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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 — 第 34 届会议 

（2009 年 9 月 9 日至 17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审议为处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而制定 
一项或多项文书的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所附材料包括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蒙特利尔公约（附录 A）和海牙公约（附录 B）条款草案的案文。

较黑色阴影中列出的案文表示起草委员会核准的修改。只反映出经全体会议批准的修改。对蒙特利尔公

约和海牙公约同样适用的修改尚未纳入有关修正案草案，须等待全会决定和秘书处核查。起草委员会主

席将就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口头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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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经 1988 年《机场议定书》修正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 
附带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拟议的修正 

本公约各当事国 

考虑到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及人和财产的安全，严重影响航班的运行，并损害世界人民

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 

考虑到发生这些行为是令人严重关切的事情； 

考虑到为了防止这类行为，迫切需要规定适当的措施以惩罚罪犯； 

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任何人如果非法地和故意地实施下述行为，即该人构成犯罪： 

(a) 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实施暴力行为，如该行为可能危及该航空器的安全；或 

(b) 毁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对该航空器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可能危及其飞行安全；或 

(c) 用任何方法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或使别人放置一种可能毁坏该航空器，或对其造成

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对其造成损坏而可能危及其飞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或 

(d) 毁坏或损坏空中航行设施或航空器运行所需的其他系统，或妨碍其工作，如任何此种行

为可能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或 

(e) 传送他或她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或 

(f) 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的方式造成或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

重破坏；或 

(g) 从使用中的航空器内释放或排放任何[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按第二条定义，

第二款（a 项）之二和（b 项）之三除外）或][有毒化学品、]炸药、放射性、[生物或核

材料，][或其他潜在致命材料][或类似物质]而其方式造成或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

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或 

 如不使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则予以保留： 

 从使用中的航空器内释放或排放任何[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或][有毒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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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放射性、[生物或核材料，][或其他潜在致命材料][或类似物质]而其方式造成或可

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或 

(h) 对一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在一使用中的航空器内使用任何[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

或][有毒化学品]、炸药、放射性、[生物或核材料]，[或其他潜在致命材料][或类似物质]
而其方式造成或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或 

(i) 在航空器上运输、导致运输或便利运输1： 

（1） 任何炸药或放射性材料，并明知其意图是用来造成、或威胁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

或损害，而不论是否具备国内法规定的某一条件，目的是为了恐嚇人群，或胁迫

某一政府或国际组织采取或放弃采取任何行为；或 

（2） 任何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并明知其是[第二条]中定义的一种生物武器、

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或 

（3） 任何源材料、特殊裂变材料、或为加工、使用或生产特殊裂变材料而专门设计或

配制的设备或材料，并明知其意图将用于核爆炸活动或未按[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

保障协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置于保障措施下的任何其它核活动；或 

（4） 任何对设计、制造或运载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有重大辅助作用的设备、

材料或软件或相关技术，且其意图是用于此类目的。 

[(j) 在航空器上运输、导致运输或便利运输另一人，并明知该人所实施的行为构成了附件2所

列的各项条约确定的犯罪，并意图协助该人逃避刑事起诉。] 

如果通过，可能改写运输逃犯犯罪 

在航空器上运输、导致运输或便利运输另一人，并明知意图协助该人逃避所实施的行为构

成了附件3所列的各项条约确定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起诉，并意图协助该人逃避刑事起诉。] 

                                                           
1  秘书处注：小组委员会未决定在何处插入关于运输犯罪的条款。在此处插入这些条款作为（i）和（j）项是为了陈述的

目的。 
2  附件包括以下条约： 
• 1970 年 12 月 16 日订于海牙的《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 
• 1971 年 9 月 23 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 
• 1973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 
• 1979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1979 年 10 月 26 日订于维也纳的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 
• 1988 年 2 月 24 日订于蒙特利尔的补充《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

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 1988 年 3 月 10 日订于罗马的《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 
• 1997 年 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1999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3  附件包括以下条约： 
• 1970 年 12 月 16 日订于海牙的《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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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二  任何人构成犯罪，如果他该人非法地并故意地使用任何装置、物质或武器： 

(a) 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对人实施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重伤和死亡；或 

(b) 毁坏或严重损坏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的设施，或机场上非使用中的航空器，

或扰乱机场服务， 

且此种行为危及或可能危及该机场安全的。 

一之三  任何人也构成犯罪，如果该人在显示做出确实可信的威胁确实可信的情况下威胁或非法和

有意地造成任何人收到确实可信的威胁实施第一款（a）,(b),(c),(d),(f),(g)和(h)项中的任何犯罪或第一款

之二中的一种犯罪。 

二、任何人也构成犯罪，如果他该人： 

(a) 企图实施本条第一款或第一款之二中确定的任何犯罪；或 

(b) 组织或指挥他人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一款之二、第 1 款之三或第 2 款(a)项中确定的某一

一种犯罪；或 

(bc) 是犯有或企图犯任何此种实施作为同犯参与本条第一款、第一款之二、第一款之三或第

二款(a)项中确定的某一一种犯罪的人的同犯。 

三、每一缔约国应当将下述两者之一或两者确定为犯罪，而不论是否实际实施或企图实施本条第一

款、第一款之二和第一款之三中确定的任何犯罪： 

(a) 与一个或多个其他人商定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一款之二、第一款之三或第二款(a) 项中

确定的一种犯罪；如国内法有此规定，则须涉及参与者之一为促进该项协定而采取的行

为；或 

(b) 以任何其他方式协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一款之二、第一款之三

或第二款(a) 项中确定的一种或多种犯罪，而且是故意的并： 

(i) 旨在促进团伙的总的犯罪活动或目的，而此种活动或目的涉及实施本条第一款、

第一款之二、第一款之三或第二款(a) 项中确定的一种犯罪的；或 

                                                                                                                                                                                            
• 1971 年 9 月 23 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 
• 1973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 
• 1979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1979 年 10 月 26 日订于维也纳的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 
• 1988 年 2 月 24 日订于蒙特利尔的补充《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

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 1988 年 3 月 10 日订于罗马的《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 
• 1997 年 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1999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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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明知该团伙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一款之二、第一款之三或第二款(a) 项中确定一种

犯罪的意图的。 

第二条 

为本公约目的： 

(a) 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

被认为是在飞行中；（航空器在完成登机或装货后其所有外部舱门均已关闭时起，至其任

何此种舱门为下机或卸货目的开启时止，其间的任何时间均被视为在“飞行中”；（注：

这是赔偿公约中的案文。））航空器强迫降落时，在主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

和财产的责任前，应当被认为仍在飞行中。 

(b) 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至降落后二十四

小时止，该航空器被认为是在使用中；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的期间应当延长至本条（a）项

中规定的航空器是在飞行中的整个时间； 

(c) “空中航行设施”包括航空器航行所必需的信号、数据、信息或系统； 

[(d) “生物材料”指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剂，或任何来源或任何生产方法产生的毒素；[注：由于使用了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术语而被删除] 

(e) “有毒化学品”指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可造成人或动物死亡、临时伤残或长期伤

害的任何化学品。这包括所有此种化学品，不论其来源或其生产方法，也不论它们是在工

厂、军需品设施制造的，还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 

(f) “放射性材料”是指核材料和其他含有可自发蜕变（一个伴随有放射一种或多种致电离射线，

如 α阿尔法粒子、β贝它粒子、中子和 γ伽马射线的过程）核素的放射性物质，此种材料和物

质，由于其放射或可裂变性质，可能造成死亡、人身体严重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重大破坏。 

(g) “核材料”是指钚，但钚-238 同位素含量超过 80%者除外；铀-233；富集了同位素 235 或

233 的铀；非矿石或矿渣形式的铀，其中同位素的混合物与自然界中的相同；或任何含有一

种或多种上述物质的材料； 

(h) “富集了同位素 235 或 233 的铀”是指含有同位素 235 或 233 或兼含二者的铀，而这些同

位素的总丰度与同位素 238 的丰度比大于自然界中同位素 235 与同位素 238 的丰度比。] 

[(i)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是指：4 

(a) “生物武器”，即： 

                                                           
4  秘书处注：小组委员会尚未就“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和“前体”的定义做出任何决定。在此处插入这些定

义作为（i）和（j）项是为了陈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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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其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防护或其它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物剂或其它

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或 

(ii) 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类制剂或毒素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 

(b) “化学武器”，指合成或分离状态下的： 

(i) 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但用于以下目的者除外： 

(A) 工业、农业、研究、医疗、制药或其它和平目的；或 

(B) 防护性目的，即与有毒化学品防护和化学武器防护直接有关的目的；或 

(C) 与化学武器的使用无关而且不依赖化学品毒性的使用作为一种作战方法

的军事目的；或 

(D) 执法，包括国内控暴目的， 

只要类型和数量与此类目的相符； 

(ii) 经专门设计通过使用后而释放出的(b) (i)项所指有毒化学品的毒性造成死亡或其

它伤害的弹药和装置； 

(iii) 经专门设计其用途与本款(b) (ii)项所指弹药和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的任何设备。 

(c) 核武器及其它核爆炸装置。 

(j) “前体”是指在以无论何种方法生产一有毒化学品的任何阶段参与此一生产过程的任

何化学反应物。其中包括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的任何关键成分。] 

注：须审议第二条中定义的顺序。 

第三条 

各缔约当事国承诺对第一条所指确定的犯罪给予严厉惩罚。 

第四条 

一、本公约不应当适用于供军事、海关或警察用的航空器。 

二、在第一条第一款（a）、（b）、（c）、和（e）、(f)、(g)和(h)各项中设想的情况下，不论航空

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本公约均应当适用，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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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一条第一款(i)和(j) [运输罪行]得到通过，可能改写。 

在第一条第一款（a）、（b）、（c）、和（e）、(f)、(g)，和(h)，(i) 和(j)各项中设想的情况

下，不论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本公约均应当适用，只要： 

(a) 航空器的实际或预定起飞或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领土以外；或 

(b) 犯罪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实施的。 

三、尽管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第一条第一款（a）、（b）、（c）、和（e）、(f)、(g)和(h)项中

设想的情况下，如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被发现，则本公约也应当

适用。 

如果第一条第一款(i)和(j) [运输罪行]得到通过，可能改写。 

尽管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第一条第一款（a）、（b）、（c）、和（e）、(f)、(g)，和(h)，(i) 和
(j)项中设想的情况下，如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被发现，则本公约

也应当适用。 

四、关于第九条所指确定的各国，在第一条第一款（a）、（b）、（c）、和（e）、(f)、(g)和(h)
项中所指确定的情况下，如本条第二款（a）项中所指地点处于同一国家的领土内，而这一国家又是第

九条中所指国家之一，则本公约不应当适用，除非犯罪是在该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发生或罪犯或被指控

的罪犯是在该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被发现。 

如果第一条第一款(i)和(j) [运输罪行]得到通过，可能改写。 

关于第九条所指确定的各国，在第一条第一款（a）、（b）、（c）、和（e）、(f)、(g)，和(h)，(i) 
和(j)项中所指确定的情况下，如本条第二款（a）项中所指地点处于同一国家的领土内，而这一国家又

是第九条中所指国家之一，则本公约不应当适用，除非犯罪是在该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发生或罪犯或被

指控的罪犯是在该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被发现。 

五、在第一条第一款（d）项中设想的情况下，只要在空中航行设施或航空器运行所需的其他系统

是用于国际航行时，本公约才应当适用。 

六、本条第二、三、四和五款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第一条第二款中设想的情况。 

第四条之二 

1.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影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定的国家和个人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 

2.  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理解的意义，由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规范，不

受本公约规范；一国军事部队为执行公务而进行的活动，由国际法其他规则予以规范的，亦不受本公约规范。 



LC/34-WP/2-5 
 A-7 附录 A 

 

[第四条之三
5
 

1.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影响各缔约国在这些条约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1968 年 7 月 1
日订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2 年 4 月 10 日订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

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或 1993 年 1 月 13 日

订于巴黎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及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 

2.  在下列情况下，把第一条第一款（i）（3）项中所涵盖的物品或材料，或就相关的核武器或其

它核爆炸装置而言，把第一条第一款（i）（4）项中所涵盖的物品或材料，运至或运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缔约国，或在该缔约国的监控下运输此类物品或材料，不应当属于本公约含义范围内的犯罪： 

(a) 导致的该物品或材料的转移或接收，包括在国家内部的转移或接收，不违反该缔约国在《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下承担的义务；和 

(b) 如果该物品或材料的意图是用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的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装

置的发射系统，持有此类武器或装置不违反该缔约国在该条约下承担的义务。] 

第五条 

一、在下列情况下，每一缔约当事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确立其对第一条确定的犯罪的管辖权： 

(a) 犯罪是在该国领土内实施的； 

(b) 犯罪是针对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或在该航空器内实施的； 

(c) 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控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的； 

(d) 犯罪是针对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或是在该航空器内实施的，而承租人的主要营业

地，或如承租人没有这种营业地，则其永久居所，是在该国的； 

(e) 犯罪是由该国国民实施的。 

二、在下列情况下，一缔约国也可对任何此种犯罪确立其管辖权： 

(a) 犯罪是针对该国国民实施的； 

(b) 犯罪是由其惯常居所在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实施的。 

三、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6时，每一缔约国应当通知保存人本国根据其国内法，遵

照本条第二款已经确立的管辖权。如有任何变更，有关缔约国应当立即通知保存人。 
                                                           
5  秘书处注：小组委员会尚未就本条的采纳做出任何决定。在此处包括该条只是为了陈述的目的。 
6  秘书处注：如果最终决定采纳公约的综合条文，则需要修改“议定书”一语。或者，可以使用《海上航行安全议定书》

的措词：“凡已经确立第二款所述管辖权的缔约国，均应当通知[保存人]。如果这种缔约国后来取消了管辖，亦应当通

知[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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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如果被指控的罪犯在某一缔约当事国领土内，而该缔约当事国不依据第八条将其引渡给依照

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中所指适用各款对这些罪行已确立的管辖权的任何国家，每一缔约当事国也应当采

取必要措施，确立其对第一条第一款 (a)、(b)和(c)项、第一款之三和第一条第二款中所指适用各款确定

之犯罪的管辖权，只要各该款涉及那些罪行。 

二之二五、如果被指控的罪犯在某一缔约国领土内，而该缔约国不依据第八条将其引渡给本条第一

款(a) 或 (e) 项，或第二款中所指确定的任何国家，每一缔约国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其对第一条

第一款之二和第一款之三及第一条第二款中所指确定之犯罪的管辖权，只要各该款涉及那些罪行。 

三六、本公约不排斥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六条 

一、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在的任何缔约当事国在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当将该人拘留或采取其

他措施以保证该人留在境内。这种拘留和其他措施应当符合该国的法律规定，但是只有在为了提出刑事

诉讼或引渡程序所必要的期间内，才可继续保持这些措施。 

二、该国应当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 

三、对根据本条第一款予以拘留的任何人，应当向其提供协助，以便其立即与其本国最近的合格代

表联系。 

四、当一当事国根据本条将某人拘留时，应当立即将该人被拘留的事实和应予拘留的情况通知根据

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指[以其他理由享有][已确立]管辖权和根据第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已确立管辖

权和已通知保存人的当事国家和被拘留人的国籍所属国，并在认为适当时，也立即通知任何其他有关国

家。进行本条第二款设想的初步调查的国家应当迅速将调查结果通知上述国家，并应当表明是否有意行

使管辖权。 

第七条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控的罪犯的缔约当事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犯罪是否在其境内实施，应当

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当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犯

罪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第七条之二 

应当保证被拘留，或对其采取任何其他措施或依据本公约正被起诉的任何人获得公平待遇，包括享

有符合该人在其境内的国家的法律和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适用的国际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保障。 

第八条 

一、前述第一条确定的犯罪应当认为是包括在各缔约当事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的一种可引渡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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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各缔约当事国承诺将此种犯罪作为一种可引渡的犯罪列入它们之间将要缔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 

二、如一缔约当事国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的条件下才可以引渡，而当该缔约当事国接到未与其

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要求时，可以自行决定认为本公约是对该犯罪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

引渡应当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各缔约当事国如没有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下才可引渡，则在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

下，应当承认上述本公约确定的犯罪是它们之间可引渡的犯罪。 

四、为在各缔约当事国之间引渡的目的，每一项犯罪均应当被当作不仅是在所发生的地点、而且也

是在根据第五条第一款（b）、（c）、和（d）和(e)项要求确立其管辖权和根据第五条第二款已确立其

管辖权的当事国家领土上实施的来对待。 

五、为当事国之间引渡之目的，第一条第三款（a）和（b）项确定的每项犯罪应当等同对待。 

第八条之二 

为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第一条中所述的任何犯罪均不得不应当被视为政治罪，与政治罪有

关的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因此，对于此种犯罪提出的引渡或司法互助请求，不得只以其涉及

政治罪、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为由而加以拒绝。 

第八条之三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国有重大理由认为，要求为第一条确定的犯罪进行引渡或要求为此种犯罪进行司

法互助的目的，是为了因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政见或性别而对该人进行起诉或惩罚，或认

为顺从这一请求将使该人的情况因任何上述原因受到损害，则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被解释为规定

该国有引渡或提供司法互助的义务。 

第九条 

如各缔约当事国成立联合的航空运输运营组织或国际运营机构，而其使用的航空器需要进行联合登

记或国际登记时，则这些缔约国应当通过适当方法在它们之间为每一航空器指定一个国家，该国为本公

约的目的，应当行使管辖权并具有登记国的性质，并应当将此项指定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由该组织

将上述通知转告本公约所有缔约国。 

第十条 

一、各缔约当事国应当根据国际法和本国法，努力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以防止第一条中所指确定的

犯罪。 

二、当由于实施了第一条中所指确定的一种犯罪，使飞行延误或中断，航空器或旅客或机组在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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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的任何缔约当事国应当尽快对旅客和机组继续旅行提供便利，并应当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

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第十一条 

一、各缔约当事国对上述犯罪所提出的刑事诉讼，应当相互给予最大程度的协助。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当适用被要求国的法律。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当影响根据任何其他双边或多边条约在刑事问题上全部地或部分地规

范或将要规范相互协助的义务。 

第十二条 

任何缔约当事国如有理由相信将要发生第一条中所指确定的一种犯罪时，应当遵照其本国法向其认

为是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所指确定的国家，提供其所掌握的任何有关情况。 

第十三条 

每一缔约当事国应当遵照其本国法尽快地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就下列各项报告它所掌握的

任何有关情况： 

(a) 犯罪的情况； 

(b) 根据第十条第二款采取的行动； 

(c) 对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任何引渡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的结果。 

第十四条 

一、如两个或多个缔约当事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议而不能以谈判解决时，经其中一

方的要求，应当交付仲裁。如果在要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国对仲裁的组成不能达成协议，任何

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规约，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每个国家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以声明该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其他缔约当事国

对于任何作出这种保留的缔约当事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 

三、遵照前款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当事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保存国政府撤销这一保留。 

秘书处注意：请检查使用“国家”一词的所有情况，其中一些要修改为“当事国”。]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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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1970 年《海牙公约》 
附带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拟议的修正 

前言 

本公约各当事国 

考虑到非法劫持或控制飞行中使用中的航空器的行为危及人和财产的安全，严重影响航班的运行，

并损害世界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 

考虑到发生这些行为是令人严重关切的事情； 

考虑到为了防止这类行为，迫切需要规定适当的措施以惩罚罪犯； 

协议如下： 

第一条 

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 

（甲）用武力或用武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采取任何

这种行为，或 

（乙）是犯有或企图犯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从犯，即是犯了罪行（以下简称“犯罪”）。 

一、任何人如果以武力[束缚]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以胁迫、或以任何其他恐吓方式，或以任何技术

手段，非法地和故意地劫持或控制使用中的航空器，即构成犯罪。 

二、任何人也构成犯罪，如果该人在显示威胁确实可信的情况下威胁实施第一款中的一种犯罪。 

三、任何人也构成犯罪，如果该人： 

(a) 企图实施本条第一款中确定的一种罪行；或 

(b) 组织或指挥他人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 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或 

(c) 作为同犯参与是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 (a) 项中确定的一种犯罪的某一人的共

犯。 

四、每一当事国应当将下述两者之一或两者确定为犯罪，而不论是否实际实施或企图实施本条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任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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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一个或多个其他人商定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如国

内法有此规定，则须涉及参与者之一为促进该项协定而采取的行为；或 

(b) 以任何其他方式协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

的一种或多种犯罪，而且是故意的并： 

(i) 旨在促进团伙的总的犯罪活动或目的，而此种活动或目的涉及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或 

(ii) 明知该团伙实施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a)项中确定的一种罪行的意图。 

第二条 

每一缔约国当事国承诺对犯罪给予严厉惩罚。 

第三条 

一、为本公约目的： 

(a) 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

被认为是在飞行中。（航空器在完成登机或装货后其所有外部舱门均已关闭时起，至其

任何此种舱门为下机或卸货目的开启时止，其间的任何时间均被视为在“飞行中”；

（注：这是赔偿公约中的案文。））航空器强迫降落时，在主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

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前，应当被认为仍在飞行中； 

(b) 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至降落后二十

四小时止，该航空器被认为是在使用中；在遭迫降时，直至主管当局接管对航空器和航

空器上人员和财产的责任时，航空器应视为继续飞行中。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的期间应

当延长至本条 a 项中规定的航空器是在飞行中的整个时间； 

二、本公约不应当适用于供军事、海关或警察用的航空器。 

三、本公约应当仅适用于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

领土以外，不论该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 

四、在第五条中所指确定的情况下，如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同

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而这一国家又是该条中所指国家之一，则本公约不应当适用。 

五、尽管有本条第三、第四款的规定，如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

被发现，则不论该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在何处，第六、七、八条和第十条均应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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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之二： 

1.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影响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定的国家和个人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 

2.  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理解的意义，由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规范，

不受本公约规范；一国军事部队为执行公务而进行的活动，由国际法其他规则予以规范的，亦不受本公

约规范。 

第四条 

一、在下列情况下，每一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确立其对被指控的罪犯所实施的犯罪

和对旅客或机组所实施的其他暴力行为的管辖权： 

(a) 犯罪是在该国领土内实施的； 

(a) (b) 犯罪是针对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或在该航空器内实施的； 

(b) (c) 在其内实施犯罪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控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的； 

(c) (d) 犯罪是针对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或是在该航空器内实施的，而承租人的主要营

业地，或如承租人没有这种营业地，则其永久居所，是在该国的； 

(e) 犯罪是由该国国民实施的。 

二、在下列情况下，一当事国也可对任何此种犯罪确立其管辖权： 

(a) 犯罪是针对该国国民实施的； 

(b) 犯罪是由其惯常居所在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实施的。 

三、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议定书1时，每一当事国应当通知保存人本国根据其国内法，遵照

本条第二款已经确立的管辖权。如有任何变更，有关当事国应当立即通知保存人。 

二四、如果被指控的罪犯在某一缔约国当事国领土内，而该缔约国当事国不依据第八条将其引渡给

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中所述确定的任何国家，每一缔约国当事国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其对第一条

所述确定之犯罪的管辖权。 

三五、本公约不排斥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1  秘书处注：如果最终决定采纳公约的综合条文，则需要修改“议定书”一语。或者，可以使用《海上航行安全议定书》

的措词：“凡已经确立第二款所述管辖权的缔约国，均应当通知[保存人]。如果这种缔约国后来取消了管辖，亦应当通

知[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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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如各缔约国当事国成立联合的航空运输运营组织或国际运营机构，而其使用的航空器需要进行联合

登记或国际登记时，则这些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通过适当方法在它们之间为每一航空器指定一个国家，该

国为本公约的目的，应当行使管辖权并具有登记国的性质，并应当将此项指定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由该组织将上述通知转告本公约所有缔约国当事国。 

第六条 

一、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当事国在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当将该人拘留或采取

其他措施以保证该人留在境内。这种拘留和其他措施应当符合该国的法律规定，但是只有在为了提出刑

事诉讼或引渡程序所必要的期间内，才可继续保持这些措施。 

二、该国应当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 

三、对根据本条第一款予以拘留的任何人，应当向其提供协助，以便其立即与其本国最近的合格代

表联系。 

四、当一国根据本条将某人拘留时，应当立即将该人被拘留的事实和应予拘留的情况通知航空器登

记国、根据第四条第一款（丙）项所指和第二款[以其他理由享有][已确立]管辖权的国家；所指国家和

被拘留人的本国并在认为适当时，也立即通知任何其他有关国家。进行本条第二款中设想的初步调查的

国家应当迅速将调查结果通知上述国家，并应当表明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权。 

第七条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控的罪犯的缔约国当事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犯罪是否在其境内实施，应

当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当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

犯罪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第七条之二： 

应当保证被拘留，或对其采取任何其他措施或依据本公约正被起诉的任何人获得公平待遇，包括享

有符合该人在其境内的国家的法律和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适用的国际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保障。 

第八条 

一、前述犯罪应当认为是包括在各缔约国当事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的一种可引渡的犯罪。各缔约国

当事国承诺将此种犯罪作为一种可引渡的犯罪列入它们之间将要缔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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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一缔约国当事国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的条件下才可以引渡，而当该缔约国当事国接到未

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当事国的引渡要求时，可以自行决定认为本公约是对该犯罪进行引渡的

法律根据。引渡应当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各缔约国当事国如没有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下才可引渡，则在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条

件下，应当承认上述犯罪是它们之间可引渡的犯罪。 

四、为在各缔约国当事国之间引渡的目的，每一项犯罪均应当被当作不仅是在所发生的地点、而且

也是在根据第四条第一款(b)、(c)、(d)和(e)项要求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领土上实施的来对待。 

第八条之二： 

为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第一条中所述的任何犯罪均不应当被视为政治罪，与政治罪有关的

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因此，对于此种犯罪提出的引渡或司法互助请求，不得只以其涉及政治

罪、与政治犯罪有关的犯罪或政治动机激发的犯罪为由而加以拒绝。 

第八条之三： 

如果被请求的当事国有重大理由认为，要求为第一条确定的犯罪进行引渡或要求为此种犯罪进行司

法互助的目的，是为了因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政见或性别而对该人进行起诉或惩罚，或认

为顺从这一请求将使该人的情况因任何上述原因受到损害，则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当被解释为规定

该国有引渡或提供司法互助的义务。 

第九条 

一、当第一条（甲）第一款中所指确定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各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采

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恢复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或维护其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设想的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在其领土上的任何缔约国当事国应当尽快对旅客

和机组继续旅行提供便利，并应当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第十条 

一、各缔约国当事国对第四条中所指确定的犯罪和其他行为所提出的刑事诉讼，应当相互给予最大

程度的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适用被要求国的法律。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当影响根据任何其他双边或多边条约在刑事问题上全部地或部分地规

范或将要规范相互协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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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之二： 

任何当事国如有理由相信将要发生第一条中确定的一种犯罪时，应当遵照其本国法律向其认为是第

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确定的国家，提供其所掌握的任何有关情况。 

第十一条 

每一缔约国当事国应当遵照其本国法尽快地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就下列各项报告它所掌握

的任何有关情况： 

(a) 犯罪的情况； 

(b) 根据第九条采取的行动； 

(c) 对罪犯或被指控的罪犯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任何引渡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的结果。 

第十二条 

一、如两个或多个缔约国当事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议而不能以谈判解决时，经其中

一方的要求，应当交付仲裁。如果在要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国对仲裁的组成不能达成协议，任

何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规约，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每个国家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以声明该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其他缔约国当事

国对于任何作出这种保留的缔约国当事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 

三、遵照前款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当事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保存国政府撤销这一保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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