

居住的地方强迫迁移到别处都构成危害人类罪。8 在紧急状态下克减《公约》

第十二条的合法权利绝不能被接受为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 

(e) 缔约国不能援引按照第四条第一款作出的紧急状态声明，违反第二十条，从事

战争宣传或主张可构成煽动歧视敌对行为或暴力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14.  《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要求《公约》缔约国为违犯《公约》条款的任何行为提供补

救。第四条第 2 款所列的不可克减条款清单中没有提到这一条，但是它构成全体《公约》内在

的一项条约义务。即使一个缔约国在一项紧急情势下并在紧急情势严格需要时，可对它们有关

司法或其他补救程序的实际运作作出调整，缔约国必须遵守第二条第 3 款的基本义务，提供有

效的补救。 

 15.  在保护第四条第 2 款明确承认为不可克减权利时，显然必须通过常常包括司法保证

在内的程序保证来实行。《公约》中有关程序性保障的条款绝不能受到一些措施的左右，如这



些措施会妨碍对不可克减权利的保护。在引用第四条时，其方式不应导致不可克减的权利的克

减。因此，举例说，由于《公约》第六条整体不能被克减，在紧急状态下，任何导致死刑的审

判必须符合《公约》各条款，包括第十四条和十五条的所有规定。 

 16.  《公约》第四条中关于克减的保障的根据是《公约》整体内在的法律和法治原则。

由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明确保障武装冲突时期受到公正审判权利的某些内容，委员会认为没有

理由在其他紧急状态下克减这些保障。委员会认为法律原则和法治原则要求在紧急状态下必须

尊重公正审判的基本规定。只有法庭能就一宗刑事案审判一个人。必须尊重无罪推定的原则。

为了保护不可克减的权利，缔约国克减《公约》的决定，不应影响到向法庭提出诉讼的权利，

使法庭能够立即决定拘留是否合法。9 

 17.  根据第四条第 3 款，当缔约国援用第四条授予它们的克减权时，应同意遵守一项国

际通知制度。援用克减权的缔约国必须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和实行

克减的理由通知其他缔约国。这种通知，不单对于委员会履行其职能极之重要，特别是在评估

缔约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时，而且也允许其他缔约国监督它是否遵守《公

约》各条款。鉴于过去收到的许多通知的摘要性质，委员会强调在通知中应包括所采取的措施

的全部资料，以及采取措施的明确理由，并附上有关其法律的全部文献。如果缔约国随后根据

第四条采取进一步措施，例如延长紧急状态的时间，它必须作出进一步通知。立即通知的规定

也同样适用于终止克减的情况。这些义务并不是总得到遵守：如缔约国没有经由秘书长通知其

他缔约国关于其宣布紧急状态和因此采取的、克减《公约》一项或多项条款的措施，缔约国在

行使其紧急权力时，有时候忽略了提出有关领土方面或其他变动的通知。10 有时候只在审议缔

约国报告过程中，委员会才偶然注意到存在着紧急状态和缔约国是否克减了《公约》条款的问

题。委员会强调每当缔约国采取措施克减其《公约》义务时，必须遵守立即国际通知的义务。

委员会监督一缔约国的法律和做法是否遵守第四条的责任并不取决于该缔约国是否提出了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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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作出的努力，如《紧急情势下巴黎最低人权标准(国际法协会，1984 年)；关于《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和克减条款的叙拉克原则，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Leandro Despouy

先生关于人权与紧急状态问题的最后报告(E/CN.4/Sub.2/1997/19 和 Add.1)，关于国内流离失所

问题的指导原则(E/CN.4/1998/ 53/Add.2)，关于最低人道主义标准的 Turku (Åbo)宣言(1990) 

(E/CN.4/1995/116)。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进一步的工作，还应提到第二十六届红十字会和红新

月会国际会议(1995)的决定，该决定要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编写一份关于适用于国际和非国际

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习惯规则的报告。 

7
 见 2001年 7月 1日已有 35国批准的《规约》第 6条(种族灭绝)和第 7条(危害人类罪)。

虽然《规约》第 7 条所列的许多具体行为与《公约》第四条第 2 款列为不可克减的侵犯人权行为

直接有关，但该条款中规定的危害人类罪，也包括对上述《公约》条款中没有提到的一些规定

的违反。例如，对第二十七条的某些严重侵犯也可能同时构成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6条下的灭

绝种族罪行，而第 7 条在《公约》第六、七和八条之外还包括第九、十二、二十六和二十七

条。 

8 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7(1)(d)条和 7(2)(d)条。 

9
 见委员会关于以色列的结论性意见(1998)(CCPR/C/79/Add.93)第 21段：“……委员会认为

目前执行的行政拘留不符合《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六条，这两条都不允许在公共紧急状态下予

以克减……。然而，委员会强调，缔约国不能背离对拘留进行有效的司法审查的要求。”并见委

员会对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关于《公约》第三项《任择议定书》草稿的建议：“委员会

感到满意的是，缔约国一般都了解人身保护和宪法保护权不应仅限于在紧急状态下实施。此

外，委员会认为，第九条第 3 和 4 款规定的补偿办法，联系第二条来看，乃是整个《公约》所

固有的。”(《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篇第 40 号》(A/49/40)，第一卷，附件十一，

第 2段)。 



10 见关于下列国家的结论性意见：秘鲁(1992)，CCPR/C/79/Add.8,第 10 段；爱尔兰

(1993)，CCPR/C/79/Add.21,第 11段；埃及(1993)，CCPR/C/79/Add.23,第 7段；喀麦隆(1994)，

CCPR/C/79/Add.33,第 7 段；俄罗斯联邦(1995)，CCPR/C/79/Add.54,第 27 段；赞比亚(1996)，

CCPR/C/79/Add.62,第 11 段；黎巴嫩 (1997)，CCPR/C/79/Add.78,第 10 段；印度 (1997)，

CCPR/C/79/Add.81,第 19段；墨西哥(1999)，CCPR/C/79/Add.109,第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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