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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载有与会代表在研讨会期间所发表的声明和讲话，这些声明和讲话已送交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本文件中所表达的观点为各位作者的个人观点，未

必反映联合国秘书处的观点。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名称和提供的材料并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区域、城市

或其管理当局法律地位或其边境或边界线划界的任何看法。 

本文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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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潘基文先生 

联合国秘书长 

 

恐怖主义是本世纪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 大威胁之一。任何国家都不

可以认为自己不会受到这种威胁，任何社会都不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置身事外。 

去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这是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

个突破。该项战略表明世界各国在集体行动的基本框架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一系列具体措施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各会员国需要迅速执行这一战略的所有

方面。联合国随时准备为各国执行该战略提供帮助。我敦促各国政府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向

它们提供的反恐资源和专家经验。 

该战略及其执行工作需要广泛宣传和推动。2007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促

进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为宣传和推动该战略及其执行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谨代表我本人、负责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的秘书长办公厅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事处，对奥地利政府发起并举办此次研讨会表示感谢。 

出版此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有助于世界各国了解此次会议的内容，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

机构和政府分享此次会议的真知灼见。本文件所载各种观点及其丰富的讨论内容有助于推动

该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实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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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本出版物载有“促进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的会议记录。 

此次研讨会由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秘书长办公厅）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共同主办，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在维也纳召开，107 个会员国

及诸多国际、次区域和区域组织的 350 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此要特别感谢奥地利政府，没有它的支持，此次研讨会和本出版物都无从谈起。 

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提高对该战略（其中载有 50 多项实际建议和条款）的认识；推动执

行这一战略；并寻找帮助会员国执行该战略的措施，包括动员各种力量支持反恐执行工作队

的工作，促使联合国和相关机构各种代表在反恐问题上开展合作。 

本出版物依照研讨会的主题结构编排，由以下六个主题组成： 

主题一：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恐怖主义的综合措施 

主题二： 执行各项措施，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主题三： 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 

主题四： 提高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从禁毒办提供

技术援助当中学到的经验 

主题五： 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尊重法治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则 

主题六： 前进的道路——推动执行反恐战略 

 

本出版物载有开幕词、研讨会主席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Thomas Stelzer 先生阁下

的闭幕词、六篇主旨发言和 64 篇讲话稿，以及其他与会人员所做的各种简要发言。 

本次研讨会的议程、与会人员 终名单以及会议期间所有发言可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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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词 

Maria Berger 女士阁下 

奥地利司法部长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参加由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禁毒办）共同主办的“促进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并致开幕词。 

2006 年 9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事件。所有国家就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及其根源的共同战略达成一致，这是联合国历史

上的第一次。然而，我们都知道，只有执行这项综合战略，它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因此，

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是提高认识，促进世界各国对执行这项战略做出政治承诺。

此外，加强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为各国执行这一战略而提供更多帮助，也对顺利执行该战

略同样重要。 

继 2002 年成功举办“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也纳研讨会之后，奥地利政府很高兴能继

续举办第二届维也纳反恐研讨会。我向诸位保证，奥地利政府非常重视此次会议。我们相

信，顺利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需要所有行动者提供强力支持和采取积极行动。今天，诸

位代表济济一堂，代表了各国政府、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团

体和学术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感谢诸位莅临维也纳，共商推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的大计。 

自联合国大会于 2006 年 9 月 8 日通过《全球反恐战略》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协助各会员

国尽可能充分利用该战略。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在 2005 年 6 月组建的反恐执行工作队，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和信息分享机构。工作队成为商讨各种战略问题和制定政策建议的会议

场所。《全球反恐战略》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息息相关——其主要机构、基金、方案、专门机

构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组织。因此，奥地利支持秘书长关于让秘书处内部工作队制度化的想法，

以便确保联合国系统反恐行动的总体协调和一致。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总部设在维也纳，它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它的活动有助于建立一个全球反恐立法网络，使会员国能够依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预防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和尊重基本自由等共同价

值观。我相信，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有协调一致的行动都必须建立绝对遵守法治的基

础之上。为人民提供更多安全和尊重基本权利之间不存在冲突。 

赫尔辛基国际人权联合会 近公布了它的 2006 年度报告，它在报告中指出，欧洲、中亚

和北美各国政府继续（我引述其原文）“回避在打击恐怖主义工作中禁止酷刑和虐待问题，例

如，没有为严刑逼供的做法采取预防和补救措施；允许采用通过酷刑获得的证据；将恐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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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嫌疑犯送到他们真正有可能面临酷刑和虐待的国家；将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关押在不受法律

保护的秘密监禁设施中。” 赫尔辛基国际人权联合会发表评论说，目前的这些情况成为本区

域 紧迫的人权问题之一。 

许多人在这一问题上立场明确，其中包括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他在 2006
年 12 月 10 日纪念人权日的讲话中表示（我再次引用他的原话），“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必须依

据国际法进行。国际法禁止酷刑和不人道待遇，同时也规定所有被违反其意愿而被羁押的人

员享有应有的诉讼和法庭审判的权利。一旦我们采取了违背这些原则的政策或者为违背这些

原则提供借口，那么不管程度有多么轻微，都会使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一原则必须

坚持，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尽 大努力捍卫它。” 

事实上，联合国系统一向采取均衡的做法，在加强安全的同时，也积极捍卫基本人权。

本着这一精神，我祝愿各位通过交流取得丰硕成果，展开积极辩论，我对讨论结果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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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词 

Antonio Maria Costa 先生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非常荣幸能够与奥地利政府等共同举办本次推

动《全球反恐战略》执行工作研讨会。在此，我感谢奥地利政府发起这次活动，感谢纽约秘

书长办公厅的同事们对组织本次会议的大力帮助。 

去年 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球反恐战略》。随着该战略的通过，联合国各会员国一

致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并承诺采取措施来预防恐怖主义。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将承

诺付诸行动。 

禁毒办能够为各国提供帮助。事实上，《全球反恐战略》明确鼓励各国利用禁毒办提供的

技术援助。这是对我们反恐经验的充分肯定，因为打击毒品和犯罪方面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才使我们的反恐经验淡然失色。 

事实上，我们是得到正式批准、授权和装备以便为会员国提供实地反恐援助的唯一联合

国机构。 

我们可以发挥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我们在帮助各国政府打击毒品和犯罪方面拥有二十五年向它们提供专业技术援助

的经验和专业技术。这些经验和专业技术正被用于打击恐怖主义，例如，利用打击洗钱、有

组织犯罪和贩毒以及支持刑事司法改革方面的经验和专业技术。这是我们的生存之本，也是

打击恐怖主义综合措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外地办事处网络确保我们各地现场的存在，帮助各国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第三，了解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助于采取全面措施来应对这些威胁，

而这些威胁各自本身对社会都有很大危害，结合起来的危害更大。 

具体来说，我们能做些什么？禁毒办是一个服务提供机构。我们的工作要以需求为导向。 

首先，我们要协助会员国加入国际反恐文书。2003 年 1 月，在我们刚开始提供这种援助

时，只有 26 个国家批准了 初的 12 项国际反恐文书。现在，已有 92 个国家批准了所有国际

反恐文书。因此，虽然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但我们还有一半的路要走。 

即便执行率达到 100%，也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在一些国家，现有法律需要修订，或制

定新的法律。刑事司法官员需要增长新的经验，发展更完善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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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要协助各国将这些公约的条款纳入其国内立法。我们还要协助各国通过议会

批准这些法律。 

第三，一旦这些新的法律付诸实施，禁毒办还要协助各会员国培养主要刑事司法官员，

尤其是检察官和法官，以及金融情报专家。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四将是一次很好的交流意见的

机会，便于我们从机构伙伴的角度， 重要的是从有关会员国的角度，了解可以从提供技术

援助方面学到的经验。 

我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全球反恐战略》鼓励禁毒办扩大恐怖主义预防工作，我们打

算利用现有经验和采取新的举措来做到这一点，例如： 

 促进区域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区域合作，为引渡和法律互助提供便利（利用在打击

毒品和犯罪领域的现有专业知识）； 

 查明和推动在反恐活动中充分利用好的法律和刑事司法惯例； 

 扩大反恐法律研究，将分析和对比研究纳入立法； 

 鼓励开展关于反恐法律的课堂和专业培训； 

 进一步加强现场提供技术援助的能力——满足实际需要。 

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因此，禁毒办依靠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

密切伙伴关系，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它还举

办各种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以便加强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能力与合作。 

正如《全球反恐战略》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必须想方设法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因

为它们常常会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或在不知不觉中为恐怖分子提供支持——不管它们

是银行、因特网提供商，还是运输公司。去年 11 月份，我有幸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和

企业反恐伙伴关系全球论坛。论坛提出了许多有趣的想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通过反恐战略是你们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就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是你们对执行该战略做

出的重大承诺。 

正如此次研讨会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现在到了执行这一战略的时候了——“推动”。评

判我们是否执行这一战略是靠行动，而不是承诺。 

我恳请各位充分利用此次研讨会提供的机会，明确本国和本区域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来执

行《全球反恐战略》，并加强你们的反恐网络。 

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必须以保障安全和尊重人权为底线。这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禁毒办的格言是实现所有人的安全和正义。 



开幕词 xvii 

 

我们所有人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担。通过交流经验、信息和建议，

我们可以减轻肩上的担子。 

我在此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请你们充分利用禁毒办提供的预防恐怖主义专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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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词 

Robert Orr 先生 

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 
反恐执行工作队主席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此次重要会议上讲话，我要感谢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禁毒办）与秘书长办公厅共同举办这次会议。我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为我们提供畅

所欲言的机会，让我们了解《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执行情况。 

自从联合国大会历史性地通过《全球反恐战略》以来，已经过了 8 个月。虽然这本身已

经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成就，但只有充分执行这项战略，它才能真正对那些遭受恐怖主义

影响的人产生作用。今天，来自纽约和维也纳的代表、各国政要以及众多外部行动者在这里

共聚一堂，使我们得此良机对已经采取的措施及下一步还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审查。 

首先，我想我们需要确认几个重要方面。第一，我们必须从战略角度来执行《全球反恐

战略》。该战略载有 50 多条实际建议和条款。虽然每一条都对我们能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取得胜利极其重要，但我们必须在执行各项措施的先后顺序问题上达成一致，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 大限度发挥它们的作用。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会员国自己。《全球反恐

战略》有关条款呼吁联合国各部门、专门机构、方案和基金采取行动。我们秘书处已着手执

行这些措施。但该项战略中半数以上的有关条款都是直接针对会员国的，需要会员国采取具

体行动。当然，联合国系统随时准备尽全力协助你们。 

这使我想起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在执行反恐战略过程中的作用。诸位都知道，该工作

队将联合国参与反恐的 24 个实体汇聚到一起。虽然其中一些实体的工作重心要比其他另一些

更集中于反恐方面，但毋庸置疑，它们对全面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

些实体将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开展协调一致的合作，可以有效促进会员国执行《全球反恐战

略》。 

迄今为止，工作队已在为会员国、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提供各种资源以便

帮助它们开展反恐行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 月份，工作队推出在线手册，使所有行动者都

能够与工作队的 24 个实体取得联系，并可从其中任何一个实体获得援助。我们欢迎各方对这

一工具的实用性发表看法和提出建议，以帮助我们加以改进。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制定了一个短期工作计划，其中载有许多具体举措，涉及《全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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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战略》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处理激进化和恐怖组织招募、保护易受攻击的目标、预防和

解决冲突、促进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领域，由联合国有关实体组成的工

作队工作组正在努力寻找协助会员国的实际办法。在本次研讨会期间，来自工作队多个工作

组的代表将有机会与诸位详细探讨他们各项活动的方方面面，并且探讨会员国应如何充分利

用他们将要提供的各种资源。我们还期待在实施这些举措过程中能够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及各民间社会进行密切合作。 

后，我必须强调的是，工作队与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共生和互惠关系。为了

有效协助各方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工作队同时还需要它们的强力支持。我们目前已与在座

的许多人建立了有益的联系，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开展了具体合作。但如果我们想在该战略的

两年期审查时向世界展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那么所有行动者必须都积极地参与进来，不

管是以个体方式还是以集体方式。我希望今后几天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巩固全面合作，这对于

我们在遏制恐怖主义泛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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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打击恐怖主义的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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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Bruno Stagno Ugarte 先生阁下 

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部长 

 

值此促进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召开之际，我很荣幸能够在会议上作主旨

发言。此次研讨会的其他主题都围绕着《全球反恐战略》的某些方面进行，而会议的第一项

主题讨论是在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整体应对背景下讨论这一战略，并强调在全系统和全国

范围内采取一致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重要意义。 

《全球反恐战略》反映了这一应对办法的集体性、原则性和综合性，在解决恐怖主义的

根源、加强法治和维护基本人权工作中，它要比采取威吓和被动应对办法更广泛。由此，各

国也认识到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它的能力、资源和授权来对付和打击恐怖主义，并有助

于更加可靠、更加可持续地执行反恐工作。但是，成功执行这一战略的主要责任 终还要落

在我们每一个会员国的身上。 

从过去到现在 

早在 2001 年的“9·11”事件之前，国际社会就已经开始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着手

制定一整套综合的国际标准来应对恐怖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通过了

13 项与反恐有关的条约，涵盖了反恐行动所有可能想到的方面。这些条约的前提都是设想应

将恐怖分子交给其本国政府进行审判，或将其引渡到愿意审判他们的国家。众所周知的引渡

或起诉原则意味着不给恐怖分子提供安全港，让他们在世界上无处藏身。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恐决议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条约，其中

包括 2001 年通过的第 1373 号决议。这些具有制定规则意义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虽有《联合国

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强大权力，但它们也成为争论的焦点，因为它们绕开了传统的国际立

法程序。 

虽然联合国反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8 年贝纳多特伯爵遭暗杀的事件，但是，自从“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联合国系统的许多机构已将反恐活动纳入自己的任务范围。在任务增加

的同时，一直没有真正有效的协调机制来明确划分各部门的权限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 

早在 2002 年，联合国和恐怖主义问题政策工作组发布的报告（A/57/273 和 S/2002/875 号

文件）就已查明联合国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差距和职能重叠。为保证

加强任务的一致性，报告将政治事务部确定为联合国有关反恐政策和战略问题的协调中心，

把设在维也纳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确定为负责为会员国提供援助的牵头机构，帮助他们

执行有关反恐公约和决议[第 30 号建议]。为进一步促进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报告还建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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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问题作为一个经常（年度）议程项目列入方案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和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的议程[第 31 号建议 a 部分]，并由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执行相关任务，每两个月举行一次

会议[第 31 号建议 b 部分]。 

然而，该高级别小组在两年后的 2004 年发表的报告中声称：“联合国在反恐斗争中没有

大限度利用它的资源。”这份评估报告给联合国当头泼了一盆凉水，这也提醒各会员国和秘

书处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更好利用手中的有限资源，充分了解长期存在的不足、差距和职能重

叠，在法治、基本人权和受害者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和缺失，以及因为安全理事会主导联合国

反恐行动而使许多会员国缺乏主人翁意识问题。 

前进的道路 

2006 年 9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为全世界采取集体性的、

原则性的和综合性的反恐措施奠定了基础。我们各会员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决心在国家、区域

和国际各级采取协调一致的反恐行动。我们第一次一致认为，目前存在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

因素。我们一致认为，要想战胜恐怖主义，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同意，在加强我们

各国和多边的反恐能力的同时，要采取政治、军事和法律措施，预防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

主义。 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一致认为保护人权和遵守法治是反恐斗争的核心。

此次研讨会接下来的会议将要围绕着这些主题进行，因此，我不在这里多说。 

我要强调的是，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过程中必须避免的一些问题。第一，我们

需要尽量避免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法律角度定义恐怖主义。在反恐方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法律定义，而不是一个政治宣言。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做出像安全理事会第 1566 号决议

或高级别小组第 44 号建议中原先所载的准定义，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技术

性的法律定义，就像目前仍在商讨之中的《全面公约》草案第 2 条中所建议的定义一样。但

是，我要指出的是，所建议的定义经受了自 2001 年以来的时间考验和多轮谈判的推敲。真正

有待解决的问题不是为这个定义加入什么新的内容，而是要扩大《公约》草案的应用范围（第

18 条）。 

第二，我们还要确保当前的政治不要践踏我们在对付和打击恐怖主义时必须严格遵守的

合法程序。在这一点上，我仅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安全理事会第 1530 号决议应时刻提醒我们

注意政治因素会给合法程序带来多么“高昂的”代价。同样，我们还应该遵守法治和维护人

权，这也是反恐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致力于修改依然脆弱的合法程序，以便

增加和删除 1267 委员会名单上的名字。 

第三，也是 后一点，虽然《全球反恐战略》肯定会促进联合国系统内外部相关各方的

合作与协调，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味妥协。也就是说，因为害怕破坏“大局”，而不能解决拥

有独立资源和承担各自职责的不同机构之间职能重叠的根本问题。比如说，反恐委员会/反恐

执行局和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之间、反恐委员会/反恐执行局和制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委员

会及 1540 委员会之间的职能重叠。在这方面，反恐执行工作队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如果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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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任务进行全面修改，这一情况不会得到很大改进。我们无力承担篡改任务和滥用资源

的后果。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调整联合国的现有反恐架构，在不影响反恐战略全面性的同时，

加强少数机构的任务授权和资源。 

在这方面，并考虑到将在 2008 年对该战略进行审查，我请诸位考虑哥斯达黎加在 2004
年提出的关于设立联合国反恐高级专员的建议（S/2004/758 和 A/59/383 号文件）。从多方面来

看，反恐执行工作队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和可喜的一步，但是，这还不够。 

后，像此次研讨会和在 2002 年举行的第一次研讨会这样的活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们为各方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凝聚人心和力量的好机会。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全力投入

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并始终坚持我们批准的集体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举措。让我们

不断前进，让我们斗志昂扬、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借用 Costa 先生在 2002 年研讨会

上说的一句话，让我们向世人证明，我们不需要等新的危机来了再采取行动。 

我们已经带动了真正全面和集体应对恐怖主义的势头。我们必须保持这一势头，并确保

我们不再遭遇类似“9·11”事件的噩耗。为了再不会出现这类事件，我们需要投入和坚持，

而且我们必须投入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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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唐国强先生阁下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中文演讲）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首先，我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组共同

举办此次研讨会。 

去年 9 月 8 日，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决议。这是落实联合国成

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的重要行动。此前，各国对草案进行了反复磋商，虽然出现严

重分歧，但 终均能体现灵活性，达成妥协。这表明，只要各国进行耐心讨论，有足够的政

治意愿，总能找到满足各方关切的解决办法。 

主席先生， 

“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加强了反恐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国际反恐形势

依然严峻。根据有关报告，2006 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达到 14 338 起，比 2005 年增加了 29%。

在阿富汗，恐怖事件从 2005 年的 1 632 起增至 2006 年的 5 388 起。恐怖活动对欧洲的威胁也

在上升。据统计，2006 年欧盟国家共发生约 500 起恐怖袭击事件。广大非洲地区恐怖袭击事

件虽不多，但也十分脆弱，恐怖威胁越来越大。今年，各恐怖组织纷纷改名，或打着“基地”

组织的旗号，扩大影响。 

主席先生，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体现了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共识和决心，为有效开展全球

反恐合作提供了战略指导。该战略通过已逾半年，目前正处在落实的关键时期。如何充分发

挥《全球反恐战略》的作用，采取综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我愿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重在预防，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和条件。恐怖主义成因复杂，既有贫困和经济

不发达等因素，也与不够重视或受极端主义宣传有关，外部占领和地区冲突为恐怖活动提供

了理由和借口。《全球反恐战略》对此非常重视，将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条件作

为第一大支柱，提出了努力解决地区冲突，尽快结束外国占领，帮助消除贫困、促进经济持

久增长、加强不同文明对话等措施。这些措施很有针对性，也非常必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

特别是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加大执行战略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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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投入，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反恐能力。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恐怖主义的严重威

胁，也有强烈的反恐政治意愿，但苦于资金和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应加大投

入，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反恐援助，帮助他们加强立法、执法、情报搜集和边境管制等能

力。《全球反恐战略》将此作为支柱之一，并主张加强联合国的协调作用。中方对此完全支持，

并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反恐援助。 

三、一视同仁，防止在反恐斗争中采取双重标准。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任

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及何种目的都予以坚决打击。《全

球反恐战略》中强调各国应采取全面、协调和一致的反恐行动，表明各国应以一个标准坚决

打击恐怖主义。有些国家出于自身私利和政治考虑，在反恐斗争中采取双重标准，这不符合

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和《全球反恐战略》精神，也不利于全球反恐事业。 

主席先生，中国也是一个深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东突”恐怖势力与塔利班、“基地”

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在人员、资金、培训和行动方面相互勾结，多次在中国和

中亚制造恐怖爆炸、绑架和杀害无辜平民，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东突伊斯

兰运动”已被安全理事会 1267 委员会列入制裁清单。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清“东突”势力

的恐怖本质，支持中国的反恐事业。中国也愿意继续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积极参与

国际反恐合作，为打击恐怖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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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Liviu Aurelian Bota 先生阁下 

罗马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2002 年 6 月，我有幸参加了由我们奥地利作为东道主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

毒办）共同举办的第一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研讨会并发言，时隔五年，又能在这一盛会上发

言，我倍感荣幸。 

当时，我的任务是强调在禁毒办内建立并巩固一个坚实的架构对促进和协助国际社会开

展合作、共同执行各项反恐公约的必要性，我指的是预防恐怖主义处。 

五年后的今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说，我是对的，我很高兴成为加强预防恐怖主义处的

倡导者之一。禁毒办的顾问作用，尤其是预防恐怖主义处，对于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至

关重要。禁毒办在这一领域的重要作用是为各国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批准和执行世界性的反

恐公约，加强本国刑事司法系统的能力，以便按照法治原则，实施这些公约的条款。 

今天，我站在这里发言，代表的是过去几年里完全受益于预防恐怖主义处所提供援助的

国家之一，我们不仅是在立法领域，而且在地方法官培训领域都得到援助。我要借此机会感

谢预防恐怖主义处自 2002 年以来与罗马尼亚的密切合作，这也是此前我国与国际预防犯罪中

心之间密切合作的延续。 

我还想谈谈我们 近与预防恐怖主义处和欧安组织共同开展的联合行动：第二次反恐、

反腐败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问题次区域专家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在 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目的是落实 2005 年 3 月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举行的类

似会议上得出的结论。 

联合国许多机构和组织以及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反恐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国际刑警组织、

东南欧稳定公约、国际原子能机构、欧安组织及其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等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都为这次会议做出了贡献。 

会议过了一项宣言，敦促各国：加入并实施各项全球反恐公约和其他相关公约；按照国

际法规定的义务充分配合打击恐怖主义；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促进法律互助和引渡；加强关

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及时和准确情报的交流； 后，申请并充分利用有关国际、区域、

次区域组织和机构提供的技术援助，打击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这也凸显了各

国致力于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同时也需要在行动中得到协助和支持的事实。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时，会员国的第一反应，事实上也是我们的

第一反应，是考虑如何落实它。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会员国在这一重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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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否获得充分的技术援助对它们至关重要。《全球反恐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的政策，

能够指导联合国各机构协助会员国提高能力，帮助它们的反恐能力取得长期和持续的发展。 

《全球反恐战略》的确是一个重大突破，正如这份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附件中所说的那样，

它利用其四个支柱部门，采取综合性的办法来解决反恐行动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作为对这

种综合性办法的补充，相关机构必须为各种行动者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彼此加强反恐能力，

其中包括：刑事司法人员、执法机构、运输公司、金融部门、受害者和广大民间社会。为说

明这一办法，我想举一个例子，目前，我们正在和预防恐怖主义处一起研究能否让罗马尼亚

刑事司法系统各方进一步了解《全球反恐战略》和其他国际反恐文书中的条款，不仅仅是法

官和检察官；还包括律师和法律顾问。 

反恐执行工作队目前正在想方设法为促进提供这种多方面的技术援助做出努力，我们对

此表示感谢。我相信，今天的会议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利用这一专门技术的 佳方式，为我们

带来 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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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Eugenio Curia 先生阁下 

阿根廷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西班牙语演讲） 

 

我想直接谈一个具体问题。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全球反恐战略》中载有一个方案框

架，它通过本系统的民主机构赋予我们政治合法性。这让我们的行动能够与安全理事会的立

法活动一起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不止一次被视为超越权限，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正如

各位发言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有一个全面的多维战略，由各种主题、行动者、资源和工

具组成。换句话说，作为国家，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掌握的标准落实该战略，我们还需要

从资金到适当工具等一系列投入，以便履行我们的义务。 

过去五年里，也就是从 2001 年后期以来，我们看到各种决定、行动以及新的机构不断出

现，如果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机构的职能在不断重叠。这意味着这些举措和行

动的哲学标准及其各自成果没有达到适当要求。其中就有我们各国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那

就是如何将两个重要因素结合到一起。第一个因素是有效和高效的协调：正如 Orr 先生解释的

那样，除了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外，目前至少还有 24 个机构——如果我们把分发的传单

也计算进去的话则多达 30 个。这意味着，如果在落实方法上没有有效和高效的协调，那么两

年之后，我们会再次面临同样的尴尬局面：虽然目标远大且投入了资源，但却没有实现目标。

有鉴于此，我至少认为工作队的作用至关重要。我想谈一下我的观察，这并不是要泼冷水，

而是想对目前的形势提一点批评意见：如果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考虑成果，反恐执行局恐怕

没有充分履行其职责。 

《全球反恐战略》有四个支柱部门和 50 种活动，是一个“大摊子”，我只想侧重谈谈其

中几点：《全球反恐战略》经常涉及到法治、国际法、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而国际人道

主义法律是一个根本主题；奥地利司法部长 Berger 女士曾谈到在反恐斗争中经常出现违反法

治的现象，她说，必须停止这种现象并设法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鉴于《全球反恐战略》常常

涉及到法治，我想谈谈一些没有明确谈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各国的司法行政系统。《全球反

恐战略》多次提到各国有义务根据有关决议和 13 项公约和议定书，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建议，

批准和遵守各项具有约束力的协定中的条款。此外，该战略还提到要遵守国际法中的所有准

则。光有一个非常好的准则显然还不够，如果我们司法行政系统中的人员（我指的是我们的

检察官、法官和治安法官）没有获得适当培训并且也缺乏足够的机制和资源，那么在各国必

须遵守的义务方面，这一系统很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国际合作对于建立良好的反恐系统

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履

行好我们的义务。还是回到司法行政问题上，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确保获得足够的法律互助、

引渡或 佳做法，分享各国成功经验并从中获益，那么我们就非常需要足够和适当的技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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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我认为，我们在今后两年里将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并努力取得实际成果时会面临许

多挑战。但是，就国际合作而言，通过法律互助、引渡和 佳做法，我们希望至少在这两年

中我们会比现在的状况更好。在许多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中，这是根本的一点，是我想谈到

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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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Christian Wenaweser 先生阁下 

列支敦士登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我相信，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反恐战略是一个巨大成果，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在

纽约协商这一战略文本的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当时能达成一致意见实属不易。当然，诸位也

知道这一战略文本是妥协的结果，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文件，但是我认为它会传达一个极度重

要的政治信息，那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项《全球反恐战略》。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感谢

所有为此做出努力的人们，感谢首先宣传这一战略的人。 

我认为同样非常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一战略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实施方面存

在风险。因为这一战略是一项综合性的战略，涵盖了所有相关的方方面面，这是它的优势所

在，也是它的精华所在。但是，说到实施，我认为它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的涉及面非常

广，这可能会使一些国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挑挑拣拣，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执行做法。 

现在，我想在今天上午尽可能实际地谈四点意见。第一点，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问

题上，我们认为该战略有助于国际社会克服反恐系统内各自为战的局面。我相信这也是前一

位发言者在谈有效协作时想要说的一点。我们很有必要采取综合措施，不仅是所有从事反恐

工作的机构应该如此，更重要的是，所有涉及反恐问题的政府间机构也应如此。哥斯达黎加

外交部长谈到，在反恐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之间存在某种竞争关系，我认为他

说的对。当然，《全球反恐战略》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但我们希望而且相信，并且我们也认

为，顺利执行该战略才是重要的，这也为解决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可能存在竞争问

题提供了一个机会，有助于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完成反恐大业。 

第二点是各国的主权问题。Bob Orr 已经说得很清楚：执行战略的责任主要是落在各会员

国身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应该非常具体地表述出来。如果大

家仔细看看这一战略就会发现，它建议了一系列需要采取的措施和需要开展行动和事宜，会

员国可能只能承担该战略某些方面的责任，并在这些领域做出特殊贡献。《全球反恐战略》第

二部分第 15 项措施谈到是除名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非常积极，我们认为按

照安全理事会第 1730 号决议在圣诞节前后设立协调中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但这

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 终需要。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确保该战略的全面性。这也正是设立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原因。必须

确保各国真正愿意实施这一战略，愿意向秘书处求助，愿意寻找资源、知识并利用 佳做法

来执行该战略。 

后一点（我突然想到已经有人提到这一点，并且我敢肯定还会有人再提），那就是它与



主题一 13 

 

《全面公约》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国际社会为缔结这项《全面公约》进行了大约 10 年的谈

判。为了协商是先制定一项战略还是先缔结一项公约，各方代表在纽约进行了大量讨论。我

们采取了先制定战略的方法，这是一件好事情，而缔结一项公约将是对这一战略的重要补充。

但如果没有这项公约或如果没有获得通过，无疑会阻碍这一战略的实施，而且没有任何借口

可以推脱。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制定一项全面的公约，但此时此刻我们 好还是先执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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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Rytis Paulauskas 先生阁下 

立陶宛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团长 
代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言 

 

首先，感谢你们邀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此次盛会上发言。欧安组织五

年前才开始着手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在短短的五年中，欧安组织已经成功地确立了

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综合性的保安措施为世界安全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欧安组织

所采用的这种综合办法非常类似于《全球反恐战略》中所体现的打击恐怖主义的综合措施。

因为我们欧安组织在这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更加坚信，欧安组织和我们今天

的东道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并一直

致力于推动和强化国际反恐法律框架、提高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刑事犯罪问题上的国际法律

合作，成为提供区域和全球性组织通力协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典范。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虽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依然是一个具有极其

重要意义的国际文件。它经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通过，它是建立在反恐领域已取得的成绩之

上，为各个不同层面的反恐工作提供了一个蓝图。该战略侧重于加强国际社会在反恐领域的

合作，而在加强反恐能力方面的援助是欧安组织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全

球反恐战略》是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综合措施。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的讨论，

而且它还使我们举行此次盛会商谈它的执行情况显得极其重要和必要。 

欧安组织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为此，在我们的倡议下，我们每年都会和联合国、欧洲委

员会举行三方高层会议，今年，该会议由我们主持，于 2 月 13 日至 14 日在维也纳举行，唯

一的议题就是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区域组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此次三方会议取得了

丰硕成果，会后各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概括了三个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目标，诸位

可以在欧安组织的网站上浏览这份文件。 

下面，我代表欧安组织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在反恐斗争中所担负的作用，

以及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做了哪些工作。我前面提过，欧安组织的反恐策略本质上是综合性

的，正如其他任何安全策略一样。这意味着我们通过三方面的安全来实现打击恐怖主义的目

标：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和环境安全以及人类安全。因此，我们的反恐行动既有预防特点，

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也有加强安全和反恐能力的特点。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欧安

组织在以下五个主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反恐作用： 

政治支持 

在这方面，欧安组织一直在努力提高各会员国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并积极动员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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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我们的做法是努力获得各种政治支持，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

项决议和其他文件，同时也积极推广全球各种专业组织和机构制定的标准、建议和 佳做法。 

欧安组织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举不胜举，我相信昨天的会议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我还是想举几个例子： 

 欧安组织的会员国在推进国际反恐法律框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签署了 12 项国

际反恐文书，目前已开始生效，这是我们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目前，欧安组织

有 48 个会员国签署了所有 12 项国际反恐文书，总批准/加入率超过了 94%，这使欧

安组织成为加入率 高的地区之一。我们还与禁毒办一道努力促进在立法上执行这

些公约和议定书。此外，《布鲁塞尔部长级会议关于支持和促进国际反恐法律框架的

声明》还鼓励各会员国加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以及其他与反恐及国际合作打击犯罪问题有关的区域文书。 

 同样，欧安组织还做出大量承诺，从政治上支持由专业国际组织和机构所制定的高

级安全标准。例如，关于办理和发放护照的国际民航组织 低安全标准；关于恐怖

分子筹措资金的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建议；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

标准框架》；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与保安行为准则》；国际刑警组织丢失或被盗

文件数据库。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组织中的许多机构都认为欧安组织的支持对它

们而言至关重要，并且继续为执行这些标准做出贡献。 

能力建设援助 

欧安组织在帮助各国提高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一直

支持并推动由各个专门组织发起的各种提高各国反恐能力的方案。同样，按照已经做出的承

诺，我们的任务领域是要求各会员国批准 12 项国际反恐文书并在本国的立法中予以执行；开

展法律合作；确保旅行证件安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行动；实施边界控制和管理，包括海

关控制和供应链安全；确保运输安全。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都积极与以上提到的组织开展

合作，并展开大量行动提高各会员国的反恐能力，这也赢得了合作伙伴的认可。我敢说，我

们与国际民航组织在旅行证件的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以及我们与世界海关组织在集装箱/供应

链安全方面的合作都堪称典范。 

查找并弥补差距 

欧安组织一直致力于查找哪些领域的问题更急需解决并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以这种方

式来补充国际社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2004 年，欧安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举行了首次大

型会议，商讨打击便携式导弹对民用航空领域的威胁。2005 年，我们组织了一次由全体欧安

组织会员国参加的研讨会，集中讨论了自杀式恐怖主义问题，并举办了一场防止恐怖分子利

用银行筹集资金的会议。2006 年，我们与国际公共交通组织共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城

市交通运输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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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些工作视为我们对世界反恐工作做出的贡献，因为区域组织更了解会员国的关

注点，并且，与全球一级类似活动相比，区域活动更能确保有关国家的官员广泛参与。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具体例子：2006 年 9 月，欧安组织在蒙特利尔召开了有关旅行

证件安全的年度研讨会，欧安组织倡议并支持来自中亚各会员国的官员参加此次研讨会，这

些国家现在都计划更新本国护照。但是，尽管欧安组织提供了各种帮助，56 个会员国中只有

不到一半的会员国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因此，欧安组织决定今年 7 月在欧安组织范围内再次

召开会议，依然讨论这一主题，所有会员国都能参与并从欧安组织专家意见中获益。 

国际合作 

我认为昨天的会议已经指出需要加强纵向合作和协调打击恐怖主义，一方面是联合国机

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另一方面是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我们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重要，因为这不

仅有利于明确工作的优先次序和方法，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利用资源和避免重复。欧安组织

也为这种协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禁毒办共同主持了由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加

的第三届联合国反恐委员会特别会议（2004 年 3 月，维也纳）。 

区域组织也能为横向反恐协调做出有效贡献。在反恐委员会主席的非正式要求下，反恐

部队一直在与非洲安全机构分享如何组织反恐活动的经验。2006 年 7 月，非洲区域政府间组

织在哥本哈根组织了相关地区和部分次区域组织的工作级反恐部门圆桌会议。在此次圆桌会

议上，与会代表开诚布公地畅谈了由各个不同组织所开展的反恐方案的 佳做法与不足之处。

会议集中讨论了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问题，当时该战略还是草稿，此次会议证明这

种会议有助于加强地区组织之间的横向合作。我们认为应该定期举行这种会议，因为它们有

助于为各个组织提供彼此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并有助于帮助彼此制定反恐措施、方案和活动。

事实上，我国今年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因为我国主动要求由本国举办并支持于 6 月 19 日至 20
日在维尔纽斯召开一次这种圆桌会议。 

当然，我们也可能更进一步，正如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所做的那样。诸位可能都知道，

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正在推动加强一些领域的合作模式，其中一个领域就是反恐。去年 10
月，这两个组织与其他机构共同在维也纳组织了一场重要的研讨会，讨论如何打击煽动恐怖

主义和相关恐怖活动。 

保护人权 

区域组织可以且应当发挥确保所有反恐政策尤其是反恐怖行动和措施完全符合人权标准

和要求的作用。从这方面来说，欧安组织所采取的综合反恐措施充分考虑到了这些要求。在

这方面，我想着重强调欧安组织两个方面的各项政策。一方面，我们的组织采取了系统的措

施来确保我们的所有反恐方案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另一方面，欧安组织的民主制度和人权

办公室一直在努力为会员国提供各种相关技术援助和建议，并积极宣传宽容和不歧视，为欧

安组织的反恐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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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为诸位列举了欧安组织所采取的方法和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促进了反恐事业、

从而也促进了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多个领域，此外，我还想告诉诸位，我们也在审视《全

球反恐战略》所强调的其他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根除恐怖主义传播土壤的问题。其中包括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煽动恐怖行动——尤其是通过因特网传播这些激进思想的行

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民间社会和媒体所应发挥的作用。有鉴于

此，欧安组织将于 5 月底组织一场重要的政治会议讨论这些事宜，以及如何推动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打击恐怖主义。欧安组织还期待为不同文明联盟倡议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认为这些

做法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全球反恐战略》的许多目标至关重要。 

后，我想指出，欧安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环境以及人权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会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实现《全球反恐战略》的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促进各国当

局、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协调，包括举办此类会议，都有助于更好地调整

我们工作的优先顺序和各项政策，我们期待今明两天的讨论取得重大而有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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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Vladimir Rushaylo 先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执行秘书长兼代表 
（俄语演讲） 

 

首先，我谨代表独联体执行委员会感谢此次大会组织者的邀请，感谢他们给我们这个机

会在讨论第一项议程时发言。 

我们对此次会议感到特别满意的是，它们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促进国际和平及

安全工作的认识。《全球反恐战略》是这些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相信此次会议以及各方广泛交流对执行该战略所需采取措施的看法（这也是 重要

的一点），是我们凝聚反恐力量的又一重要步骤。 

独联体各国对《全球反恐战略》给予了广泛支持，这要归功于联合国在组建一个有效的

国际安全系统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下一步工作是对国际反恐文书做 后的定稿。 

从实际角度而言，《全球反恐战略》的价值体现在它涵盖了与反恐有关的各种复杂问题，

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人道主义、组织和执法问题。我们相信，正是这种基于人道主义原

则和不同文明、文化与宗教之间对话的综合方法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使它 有利于凝聚各

方力量、汇集各方资源，共同打击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 

今天，独联体同样坚信，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是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要素。 

独联体国家执行该战略的基础是在有关目前安全和挑战的相关领域内建立组织和法律方

面的合作框架。独联体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也严格遵循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和欧安组织普遍国

际文书的标准。 

独联体会员国的主要法律文件是 1999 年 6 月 4 日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通过的《独联体

会员国反恐合作协定》，它明确了“恐怖主义”的规章和法律现状。 

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已经加入各种已经生效的联合国公约，或正在努力加入，并在本国的

立法和方案中体现欧洲委员会和欧安组织各项文书的精神。我可以为诸位举一个例子，独联

体所有会员国都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2003-2004 年，为了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独联体各会员国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合

作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和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布

加勒斯特反恐行动计划》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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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独联体正在为 2005-2007 年方案的落实工作做出 终决定，而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已

开始草拟 2008-2010 年期间的方案草案，这份草案极有可能包含执行联合国反恐战略的具体措

施。 

独联体议会间会议正在努力推动制订独联体国家合作的法律框架。 

以下是独联体国家在反恐领域实施的法律： 

 独联体会员国标准刑法； 

 打击恐怖主义示范法； 

 打击恐怖分子筹措资金示范法；以及 

 关于统一和协调国家反恐立法的建议。 

独联体会员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等领域建立国家间合作方案时，充

分考虑到了共同采取综合措施反恐的必要性。 

目前，独联体各国都已经启动了国家反恐系统。2000 年，独联体建立反恐中心，负责组

织和协调独联体各国的反恐行动。该中心还积极加强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的合作，

并与欧安组织、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 

独联体执行委员会负责全面协调独联体所有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机构所采取的行动。 

独联体反恐部门接受各种培训，其中 高级的训练方式为在交通运输和能源部门定期开

展联合演习，这些设施包括核电厂和水力发电厂、易受攻击的工厂、武器和军事基地以及兵

工厂。演习按照惯例还邀请国际组织的代表担任观察员。 

独联体国家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召开了独联体打击犯罪

合作机构间第四次协调会议，这是实现增强独联体国家整体防卫能力的重要举措。与会代表

有独联体全体会员国的代表以及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国际刑警组织、国际移

民政策制定中心和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许多国家组织的代表。 

此次协调会议还做出一项决议，将反恐问题列入目前正在拟定的独联体进一步发展框架

草案中。 

共同努力打击核、生物和计算机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新的威胁和挑战是独联体各国行动的

优先工作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安全、防卫和执法机构的要求，也是医疗卫生机构、紧急救援

机构和科学界的一致愿望。 

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开展合作的有效途径包括： 

 改进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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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执法机构和其他主管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进一步的培训； 

 进一步协调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的行动措施，尤其应大力协调打击通过毒品走私、武

器交易和经济犯罪方式筹集资金的行动； 

 建立区域反恐中心，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 

 根据全球和区域国际协定统一本国立法；以及 

 加强后勤支援。 

后，我想再次代表独联体各会员国重申，在反恐斗争中，我们将严格按照《全球反恐

战略》第四部分的要求，无条件维护法治和尊重保护人权，并将把它作为我们每一个独联体

会员国宪法中秉承的 高价值观。 

后，我想再次感谢此次研讨会组织者的盛情邀请，这次盛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开诚布

公地交流 新国际反恐经验的机会，也可以使我们就各自在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合作问题交换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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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Robert Orr 先生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助理秘书长 
反恐执行特别工作队主席 

 

《全球反恐战略》是一个全盘性的综合文件。因此，要想顺利执行该战略，就应采取综

合措施。正如 Wenaweser 大使所指出的那样，各会员国在执行该战略时不应挑挑拣拣。 

有鉴于此，除了审核该战略中是否存在需要加强的特定领域之外，执行工作队将主要精

力集中于制定措施，帮助会员国以综合方式执行该战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综合执行方式将取代反恐执行工作队各组成机构或其他任何机

构的现有任务，相反，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向反恐行动提供快捷的援助。 

我们希望，我们采取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会员国更容易和更高效地综合执行《全球反恐战

略》。我希望强调一点：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只能根据会员国的要求提供。掌握主动权的是在座

诸位。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工作队将根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确定一套执行办法。因此，我

们欢迎诸位提出你们认为应该用以指导这一工作的准则，以及如何才能将这些准则与安全理

事会有关机构的现有任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明确这一进程之后，我们欢迎有兴趣的会员国提出请求，以便帮助他们综合执行这一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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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Jean-Paul Laborde 先生 

预防恐怖主义处处长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派驻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代表 

（法语演讲） 

 

我今天的发言包括五个核心要素： 

 《全球反恐战略》并不会在反恐方面取代联合国，而是一种补充和加强； 

 执行的责任主要在各会员国的手中； 

 成功执行该战略离不开足够的技术援助，各会员国可以根据本国需要提出申请； 

 “综合”执行该战略需要“综合”提供技术援助； 

 在“综合”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反恐执行工作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我将进一步说明以下几点： 

    （a）《全球反恐战略》获得了联合国大会 192 个会员国一致通过，它是一份“获得一致同

意的文书”，该战略将“与安全有关的预防措施”与“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本条件的

各项措施”和“以保障尊重人权和法治为优先重点的措施”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它确保了

各会员国共同拥有对现有联合国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9·11”事件之后

所建立的各种机制的“主人翁地位”。 

（b）作为该战略的“主人”，各会员国是具体负责执行该战略的责任人。为了本国人民

的利益，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有效、高效和持续执行该战略，维护本国安全和稳定。 

（c）在迎接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各会员国在必要时可以得到充足的援助。综合执行该战

略离不开相应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加强反恐能力的援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国获得长远和

持续的成果。该战略要求各国采取“综合”执行措施，因为它认识到该战略的各组成部分现

有的协同作用应以互相加强的“综合”方式提供技术援助，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并将援

助送到每个不同的行动者手中，包括刑事司法官员、执法机构、交通运输部门、金融部门、

受害者和民间社会等。 

（d）反恐执行工作队汇集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 24 个机构，是确保以“综合”方

式提供技术援助的独特载体。工作队可以肯定，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利用工作队里各种技术援

助提供者的任务与其工作之间的互补性，确保以连贯和互补的方式提供援助。这符合申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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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因为这肯定能够更容易和更有效地利用援助供应者的“综合”系统。我需要说明的

一点是，“综合”方法不会替代工作队援助提供者的现有工作，而只是巩固它们目前各自所做

的工作，真正以“综合”方式执行反恐战略。 

因此，各方需要充分加强与反恐委员会/反恐执行局的协调，更好地应用这种“综合”方

法。而且，在完成此项工作时还需严格遵照其他组织所做的需求评估和评价，其中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 

（e）为了实现“综合”执行，需要各会员国的大力支持，所有行动者都要积极参与。 

有了这一战略，我们就有了对付当今世界一个主要祸患的工具。希望我们群策群力，抓

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尽可能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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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Rafiuddin Shah 先生的发言 

巴基斯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首先，我要感谢奥地利政府组织此次研讨会并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公开辩论如何执行《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在联合国系统中，联合国大会是第一个开展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机构。在过去四十年里，

它通过了许多决议。它曾试图解决与恐怖主义根源有关的一些根本问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

实施机制，这些工作未能成功，并且我们在各类恐怖主义泥潭中也越陷越深。 

无论是在“9·11”事件之前，还是在它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打

击恐怖主义。安全理事会在 1999 年 10 月通过了第一份重要反恐决议。它的努力不可不谓尽

心竭力，但是，它的重点依然是行动领域，没有得到广泛会员国的信任。因此，缺乏打击恐

怖主义所需的全面应对措施。 

《全球反恐战略》是一份措辞谨慎的折衷文件，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发

点是通过吸引更大范围的参与，建立互信，并将眼光放在行动层面之外。但遗憾的是，它在

过去八个月里没有取得预期成果。 

成立反恐执行工作队的目的是与联合国系统“协调并保持一致”，它在执行《全球反恐战

略》中担负着领导作用。正如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阁下所说的那样，在“适当程序”问题上，

国际社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样，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所阐明的那样，在根除导致恐

怖主义蔓延的因素上，我们也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步。尽管在该战略的辩论期间已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教育界仍在努力重新解释这一战略。各方正在

以有争议的方式推动建立信任的会议。我们正在重复能力建设工作。解决暴力冲突的任务正

在交给区域组织，即使冲突一方还不是这些区域组织的成员。 

我的问题是：这对加强各国在反恐战略中的主人翁地位有帮助吗？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想不是。主人翁意识来源于会员国在做出落实该战略的决策进程当中的互信和所发挥的实

际作用。我们需要在这次研讨会期间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Meirav Eilon-Shahar 女士的发言 

以色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向您和此次会议的其他组织者及时举办本次研讨会表示诚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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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意。 

以色列非常欢迎联合国大会于 2006 年 9 月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这是朝着正

确方向迈出的重要第一步，与所有政策倡议一样，执行才是 关键，执行的好坏将 终决定

该战略的成效。 

正如其他代表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也认为执行该战略的主要责任在于各会员国，并且认

为应采取综合执行方式。 

我们认为，“综合”不仅意味着我们在国际和政府间这一层面需要综合执行，而且在国家

一级，也应综合执行该战略，使资源和知识更好地投入本国基础设施，以便取得 大和全面

的利益。正如列支敦士登大使所说的那样，那种挑挑拣拣的执行方式不会取得任何成效。 

为了贯彻执行这种综合措施，我们认为，应当鼓励各会员国设立一个国家协调中心，负

责实施该战略，监督它的实施情况，并与国内有关机构和部门以及国际和多边机构保持联络。

建立国家协调中心有助于在确保集体安全的同时监督个体的进展情况。 

 
Ali Hajigholam Saryazdi 先生的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以宽大仁慈的真主的名义。 

联合国大会在 2006 年 9 月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

件。在此，我们对通过《全球反恐战略》表示欢迎。这一战略解决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和

条件的问题。 

关于联合国大会第 60/288 号决议，我们应该将该项决议的附件视为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执行该战略的过程中，必须结合附件来解读和诠释决议中的各项条款（因为它是决

议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份决议包括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 

 支持为维护所有国家主权平等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

立，在国际关系中不以违背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坚持以和平手段并按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解决争端，尊重仍然处于殖民统治或外国

占领下的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干涉他国内政，善意履行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 

 再次重申不能也不应将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国家、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 

 铭记需要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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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述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会员国决心继续竭尽全力，消除冲突，结束外国占

领，反对压迫，消除贫穷，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全球繁荣、善治、人

人享有人权以及法治，加强各种文化间的理解，确保尊重所有宗教、宗教价值观、

信仰或文化。 

此外，该决议的附件载有一项行动计划，其中第 3 段强调：会员国认识到，它们为预防

和打击恐怖主义所开展的国际合作和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与它们在国际法中的义务保持

一致，包括《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尤其是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

义法律。有鉴于此，这项为未来行动奠定基础的战略必须是一项综合战略，必须综合处理所

有重要因素，坚决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认为，如果该决议中所载明的《全球反恐战略》

忽略了以上任何因素，那么它就无法满足所有必需要求，将会使全球反恐行动复杂化。 

 

Mahmoud Aboud 先生的发言 

科摩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代办 

 

主席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本代表团只作简单评论，并直接介绍我们现阶段的工作。 

首先，本代表团全体成员非常感谢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

组织此次意义重大的研讨会，并邀请本代表团参加。 

由于禁毒办的技术援助，我国已批准了 13 项国际反恐文书，从我国的角度来讲，本代表

团认为，为实现《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各项目标，国际社会不仅应当强调技术和法律援

助，还应强调法律实施，正如古巴代表团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我前面发言时所讲的那样。 

我们认为，根除滋生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根源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主要任务之一，因为我国

批准了全部 13 项国际反恐文书，但它无法避免恐怖主义的袭击。 

本代表团认为，如果我们想根除恐怖主义，我们就应当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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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各项措施，消除导致 

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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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Baki Ilkin 先生阁下 

土耳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今天我很高兴能与诸位在此相聚。我要感谢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

会向各位贵宾发言。 

自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以来，八个月转瞬即逝。这么短的时间无法

对该战略的成果进行充分评价。但我认为，这段时间足够让我们根据初步反应对它做出临时

评估。 

因此，我很高兴受邀参加这一及时的盛会并和其他五位发言者一道做主旨发言。但是，

当看到这个希望由我来介绍的特别主题时，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导致恐怖主义蔓

延的因素”事实上是 难解决和 敏感的领域之一。这是我们反恐斗争中说得 多，但制定

具体计划 少的领域之一。 

因此，我可能无法，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会尝试完全回答一些很难的问题。相反，

我将试着发表一些看法，甚至另外提出一些我自己的问题，让我们能够展开一场互动和生动

的辩论。 

首先，让我们谈谈“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这句话的涵义。事实上，这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因为这句话常常会被错误地诠释为恐怖主义的“正当理由”。当然，这种表述很可能

会被当作某些特定恐怖主义行径的粉饰。 

我认为，当我们谈到“导致蔓延的因素”这样的说法时，它不应该用以解释为什么恐怖

主义会在某些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成为某些人喜欢采取的行动方式。因为，诉诸恐怖行动在

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理由。不论当事人觉得自己遭遇到何种不平，他们都没有

权利通过恐怖行动来解决。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宗教思想都不能证明

恐怖主义是正当的。 

那么，“导致蔓延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这些环境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如此重要？

对我而言，极端主义团体和组织利用这些因素来证明自己好战思想有理并为招募人员替它卖

命找借口。它们建立在人们的恐惧、绝望、痛苦和悲惨之上。因此，它们并非一成不变的。

它们也构不成一系列定义明确或标准化的条件。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恐怖行动以及基于这些因素的做法绝对没有合法性可言。任何

理由都不能证明恐怖主义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合法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邪恶

的，都是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应该受到谴责和坚决打击。任何考虑和想法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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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削弱我们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或者为我们的反恐行动蒙上阴影。 

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能否或者是否应该对这些极端主义分子无视道德或政治约束恣意

利用这些因素熟视无睹呢？当然不是。我们对任何有助于加强我们反恐力量的事物都应该给

予应有的支持和重视。重要的是不能将我们解决这些因素的努力变成替恐怖主义“正名”的

行动。 

现在，请允许我带大家回顾一下现实中这些因素都有哪些，以及我们该如何采取积极方

式来解决它们。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滋生恐怖主义并导致其泛滥的因素很多。但是，它

们对其各自周围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却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同样的条件并不一定总会产生同

样的结果。例如，如果说恐怖主义的直接根源是社会经济贫困，考虑到有那么多国家处于不

发达状态，恐怖活动的数量应该比现有数量多得多。 

事实上，恐怖主义和所谓“客观因素”之间的关联微乎其微。许多恐怖行动并不是因为

遭受贫困和压迫，也有许多存在压迫的地方但却并没有产生恐怖分子。总之，我们可以说，

恐怖主义会在富裕国家发生，也会在贫穷国家发生，既会在民主政体里发生，也会在独裁统

治之下发生。 

因此，不存在导致恐怖主义必然出现的任何单一根源，也不存在共同的系列根源。但是，

各种形态恐怖主义的出现确实存在一些前提条件和根源。因此，恐怖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产生

于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但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 

但是，了解滋生恐怖主义的某些条件或环境，或者至少是了解为喜欢采取恐怖主义方式

实现目标的极端团体提供温床的条件或环境，对于我们的反恐工作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极度贫困、社会制度不公正、腐败、故意侵犯人权、

歧视、经济边缘化和文化孤立等条件。地区冲突也被看作是为恐怖行动和恐怖组织的行动提

供了一个适当的工具。 

此外，同一性问题、快速的社会政治变革导致的困苦和恶化、为追求政治利益而为恐怖

活动提供国际支持、滥用宗教蛊惑和煽动；以及断章取义地诠释历史、将恐怖主义描绘成正

义的报复行动，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并加以解决的重要因素。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列举出更多的因素，但是，底线在于这些因素，单个或共同为滋生恐

怖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而，根除这些消极因素毫无疑问有利于战胜恐怖主义。但是，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些问题并不好解决。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因素总是阴魂不散地

笼罩着和平、安全和稳定。而且，人类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外，恐怖主义

赖以延续的原因往往不同于 初的滋生原因。因此，即使“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被彻

底根除，恐怖主义也不一定会烟消云散。 

我并不希望听起来像个悲观主义者。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只想向大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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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解决这些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时，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措施，要想取得成功，都需

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付出全面和长期的努力。 

在此，请允许我插一句。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和团结，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根除

恐怖主义，这一点目前已经显而易见。这也是土耳其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强调的。因为，很不

幸，恐怖主义的触角很长，它可以轻易地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宣

称自己能免于恐怖主义的伤害和破坏。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针对“我”或“你”的

恐怖分子区分开来。恐怖主义是一场全球祸患，它威胁着整个国际社会，因此也需要我们共

同行动和响应。 

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诸位并不想听我谈什么哲学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途径。下面

我就抛砖引玉，谈点个人浅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根除全球贫困并努力解决

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问题。事实上，全球有许多人无法养活自己及其家人，无法过上体面的生

活，这为极端分子招兵买马提供了上好的机会。尤其是在社会本身还存在显著不平衡时，情

况更是如此。如果人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公正、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这将有利于全世界的

人民，首当其冲的受益者就是那些 不幸的人们。我们必须为许多困难问题找到创造性的解

决办法。国际社会当然也应当更加慷慨。但是，能力建设要比简单的援助重要得多。我们的

终目标应该是通过与各国合作，帮助他们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结构。 

在这方面，联合国系统已经拥有必要的工具。我们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些工具更加有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摩拳擦掌，蓄势待发。

但是，单枪匹马绝对不行。区域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以一种互

补的方式凝聚我们的全部力量。 

其次，为了让极端主义分子失去推进他们邪恶计划的借口，另一个等待我们必须有效解

决的重要领域是长期的政治冲突。中东地区、伊拉克或阿富汗局势都是此类导火线的例子，

它们是世界各地引起激进主义倾向的因素。我们不能允许这些问题恶化并以不同方式四处蔓

延。 

这不是各国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同样，我们非常需要以联合国为核心展开各种形式的

合作。考虑到解决冲突和预防恐怖主义需要各方付出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努力，我们有必

要采取合作方式，吸引所有行动者参与进来。我们必须行动一致，实现共同的目标。 

我还可以列举很多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以及解决它们的方法。例如，缺乏基本的人

权和自由也是反恐斗争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然独裁统治并不总会成为恐怖主义袭击

的目标，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并不总是民主社会，但是，没人能够否认激进和好战的意识形

态很容易在这种压迫的环境下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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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法治和管理欠佳的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准备

一一论述这些问题。相反，我想对它们加以粗略的划分。因为影响所有“导致蔓延的因素”

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感觉上缺乏或真正缺乏正义、缺乏相互理解以及缺乏政治交流和代表

制度的可行渠道。 

事实上，现实世界缺乏安全和稳定感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缺乏正义：人们觉得

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和价值观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这种感觉或想法是煽动人们的 强大的催

化剂。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世界远称不上是一个公正的系统。不论你去哪里，尤其是在发展

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总是能听到人们抱怨那些双重标准、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在此，我不想说这是对是错。但它却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向人民解释我们行动和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法，并按照国际法办事。我

们必须为这一系统注入新的信心。人们应该能够依赖国际法系统和国际机构，而不应该试图

由自己来决定正义。 

我认为，联合国应该是这一工作的核心。它的全球合法地位应该得到重新加强。因为，

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够获得同样的合法性。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联合国，

也是为什么联合国改革如此重要的原因。 

其次，鉴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推动不同文化

和宗教之间的对话。这方面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并促进不同团体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极端主义团体总是将他们的极端行为建立在对所谓“别人”的僵化、错误、歪曲

的理解上。 

因此，我们都有义务尽 大努力抵抗此类消极运动并宣扬事实的真相。在这方面，我们

必须学会珍惜我们各种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把它作为一种丰富的财富，而不是分歧的源泉。

我们应当求同存异，努力寻找共同点。我们必须了解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的社会和国

家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 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话、相互宽容、

理解以及追求和平是所有主要文化和信仰系统所共同推崇的，从而不再试图把某些宗教或文

化硬生生地与暴力和冲突倾向挂钩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那么我们必然会走向我们共同美好的未来，这会让全世界人民受

益。否则，如果我们落入极端主义分子的陷阱和偏离正确的方向，我们就只能吞咽其后的苦

果。幸运的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并相应地开展了许多积极的活动。

在这里，由于本人直接参与了某些活动，我想仅仅谈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两年前启动的不同

文明联盟，在土耳其和西班牙的共同主办下，它目前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阶段。 

不同文明联盟的目标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促进全世界社区和宗教间的了

解与合作。该计划是一项全面应对当今世界分化加剧的全球性举措。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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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目前，在执行阶段，我们将启动一系列方案，以促进不同社会之间的

了解和合作。 

这些方案的四个主要关注领域是教育、青年人、媒体和移民问题。这些目标选得很好，

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并且，如果我们缺乏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那么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本来就已经在不断扩大的裂缝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堪忍受，尤其

是对于首当其冲地受到分裂冲击的移民群体来说。 

在此，我就不再赘述这些方案的细节，因为它们仍处于调整阶段。但就个人来说，我本

人非常重视那些解决青年人问题的方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成为明日的决策者和舆论引

导者，而且他们也是我们的人口中 容易受到激进趋势影响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吸引

他们，利用他们，教育他们并且赋予他们能力。这四个“E”是我们争取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所

在。这也正是不同文明联盟的核心意义。 

为确保这些措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广泛参与的网络。各会员国、国际和区域

组织、民间社会、宗教领袖、企业部门和捐赠者不但应当成为合作者，而且是这一重要事业

的利益攸关者。 

后，关于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的第三项措施，我们必须为政治代表提供公开

与公平的渠道。那些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和缺乏合法方式来追求其利益的人会通

过别的方式寻找答案。换句话说，民主是治疗极端主义的良药。 

当然，民主不是唯一的答案。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民主社会同样会滋生出恐怖分子。但

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一个自由公开的社会里，在一个人们很难操纵真相的社会，极端主义

分子在推销他们的想法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方面，各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降低

民主标准的情况下，在反恐斗争和保障安全之间寻找到正确的平衡。 

当然，我们不应当把民主仅仅与选举对等起来。民主远远不止于此。事实上，投票箱只

是推行民主的 后一步。真正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妥协精神、平等、多元化、法治、

不受阻碍地获取信息，以及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其底线应该是创造一个公开的社会，让每个

公民都能自由地学习、思考、表达观点和做出判断。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例如，煽动恐怖主

义和暴力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无疑也是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因此，

我们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必要的法律和实际措施，防止我们的自由被滥用和受到损

害。 

同样，为实现某些政治目的而为恐怖分子提供国际援助也是另一个需要我们讨论的重要

问题。那些指望通过支持恐怖分子获益的人应该明白，没有人能免受这种灾难的影响，向恐

怖分子提供支持的人迟早都将品尝到自己酿成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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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应该就此打住，把发言机会让给其他与会代表，我相信他们也会谈到这些主题

并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答案。我相信接下来有关这一重要而敏感主题的讨论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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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Peter Gottwald 先生阁下 

德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代表欧盟发言 

 

我很荣幸代表欧盟发言。 

恐怖主义是所有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威胁。它对欧洲的安全及其公民的生命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欧盟始终坚定不移地采取全面应对措施，解决这一祸患。这也意

味着欧盟非常重视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欧盟致力于解决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所有领域：解决和预防冲突、支持法治、促进经济繁

荣、普及全民教育、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预防激进主义和招募极端主义分子都应当

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在此，欧盟希望重申，有效的反恐措施和保护人权并不冲突，相反，两者之间互为补充，

共同促进实现彼此的目标和战略。 

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条件，它们可能会创造一种特定的氛围，使某些人更容易变得激

进。这些因素不一定导致激进化，但是却可能形成一些激进煽动性的信息，吸引那些因这些

条件而遭受苦难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遭受这些条件伤害的人。 

欧盟决心努力根除联盟内部和外部那些有利于滋生激进主义的结构因素。欧盟的其中一

项应对措施就是解决现有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讨论。在欧洲之

外，通过政治对话与援助计划，欧盟努力推动实行善治、保护人权、民主以及促进教育和经

济繁荣。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欧盟随时准备与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交流经验和 佳做

法，而且，它目前正在考虑采取具体的措施为工作队提供帮助。这些措施包括举办各种会议、

研讨会和/或开展第三国技术援助方案。 

欧盟还准备加强它与适当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相关团体之间的合作，并准备确定和动员

欧洲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些方案。 

欧盟的反恐法案已经表明，打击激进思潮和招募极端主义分子是防范恐怖行动的关键问

题。因此，2005 年，欧盟通过了自己的反恐战略和一项行动计划，以遏制激进思潮和打击招

募极端主义分子的行为，欧盟一直执行到今天。 

为遏制激进思潮和打击招募极端主义分子，欧盟决心采取措施，坚决打击那些煽动人们

加入恐怖组织的网络和个人，努力确保主流观点的声音压制住极端主义分子的声音，更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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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促进安全、公正、民主和机会平等。不言而喻地，欧盟在这一领域的行动将保障对基本

权利的尊重。 

欧盟认为，遏制激进思潮和打击招募极端主义分子是一个特别适合欧盟和联合国在执行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开展合作的领域。2007 年 3 月 14 日，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主

席，Robert Orr 先生和欧盟会员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明确了这一领域是 有合作潜力

的领域。一些欧盟会员国也正在考虑这一领域的一些方案。 

在简单谈了这些后，我想再次重申：为打击这一人类共同的祸患，欧盟现在和未来都会

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加强与各方，尤其是与联合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在维也纳，我们与禁毒

办及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合作就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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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Peter Shannon 先生阁下 

澳大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导言 

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恐怖主义网络依然保持着弹性，

它们正在调整自身。自“9·11”事件以来，我们的反恐战略一直不可避免地以抓捕恐怖分子

和防止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为重点。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任务的紧迫性，针锋相对地抵制诸如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

所宣扬并由诸如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等其他跨国组织付诸行动的意识形态。 

今年早些时候，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在阿尔及尔制造了恐怖

主义炸弹袭击事件，造成数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充分显示了基地组织及其恶毒的意识形态

对世界和平构成的持续威胁。 

其他与基地组织领导层没有太多明显联系的恐怖主义团体也在秉承基地组织的极端主义

意识形态和战术并发动袭击，继续对全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澳大利亚欢迎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这是联合国大会迄今所通过的

全面的反恐宣言。然而，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这项战略做出了相当的妥协，在该战略的文

本中，并没有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列入其中。一项有

效的《全球反恐战略》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澳大利亚反激进主义的措施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非常重视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反恐行动。通过不断加强与各个社区之

间的合作，强化民主价值观念，谴责恐怖组织和宣传打击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努力打击本国

和东南亚地区的极端主义。 

就在 近，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Alexander Downer 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Wirajuda 博士共

同主持了一次次区域反恐部长级会议，与会代表来自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

此次会议达成一项共识，将打击极端主义及其宣传作为反恐工作的核心，并一致同意采取多

种行动实现这一目的。泰国政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组织一场反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研讨会，

澳大利亚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5 月 29 日至 30 日，澳大利亚将与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举行一场研讨会，讨

论如何通过因特网传播积极的信息，以反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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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共同建立的机构，目的在于提高本地区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的

能力。 

在更广泛的层面，澳大利亚与地区合作伙伴通力合作，证明我们的反恐工作不是文明或

宗教冲突，而是一场价值观的冲突，是那些支持暴力的人与支持多元化和相互宽容的人之间

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我们采取了具体措施来引导人们远离极端主义，这些措施包括促进并推

动社区和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以深入了解为什么一些人会受到极端主义分子的诱惑。许多社

区发现自己正成为激进主义团体的目标，我们需要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帮助他们重新坚持

传统的价值观，摒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正在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以支持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遏制恐怖分

子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我们增加了东南亚地区和澳大利亚穆斯林社区之间人员交流的频率。

我们也正在与我们的邻国共同促进地区宗教间的对话——自 2004 年以来，我们已组织了两次

对话，本月底我们还将在新西兰举行第三次对话。这些对话可以帮助这些地区的宗教领导人

交流观点，分享各自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它们也证明了各种基本信仰在信念上存在着共同

点。 

结论 

作为一个全球社会，如果我们希望共同迎接恐怖主义的挑战，我们就必须努力寻找共同

点。我们必须共同宣告恐怖主义的非法性，采取坚决的行动打击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团

体，广泛促进社区之间的相互宽容和多元化，意识到并对恐怖分子招募新人和激进主义做出

响应，对辩论施加影响力，为各国政府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创造政治环境。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始终致力于与各会员国在各个层面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对

我们的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包括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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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Omar Zniber 先生阁下 

摩洛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法语演讲）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邀请摩洛哥在此次会议上就“执行各项措施，

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主题发言。 

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我认为，这些是基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一些根

本方面，尤其是基于禁毒办正在考虑的问题。 

请允许我代表我国重申，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行动，不管它们是出于任何原因，在

任何时机，以及袭击者是何种身份。恐怖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犯罪，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

手段坚决予以打击。 

摩洛哥还认为，恐怖分子以宗教为外衣是对宗教的肆意歪曲和极大的不敬；任何形式的

恐怖主义都不具有宗教合法性。 

在细细剖析诸多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导致

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出现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困苦，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在意识形

态方面加以利用的漏洞，这些恐怖主义团体和网络宣扬使用暴力手段来抵抗全世界在快速转

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并且四处散播错误的价值观和准则。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同样突出了我们

解决重大政治冲突的必要性，其中一些冲突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造成整个地区的严重不稳定，

使成千上万人口陷入悲惨、痛苦和绝望的境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小团体转而诉诸暴力，因

为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反抗羞辱和伤害的方式。 

 正如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激进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正被恶劣的政治和

狂热的目的所利用； 

 在世界一些地区，恐怖主义网络和跨国犯罪以及违法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正不断加

强； 

 民主、自由、公开和宽容的准则没有生根发芽； 

 滥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煽动暴力和仇恨； 

 经济和社会条件恶化； 

 对移民、难民或少数民族团体的歧视加剧； 



40 研讨会：《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激进和偏执的意识形态四处散播，例如，伊斯兰恐惧和反犹太主义； 

 敏感地区失控或控制不力，从而被恐怖分子用作开展犯罪活动的补给站； 

在此，我想针对反恐斗争中需要加强的行动简要提出一些建议： 

 国际和区域合作对于反恐斗争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强调一

下禁毒办在为各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它为促进国际

合作而做的努力。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过程中，禁毒办的活动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这需要持续动员和筹集必需的资源，并牢记各会员国对它所提供技术援助的积

极评估； 

 有必要加倍努力，完成国际反恐文书的谈判工作； 

 有必要在意识形态辩论中反对恐怖主义； 

 保护宗教场所免于极端主义思潮和蒙昧主义； 

 推行宗教改革，避免极端主义思想侵入社会； 

 加强对公民的民主教育，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不宽容的行为，促进言论自由，

尊重多元化以及更广泛的多样性； 

 改善监狱，这是极端主义团体名副其实的招兵买马场所； 

 加强公众对恐怖分子存在、根源及其犯罪行为和构成的威胁的严重性的认识，考虑

鼓励公众向负责的当局提供实际和具体的帮助，从而为预防恐怖分子犯罪做出贡献； 

 支援为不同文明联盟的相关行动筹措资源，以弥补各个团体之间以及团体内部不断

扩大的分歧； 

 有必要增强拥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高度重视教育、青年

人、媒体和移民政策，尤其需要特别强调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 

 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制造武器的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手段； 

 打击恐怖分子的资金渠道这一推动恐怖行动的首要机制。 

以上是本代表团希望与诸位在这一重要和关键问题上共同分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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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Ángel Lossada Torres-Quevedo 先生 

西班牙外交部国际恐怖主义事务司司长 
（西班牙语演讲） 

     

首先，我要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奥地利政府组织此次研讨会，使这么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能够汇聚一堂。 

我尤其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向诸位发言，探讨实施措施、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这一主题。 

西班牙政府始终坚持，只有国际社会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不仅对付短期的安全问题和

当今的威胁，而且处理只有从更长期的角度看才能够解决的条件，我们才能成功地遏制恐怖

主义的威胁。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指出，那些有利于恐怖主义滋生、蔓延和强化的条件在各

个具体的环境中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可能确立恐怖主义滋生蔓延条件的通用理论，但是，

我们有必要认真考虑恐怖主义发展的具体环境。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感到一种紧迫感，必须解决困扰国际社会和我们各个国家的

深层次问题。例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冲突、贫困、边缘化、缺乏民主和不尊重人权，这些

问题对于反恐斗争至关重要，而且，即便不考虑反恐斗争，它们也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不一定会催生恐怖主义，但却常常会为恐怖主义的出现提供温床。 

今天，在此次盛会上，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谴责恐怖主义。我们同样认为，这是有效打

击恐怖主义、剥夺任何企图将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武器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性外衣的首要前提。

但是，我们虽然坚信并谴责恐怖主义是犯罪行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我们仍然有必要尽力

剖析各个团体和个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决定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了解这些因素并制定相应的

解决措施是取得长期反恐胜利的唯一有效方法。 

因此，西班牙与新加坡一起作为推动《全球反恐战略》谈判获得一致通过的主办国，寻

求确保将全面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列入其中。 

由于发言时间有限，并且其他发言者还会谈及该问题的其他方面，在此，我仅仅重点谈

谈西班牙强力支持的两套旨在消除恐怖主义滋生蔓延条件的措施。这两个行动领域都服务于

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有必要动员民间社会，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认识到恐怖主义绝不是解

决问题的方法，不论该问题多么重大或严重；杀害无辜平民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并且，杀

人就意味着剥夺人的生命。 

我们有必要驳斥恐怖分子利用和散播的一个观点，即，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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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在冲突的 前沿。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不同文明联盟去年 11 月公布的报告中提出的可

行性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土耳其大使已经谈到这一点。 

为了驳斥和消除这种宣扬我们正处于文明冲突十字路口的错误观点，我们仅仅在此类论

坛上重申我们将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每个团体和

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民。由西班牙和土耳其共同倡议、联合国大会启动的不同文明联盟正是

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报告在教育、媒体培训和青年人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

议，旨在培养有利于传播宽容和尊重的沃土。 

其次，我想谈谈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使恐怖主义失去合法性外衣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全球反恐战略》对恐怖主义受害者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此前，联合国前秘书长的报告“团

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也强调了他们是反恐战略的一个创新要素。 

各国与恐怖主义袭击受害者团结一致是反恐斗争的一项重要预防措施，它有利于让人们

相信任何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都不会遭到遗弃，这有助于增强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冷酷袭击

的能力。如果恐怖主义威胁的不是一个地区，而是全球，袭击的目标也不仅仅是任何特定国

家的受害者，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那么，团结的责任就落在了国际社会全体身上，而不仅仅

是遭受某次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 

团结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是使恐怖分子意识形态失去合法性并挫败他们使受害者失去人

性企图的关键要素，这是他们的一个武器，用来使人们的视线从他们的罪行转移到他们的所

谓政治目的。 

为了打击这种使受害者失去人性的做法， 为根本的一点是重新给予受害者话语权，让

社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对暴力做出响应，并清醒地认识到它的真正代价。受害者的证词能够提

醒我们，杀害无辜的人们意味着剥夺无辜的生命。 

我们有必要发展《全球反恐战略》中这些与受害者有关的内容。为此，我们必须： 

 支持建立受害者协会网络，帮助受害者获得道德支持并分享彼此在精神、法律和福

利援助上的 佳做法；以及 

 在我刚才提到的领域里，为那些处理恐怖主义受害者事宜的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并

加强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机制。 

我们还有必要建立一个可行的国际机制，为相关的当地方案拨款，帮助那些遭受恐怖主

义袭击的社区受害者，并通过这样的行为向世人证明国际社会与所有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团结。 

为使这些建议付诸行动并发挥作用，不仅仅是作为对已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响应，而是作

为预防恐怖主义的一个补充因素，我们需要联合国系统内的所有机构努力将恐怖主义受害者

的问题列入他们的授权之内，并进而将它们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反恐斗争和捍卫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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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我国的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每个会员国都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来帮助受害者，并

承认受害者也是其反恐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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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Jon Erik Strömö 先生 

挪威外交部高级顾问 

 

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挪威一直极其重视寻找恐怖主义的根源，加强我们的共同反

恐能力。 

挪威非常重视和平与和解进程，保护基本人权以及促进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

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一直特别注意避免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因为这种做法只会使各

个团体和个人中间业已存在的不公平感火上浇油。 

2003 年 9 月，挪威在纽约的“为人类打击恐怖主义”高层会议上讨论了解决恐怖主义根

源的重要性。会议的一个重要信息是防止激进化对于长期预防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因此，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应当是所有全面反恐战略的一项优先事项。 

我们很高兴联合国反恐战略以正确的方式谈到了如何解决这些条件，因为我们绝不能低

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关于在于预防激进化。 

挪威外交部一直致力于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这项工作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它增

加了对消除激进化的重视。消除激进化可能是防止进一步激进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并非因

为激进化人群的存在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因为激进化人群的存在会加强导致恐怖主义蔓

延的因素。 

挪威一直在开展一项非常成功的计划，消除与极右意识形态相关的个人的激进化。以这

些经验为基础，挪威外交部长 近宣布挪威将支持一个由居领导地位的国际专家参与的对这

一主题的研究项目，名为“抛弃恐怖主义”。 

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把消除激进化这一重要因素包括进来，扩大我们的反恐措施。如果

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削弱激进化的消极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似乎受到两方面的刺激——

激进化滋生蔓延条件的持续存在以及刺激这些条件的“激进化企业家精神”的存在。 

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共同增加对消除激进化这一主题的关注，这是值得挪威、其他会员

国以及联合国大家庭更加强有力地加以利用的一个可能因素。 

后，我希望强调一点，挪威一如既往、时刻准备与联合国和反恐执行工作队密切合作，

共同努力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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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Roberto Lamponi 先生 

欧洲委员会人权和法律事务司法律合作处处长 

 

欧洲委员会很高兴有机会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致辞，此次研讨会将提高人们对联合国反恐

战略的认识，促进该战略的实施，并且有助于确定如何协助会员国完成这一工作的措施。 

我们相信区域组织能够在增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政治意愿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全球反恐战略》也专门强调了区域组织的这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泛欧洲组织，

我希望与诸位分享我们的想法和经验。 

欧洲委员会的使命是捍卫人权、法治和多元化民主，坚决打击否定这些基本价值观的恐

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此，反恐斗争也需要采取全面的措施。谴责和镇压是必

不可少的手段，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还不足以成为长期的解决方案。欧洲委员会采取了三

方面的措施，包括加强反恐的法律行动；捍卫基本价值观；消除恐怖主义根源。 

我们在执行法律标准的同时，始终秉承一种合理的思考，即，如何为可持续的法律、制

度和社会文化创造 佳条件，以预防恐怖主义。 

欧洲委员会《预防恐怖主义公约》（2005 年 5 月）将于 2007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该《公

约》的目的是提高现有国际公约的效率。此外，它的目标还在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这一问题

做出更加有效的响应。 

该《公约》还要求各缔约国鼓励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包括在适当情况下加强非

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在教育、文化和媒体方面所担负的作用，同时提高公众认识，缓解有可

能导致恐怖主义回升的紧张压力。这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的目标是非常一致

的。 

在欧洲委员会 近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中，我想重点谈谈“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消除

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根据欧洲委员会反恐专家委员会的倡议，

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此次会议是作为一个讨论论坛而举办的，其

目的在于交流信息、经验和看法，着眼于了解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找出各种有助于预

防人们诉诸于恐怖行动的办法。 

思考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和促进不同文化及宗教之间的对话已被纳入欧洲委员会现

有一切活动之中。第三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2005 年 5 月）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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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本组织的优先事项。2005 年的《法罗宣言》明确规定了我们政策的根本原则。它们同

样支持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阿盟教文科组织）以

及安娜·林达欧洲--地中海基金会之间的双边协议。 

为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我们需要利用欧洲委员会的既有标准，充分利用欧洲委

员会在各个政策领域所制定的各种文件。欧洲委员会还应与一些专门处理保护人权和少数民

族权益的法律和机构 1 一道，通过它的北南中心和“Eurimages”等其他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开

展工作。它在教育、文化和青年领域的各种行动方案也非常重要。 

在有关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间对话的讨论中，宗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欧洲

委员会主要在两个领域处理宗教信仰问题：保护思想、道德和宗教自由和保护言论自由，这

在《欧洲委员会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9 和第 10 条）有明确规定；与语言或历史等

其他特性因素类似，宗教信仰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欧洲委员会高度重视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为此，部长理事会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出

版《关于文化间对话的白皮书》，该文件将总结欧洲委员会在其各个相关负责领域的经验，并

为各个层次、各会员国和各非政府机构组织的文化间对话制定相应的指导原则。此外，它还

将提供 佳做法的范例。 

欧洲委员会正是通过它的全面措施和多样化的行动为全球反恐行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公约及其监督机制、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人权专员、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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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Vladimir Goryayev 先生 

反恐执行工作队政治事务部代表 
亚洲及太平洋司副司长 

 

本次讨论的主题是分析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其中许多发言者，包括为我们做精彩

主旨发言的土耳其大使 Ilkin，都在发言中将冲突和不稳定看作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

正如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政治事务部是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一个重要部门，它的核心职能是预

防冲突和解决冲突。当然，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也是联合国绝对高于一切的优先工作重点。 

同时，这些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基本行动对于打击恐怖主义、预防恐怖主义具有直接和重

大的影响作用。冲突区域为训练恐怖分子和灌输极端主义思想提供了沃土，为他们提供了训

练基地和安全港，如果我们能有效解决这些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使恐怖分子无法将它们作

为避难所和招兵买马之地，这将为反恐斗争做出重大贡献。为向各会员国提供援助，我们正

努力增强自身为各国提供援助的能力，包括在那些容易受到不稳定影响的地区。就在 近，

政治事务部刚刚设立了一个非常小的调停部门，其任务是积累有关预防冲突的相关知识和认

识，以便更好地为各会员国提供服务。 

我很高兴地告知诸位，昨天，安全理事会对秘书长提出在中亚阿什喀巴建立联合国预防

外交区域中心的倡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诸位今天也可能会接到有关这一方面的正式通知。 

在那些易受不稳定因素影响的区域和受到诸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其他恐怖主义滋生

蔓延的邪恶因素威胁的区域，我们有必要大力加强我们的工作力度。政治事务部也一直在积

极探索机会，在新加坡建立东南亚区域预防冲突中心，今天，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在这个讲

台上所做的发言强调了区域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我相信会获得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共鸣和积极支持。 

在我们努力预防和解决现有冲突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积极开展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

兰会议组织、非洲联盟、欧洲联盟、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和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和区

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相对优势， 大限度地产生积极

效果。这种团结合作对于我们争取这些地区的舆论和人心极其重要。如果没有更好的思路、

更好的范例和更好的意识形态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无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并消除导致

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合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教育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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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织共同倡议召开题为“恐怖主义：各方面的因素、威胁和反恐措施”的国际会议，我们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想法。今天，伊斯兰会议组织在伊斯兰堡举办了第三十四届部

长级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采纳和支持此项倡议的决议。因此，该国际会议将于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突尼斯举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阁下将亲自出席会议，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

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都将出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正考虑参

加这一重要国际会议。会议的焦点是消除误解和僵化认识，提高对伊斯兰教、伊斯兰价值观

和文化的了解，同时改善西方世界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形象。 

我想说的 后一点是，我们的努力和倡议要想成功离不开一个条件，那就是诸位会员国

为联合国提供强大的政治、行动和财政支持。 

讲到这儿，我想反问一句，在预防冲突领域提供支助是否足够？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

的。政治事务部有时也被称为联合国的外交部，它目前只有 122 名专业工作人员，开支仅占

正常预算的 0.8%。这些资源是否足够用来打击恐怖主义这样的恶势力？因此，请帮助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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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Ann Belinda Preis 女士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高级方案规划干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在《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2005 年 9 月）中，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强烈谴责一

切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论是何人所为，在何处发生，以及为何目的，因为它是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 严重威胁之一”（第 81 段）。 

该文件还欢迎“秘书长确定了反恐战略的要素”，特别指出该战略“还应考虑到导致恐怖

主义蔓延的因素”，并赞扬“各种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宽容和理解的倡议”（第 82 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它负责的领域为国际反恐斗争做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常常被看作

是反恐行动的“软件”——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与信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明确规定它的使命是“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构建和平的防

卫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促进各文明之间的对话——或者称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为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9·11”事件之后，这一任务重新引起各国政府 高层的关注，具有新的意义和现实意

义。2001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第 31 C/39 号

决议），题为“呼吁国际合作，预防和根除恐怖行动”，加强了它在反恐斗争中的行动框架。 

该决议肯定对话“是一项根本的挑战，它以人类团结和共享价值观、对文化多样性的认

识以及对各种文明与各种文化的平等尊重为基础”，并且强调，“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恐怖行

动绝对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国际社会需要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综合设想，在尊重人权、互相尊

重、不同文化间对话以及消除贫困的基础上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信，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和不同文化教育——是一切长期性反

恐怖主义倾向斗争的首要和 关键的要素。为了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做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制定了一项长期战略，该战略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努力提升现有方案，强化世界范围教

育系统的能力，将人权教育、国际共同价值观、相互理解、预防冲突和批评性思维融入教育

系统中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课程标准的制定，教师培训以及学校教科书的审批。 

年轻人是其中 重要的一个目标群体，因为学校，尤其是教室，为“学习如何共同生活”

和改变对其他文化、国家、宗教和信仰的僵化认识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 

另外一个核心要素是文化。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快，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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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一个交流、重叠、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转化的动态空间；因此也成为发展与和平的一

个要素。因此，促进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是调解分歧社会的有效机制。在重建损毁的文化遗址，

重建和发展文化机构（例如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打击掠夺文化财产等行动过程中，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行动完全基于人类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的、任何形式的文化遗

产这样一个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文化发展必须居于国家发展计划和联合国系

统各项共同制定方案工具的核心。 

第三个要素是媒体的作用，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的媒体形式。由于恐怖主义创造了恐怖

文化，可能导致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压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独立和多元化媒体

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它们有利于防止暴力冲突，并促进不同群体以及来自不同文化、宗教、

社会背景中人们的相互了解。 

社会内部和各个社会之间进行公开严肃的讨论，并由独立媒体发挥言论自由的作用，这

不仅仅是实践民主的先决条件，也是一切国际全面反恐策略必不可少的基石。 

支持有助于促进真诚对话的媒体创作，支持高质量的共同创作以及创建跨文化的记者网

络，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创造性使用包括广播网在内的媒体和信息频道能够促进各种

文化和各地区人民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有助于个人或团体以内省的眼光审视自身，并以开

放的心灵看待他人。 

为消除人们僵化和错误的认识，媒体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报道，提供分析，并且捍卫

这么做的权利；思考和弘扬宽容和相互了解的核心价值观。 

依托于专业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时准备为反恐执行工作队正在进行的工作做出新

的贡献，为相关的未来行动做出贡献，为打破暴力-极端主义-狂热主义-恐怖主义的恶性循环

实施具体和持续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随时准备与包括不同文明联盟在内的所有组织和机构合作。 

恐怖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阴险，越来越偏执，越来越不分青红皂白。恐怖主义——恐怖

行动——是一种有着很强的象征和传播作用的暴力形式。恐怖行动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地寄

生于偏见、不容忍、排外，以及对真正对话的拒绝。因此，致力于促进各文明、文化和民族

之间的对话就是致力于反恐。 

几天前，一场关于“文明与和平的挑战：阻碍和机遇”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

与会者包括知名学术界人士、评论员和政治领导人，会议的目的在于探索不同团体之间关系

紧张的根源和解决办法。随着 Jorge Sampaio 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不同文明联盟的高级代表，

他们 近的报告中关于成立高级别小组的建议目前也将进入决定性的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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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这方面获得切实的成果，我们就离不开对话的力量，离不开通过相互了解带来自

由，离不开通过共同努力为可持续和平带来的人类幸福、安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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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Andrew Carpenter 先生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警务司战略政策和发展科科长 
维持和平行动部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我也要感谢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以及禁毒办，感

谢他们给予我这个机会，代表主管维和行动副秘书长 Jean-Marie Guéhenno 先生和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部就“执行各项措施，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这一主题发言。 

正如诸位都意识到的，也正如本场会议的主旨发言人已经谈到的，陷于冲突或者刚摆脱

冲突的国家具备许多有利于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因而也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和蔓延的危害。 

而且，正如许多发言者已经提到而我也将重申的那样，恐怖主义利用完全属于犯罪行为

的手段来维持自身和开展行动。 

因此，正如《全球反恐战略》所概述的那样，防御恐怖主义 好的办法是建立有效、公

正和责任明确的刑事司法系统，它不仅能提供公众安全，也有助于推进法治观念。 

维持和平行动部致力于帮助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维和部的使命是规划、准备及管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从而可以根据安全理事会和联合

国大会的授权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有效完成被授予的各项任务。 

目前，联合国有 9 500 名警察，他们来自 92 个会员国，部署在 17 个国家为其提供援助，

他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过渡期执法 

在这方面，联合国警察直接负责所有警务和执法职能，全权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他们

有权实施逮捕、拘留和搜查。一直以来，这些职责都被作为联合国过渡行政当局（即，科索

沃和东帝汶）的一部分。 

为国家警察和执法机构提供安全支持 

在这方面，联合国警察，尤其是已组建的警察部门成员，帮助国家警察和执法机构执行

职能。通常，根据东道国的立法，他们不会被看作是本国的执法警察，并且享受的特权有限：

但是，他们有可能根据任务授权对有关人员实施扣留、拘留和搜查。他们还负责保护联合国

的人员及设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海地和利比里亚，这种支持国家警察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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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安全职能目前都由负责执行联合国任务的已组建的警察部门执行。 

为改革、重组和重建国家警察和执法机构提供支援 

联合国警察通过为东道国提供培训和建议来帮助它们改革、重组和重建国家警察和执法

机构。此外，东道国还可以要求获得直接援助，例如，整修设施、调拨车辆、配备通讯器材

以及其他执法物资。但是这也意味着需要额外的预算捐款。 

根据这种分类情况，维和部制作了一份警察和执法项目清单，总共包括 9 支联合国维和

部队的 73 个项目。 

完整的清单见维和部网站：http://www.un.org/Depts/dpko/police/po_portfolio.pdf。 

维和部已经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布隆迪、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科

索沃、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的维和行动提供此类援助。 

执行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助于联合国减少目前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都是促进按

照国际公认和通过的人权标准实现有效的警察管理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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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Francesco Cappé 先生 

安全治理/反恐部门协调员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首先，我要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奥地利欧洲及国际事务部，以及联合国

秘书长办公厅邀请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出席这一重要研讨会。 

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业机构，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是一个独特的第一响应中

间机构，负责提供战略支援和行动分析。在反恐执行工作队内，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

究所与其他机构共同领导两个工作小组：一个是关于“保护易受攻击的目标”，重点是促进私

营和公共部门的对话；另一个是关于“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的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 

“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的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工作小组的工作目标是具体解答如何实现

《全球反恐战略》提出的要求，“消除边缘化及由此产生的推动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招募活动

的受害者情结。”激进主义和恐怖分子招募活动在全世界范围都无所不在，我们担心的是长期

持续的问题。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坚信，在这一领域，联合国和反恐执行工作队能够为目

前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活动提供巨大的增加值。尤其是，借助其工作组，反恐执行工作

队可以发挥服务供应商的作用，与所有致力于该领域工作的部门或机构建立联系，有效地传

播并广泛地传递联合国的价值观，为各会员国提供具体的参与方法。 

为了对它的授权做出 佳响应，首先，工作队“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的激进主义与极端主

义”的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并确定工作重点和分析范围。这一工作的主要结论表明，有必要将

注意力集中在该问题的技术层面上，尤其是对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领域的 佳做法进行规划和

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着手开始搜集有关各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执行政策和采取行

动的信息，以预测问题和努力减少全世界可能加入恐怖分子行列的人员。然后，将其评估结

果报告散发给各会员国。 

在这一阶段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进行一次深入分析，为各会员国提供一套可供借鉴的

范例和通用原则，帮助他们消除可能导致恐怖主义的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因素，这些范例和

原则一旦为各国接受，有可能会加入相关的技术援助方案中。 

总之，请允许我强调一点，各会员国和相关地区及次区域机构所做的贡献对于确保实现

预定的有效和持久的结果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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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代表我们工作组，以及我们工作组的其他领导和支援机构声明，我们欢迎诸

位为我们所提供的任何援助，从而： 

 获得各国或各区域在这一领域的倡议的相关信息； 

 实施未来的设想行动； 

 提高对我们工作的认识。 

我坚信，在联合国为反恐斗争发挥的作用中，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着一个里程碑。 

消除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是遏制恐怖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重要核心工作之一。这将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这一工作才刚刚起步，但是却值得联合国及其所有各会员国在今后多年

中全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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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Yael Danieli 女士 

联合国国际创伤性应激反应研究学会前主席、高级代表 

 

恐怖主义的创伤 

2005 年 3 月 1 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在发布《恐怖主义的创

伤：共享知识和关怀，国际手册》（Danieli、Brom 和 Sills，2005 年）时说道：“世人常常忽略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幸存者的命运”。[直到现在，即便是在此次大会上，也只有两次提到过受害

者，只有在解释恐怖主义产生时才会提到受害问题。]“然而，这些[受害者]是真正受到伤害

的人——……肉体上……精神上。他们有权获得治疗和赔偿，并且， 重要的是，获得尊重，

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我们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本手册探讨了现代恐怖主义的起源；它对个人、团体和社会的影响；心理急救；紧急

和长期治疗；学校和社区干预；筹备供应商、个人与社区的多成分模式；以及当代心理健康

服务。它确定了向受害者提供 佳关怀的技术援助基础。 

恐怖主义是针对社会的心理战争。即便它所针对的目标是个人，恐怖主义也常常会带来

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现代恐怖主义利用发达的通讯技术造成大范围的精神压力。

事实上，恐怖主义对人们的心理所造成的伤害要远重于它的物质损伤，尤其是生物恐怖主义。 

像“9·11”事件这样的极端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导致许多人陷入绝望，让他们产生“生

活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的感觉，并迫使形成一种新的常态：随着威胁、焦虑、恐怖、不信

任、不确定和失落感不断增加，我们该如何生活？ 

面对恐怖主义，人们的心理反应包括震惊和无能为力；无法集中注意力及失眠；内疚感；

耻辱感；愤怒；悲痛；内心反复回想；逃避和复原。从诊断结果上看，恐怖主义所导致的紊

乱包括严重压力造成的失调和创伤后压力造成的失调、沮丧、躯体化失调、滥用药物和创伤

造成的悲伤。 

受到创伤可能导致割裂，回归，以及一种感觉“无法自拔”的状态，也被称为“固定不

动”（Danieli，1998 年）。幸存者和社会之间共同的沉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固定不动

（Danieli，1982 年）。这种共同的沉默感是幸存者对待社会（包括健康护理和其他专业人员）

漠视、回避、抑制和否认幸存者创伤体验和与创伤有关感情的一种反应。它对于幸存者的心

理、家庭和社会文化（重新融入社会）以及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害的。他们孤零零地处身

于世人关注目光之外， 终只会成为他们社会机体里的一道不断溃烂的伤痕。 

个人和集体的创伤历史、选择的生存方式，以及共同的沉默都将决定内心割裂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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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定不动”的强度。固定不动会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创伤的伤害，甚至因为正常生活的

过渡受到伤害，可能将直接反应转化成终生的创伤后/受害者心理适应模式（例如，受害者、

斗士、麻木、“那些造成这一切的人”；Danieli，1985 年）。对于许多人而言，时间无法抚平他

们的创伤，而只会放大和延伸这种反应，并且可能影响到两代人，包括永远的暴力循环。 

治愈这种内心的割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靠个人无法完成，而且必须实现国际受

害者权利（Danieli，2006 年，2007 年；也可参考 Doucet，2003 年）。 

因为恐怖主义是针对社会的心理战争，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协调一致的支援网络来强化和

发展文化上一致的社会和个人弹性，并将这些网络建成我们的心理防御壁垒。我们的备战和

应对措施必须立足于现有的心理健康基础设施建设之上，并将公共和私人资源凝聚在一起。

我们必须抑制住找到快速解决方案和寻求快速结束并“逃回到正常”的冲动，相反，我们应

该认识到长期投入的必要性。决策者们应该明白，恐怖主义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国家

战略而言至关重要，并应为此提供相应的立法和财政支援，努力减少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创伤。

政府应重视人们的心理防线、应对措施和恢复。而且，我们还必须整合、连接和协调公共、

医疗和心理健康、辅助专职人员、志愿者和基于社区的系统。 

尽管手册包含了针对不同民族和年龄人群的翔实的心理健康预防和调节方法，国际社会

还应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拓展国际领域，为包括第一急救者、医疗护理人员、执法机关、媒体、

神职人员、护理者、教育者、文化和精神领袖及决策者在内的各个利益攸关者提供经验交流

的平台和培训以及援助。 

在 2007 年 2 月 16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如何对待[世界各地的]
受害者和幸存者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他们时刻提醒我们，[恐怖主义袭击]给我们造

成的伤口一直没有完全痊愈……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两任秘书长对于恐怖主义受害者困境和 佳治疗方法的重视让我倍感振奋和感动。正如

秘书长敦促我们的，“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完成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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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Vadim Pisarevich 先生的发言 

白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白俄罗斯代表团首先希望对成功组织了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表示敬意。我们还要感谢土

耳其大使 Ilkin 阁下为我们做精彩的主旨发言，也感谢其他发言者对这一主题所做的精彩发言。 

正如许多发言者指出的那样，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数不胜数，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全

面、积极和公正的应对措施。我国代表团在此只想就其中一个条件略谈一二，即，同一性问

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今天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正确理解，因而，它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问题

也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可。 

为什么同一性问题如此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世界看重的是我们如何去对待

他人，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与我们不同的事物，不论是种族、性别、宗教、社会和经济地位、

还是政治从属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人是因为同一性受到威胁而投向了恐怖主义。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答案是借助解放。正如两百年前正是解放结束了奴隶贸易

一样，今天的解放也将为根除目前全球所面对的许多挑战，包括恐怖主义，做出巨大的贡献。 

人们必须认识到，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要远远多于造成分歧的力量。多样性始终存

在，并且将继续是人类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的文明。人们必须认

识到这一重要的信息，学会尊重他人，做到宽容和公正。 

在这方面，我们毫无疑问地欢迎不同文明联盟为教育人们相互了解并让人们学会与不同

于自己的人们和睦相处所做的努力。 

我们想要说的一点是，当今世界的多样性问题是白俄罗斯在 2005 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所

做发言的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坚信，有效解决同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将给恐怖主义带来重击。 

 
Jean-Francis R. Zinsou 先生的发言 

贝宁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法语演讲） 

     
《全球反恐战略》是联合国各会员国经过艰苦磋商而达成的重要协议，作为该战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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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组成部分，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是一个急需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全球

反恐战略》不是为了给恐怖主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相反，它的唯一目的是砍掉恐怖分子

赖以立足的基石，摧毁他们赖以兴旺发达的滋生地。 

今天上午，土耳其大使、摩洛哥大使和政治事务部的代表已经就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做

了精彩的发言。国际社会必须更加努力提高联合国行动的效率，使他们更有效地寻找正确解

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为全世界的人民提供体面生活所需的 低社

会生活保障。在这方面，致力于发展领域的国际机构应该更积极地参与进来，充分评估《全

球反恐战略》的执行情况。 

国际社会应该向那些正大力实现民主化的国际提供更多的帮助，从而使法治真正成为消

灭贫困的有效工具。 

贫困和武装冲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贫困极大地增加了一些国家滑向大规模暴

力的风险。我们只需回忆一下 1990 年代初期金沙萨的那场暴乱，它将金沙萨城毁于一旦，并

在随后引发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全面冲突。一些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随时有可能导致

武装冲突的爆发，它们可能为恐怖组织提供训练场地。 

在第 1625(2005)号决议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强调有必要采取一项广泛的预防冲突的战

略。它提出了诸多措施，其中包括要求为正面临武装冲突危险的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进

行战略性冲突风险评估，执行各相关国家同意的措施，提高国家争端管理能力，以及解决武

装冲突的根源。 

为有效管理这种援助，联合国内部和各相关会员国必须建立适当的架构。主要目的是通

过管理国际援助来逆转消极趋势，从而有助于预防冲突。 

该决议还强调必须建立高效全面的预防冲突战略，重点是防止安全、经济、社会和人道

主义领域出现消极发展，防止正面临冲突威胁的国家在管理和人权领域出现消极倾向，尤其

需要特别关注： 

 开展速战速决的行动，防止因对经济资源的竞争而导致的冲突，并监控因经济和社

会问题而导致的紧张状态； 

 鼓励联合国区域办事处加紧执行旨在控制非法跨界活动的各项战略； 

 增强民间社会团体的能力，包括妇女团体，使它们可以更有效地创造和平的文化氛

围，并动员捐款资助这些工作；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促进善治和保护人权，以强化和支援受到削弱或崩溃的管理机

制，并结束免于处罚的文化； 

 促进选举程序的公正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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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必须全面承担它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敦促各国政府以人民利益为重，

并鼓励实施民主。联合国也有必要确保发展援助的效率，采取切实措施打击非法买卖小武器

和轻武器，防止其扩散并损害相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尤其是内部争端的能力。 

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就预防冲突问题所发表的翔实报告，该报告中包含了很多非常重

要的建议。就在 近，在 2006 年 7 月发表的一份题为“有关预防武装冲突的进度报告”的文

件（A/60/891）中，联合国秘书长明确表示，鼓励各会员国考虑为预防冲突行动提供更多可预

测的财政支援。他还敦促各国考虑投入一定比例的年度维和预算——比如 2%——用来防止武

装冲突。 

他呼吁各会员国和联合国各相关机构开展一次有关预防冲突的对话，建立有关这一重要

领域问题的定期讨论机制，吸取目前联合国各机构和会员国之间在该领域合作的具体经验，

尤其是有关提高国家预防冲突能力的经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告未能启动一个足够强有力的程序形成具体的措施。 

我们欢迎欧盟重新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可能鼓励激进化与极端主义的结构性扭

曲。 

本次研讨会将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制定一项有效预防冲突战略的认识，让国际社会充

分认识到该战略是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框架内的一项重要反恐工作，因而，我们有必要大

力提高政府系统在各方面的效率和行动能力，提高政府承担各项责任的能力，真正为民谋取

福利，为民谋取安全，为民谋取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光辉未来。 

 

Rafiuddin Shah 先生的发言 

巴基斯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首先，我希望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土耳其大使 Baki Ilkin 在他的主旨发言中所阐述的观点，

恐怖主义的任何根源都无法为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即使是国家恐怖主义。 

由于时间有限，我将简单谈谈有关恐怖主义根源的一些问题。 

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是我们这个时代暴力冲突的产物。 

我国所抓获的恐怖分子有 600 多人属于基地组织，他们以及国际社会所捕获的其他恐怖

分子都不断供认他们在暴力冲突之前受到了洗脑。这为恐怖主义的根源提供了一个 有力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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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赞同暴力冲突和外国战略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之

一这一观点。今天，欧盟有关这一问题（暴力冲突）的发言是 重要的发言。 

另一方面，我强烈反对文明冲突或价值观冲突的假说。这种观点很危险。它会助长伊斯

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这会触发极端主义情绪。它还会鼓励“针刺

行动”，这是某些国家的一项日常行动。这些行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诽谤侮辱任何宗教的象

征物都是犯罪行为。任何旨在从“宗教、神学和文化”寻找恐怖主义根源的工作都应该为国

际社会所禁止。需要指出的是，在伊斯兰堡召开的第三十四届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会议

上，与会各方一致认可这一观点。 

在此，我想给联合国政治事务部提出一点建议是，它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为和平解决暴力

冲突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案上，否则，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将注定以失败告终。 

 

Zuheir Elawzer 阁下的发言 

巴勒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阿拉伯语演讲）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巴勒斯坦代表团感谢诸位给我们这次机会在此发言，感谢组织者邀

请我们参加这一意义重大的研讨会。利用这个机会，我要称赞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

公厅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积极参与并主办这次研讨会。 

巴勒斯坦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今天的所有发言，尤其是执行主任 Antonio Maria Costa 的发

言，他的讲话重点强调了几个与联合国在反恐斗争中所担负任务有关的主题。与之相关地，

我们在此希望对我们地区和全世界恐怖主义不断蔓延表示忧虑，我希望重申由于以色列对巴

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导致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巴勒斯坦代表团非常重视 2007 年 3 月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强调各会员国有必要处理各种形式的恐怖

主义的根源和捐助者，不应将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宗教联系起来，因为伊斯兰宗教的 高价值

观是宽容，拒绝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我们希望强调，联合国有必要召开一次反恐国际会议，以推动确定一个国际公认的恐怖

主义定义，明确国际条约不允许杀害平民，并区分恐怖主义和人民反抗占领及压迫的合法权

利之间的不同。 

根除紧张的源头和在使用国际法上存在的双重标准，停止不公正的行为、侵略及对人权

的践踏，根除所有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有必要努力解决恐怖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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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问题。 

我们还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反恐中心，这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我们也

支持举行一场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的辩论会。 

我们还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反恐措施，并且相信，我们有必要提高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国际

及区域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我们强调，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大力支持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工作，他们也必须提高技术援助能力并向本地区各国提供各种

帮助，例如，根据国际法中有关反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腐败的协议，帮助各国执行国

际义务。 

总而言之，我们强调国际社会有必要在某些国家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行为上保持坚定的

立场，虽然这些占领国宣称是自卫，但是，更准确地说，他们这是有组织的国家恐怖主义。 

 
Meirav Eilon-Shahar 女士的发言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根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历史告诉我们，虽然一些人或团

体，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会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但是，还有许多人或团体并不会这么做。 

然而，正如土耳其大使在主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恐怖主义利用这些来制造恐怖、绝望

和痛苦，我们必须予以根除。 

在这方面，解决煽动问题至关重要。恐怖主义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谋杀和伤害他人不

是人类的本性。人类之所以会采取这些卑鄙的手段是因为受到了鼓励和教唆。因此，我们更

应关注煽动和灌输的问题。煽动儿童的危害性尤其巨大。它将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变成仇恨和

毒害的地狱。 

同样，在那些政府漠视其国际责任的国家中，恐怖主义也会肆虐横行。如果一个国际或

地区缺乏善治和法治的适当机制，恐怖主义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沃土。 

正如西班牙代表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认为，与恐怖主义受害者团结起来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作为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之一，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性丧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问题。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倾听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声音，他们应该获得应有的道德、法律

和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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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Ashraf Mohsen 先生 

埃及负责反恐事务的外交副助理部长 

 

首先，我要感谢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组织此次研讨会。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审视一下我们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情况，这是联合

国各会员国经过艰苦的磋商才在纽约达成的战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希望特别

感谢预防恐怖主义处为此所做的努力，当然，也感谢禁毒办和 Robert Orr 先生的联合国秘书长

办公厅。我们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在此，我要对他们所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就我个人来

说，我想对译员们表示歉意，因为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标准的翻译文本，而且我们的语

速太快，但是，值此午休的大好时光，这对诸位听众来说会有所帮助，所以，这要么会吵醒

他们，要么会让他们永远沉睡。 

因此，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明白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

我没理解错的话，联合国正在努力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因为这

是一个全球现象，因为它将继续存在，也因为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承担着重大的使命。 

毫无疑义，即使是为了明白我们该如何恢复正常，如何加强措施预防恐怖主义和打击恐

怖主义，我们也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我们必须明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我们目前

的进展情况。整个进程始于一次重大的事件。不是“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是 1931
年法国外交部长和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储遭暗杀事件，由此开启了 1936 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反

恐条约。 

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面临着分歧，因为我们无法区分恐怖主义和国家解放运

动。 后四位发言者就是一个例证。我们需要明确恐怖主义的定义。于是，我们尝试着不同

的方法。我们宣告某些行为是违法行为，而没有明确给恐怖主义下一个定义。我们采用了非

常明智的方法，根据行为，而不是根据原因，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恐怖主义。这是一

个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遇到了“收益递减”的法则。目前，世界上有 16 项条约、主题公约，

一项全面公约正陷入谈判僵局，因为我们正在处理定义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还有

许多工作等着执行工作队以及联合国所有涉及该领域的机构去做。许多工作亟待完善，许多

工作需要执行。为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与我们并存。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而且，我们也从专家那里得知恐怖主义将愈演愈烈。尽管我们所有会

员国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危险正

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系统有许多亟待改善的地方。我们有四个安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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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小组或委员会，他们的工作十分出色，而安全理事会也正依赖于他们的工作。联合国大会

在公约方面完成了它该做的工作，他们已经到达尾声，已经完成他们下一阶段的任务。因此，

为了完善这一系统，我们必须审查，我们必须审视这个系统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安

全理事会有太多的部门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太多的排他性团体，包括地区的和国际的，在

致力于反恐工作。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矫正。工作队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

我想提一下，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已经一致批准并同意支持联合国的《全球反恐战略》

及其执行。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们必须说，必须看到，国际社会对工作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

重视和大量支持。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前方的路。我们如何进一

步完善？ 

首先，我们认为，工作队需要遵守特定的原则，或者至少在它未来的工作中予以考虑。《全

球反恐战略》的所有部分，该战略的所有四个部分，不管是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或者

我们过去所说的根源，还是国家能力，人权，以及加强措施，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加以处

理。我很高兴听到反恐执行工作队 Bob Orr 先生说这正是他想要做的，我们欢迎这一方法。 

其次，我们必须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两种形式，不是由个人

或团体进行的恐怖主义，而是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应该予以坚决的打

击。这包括个人进行的恐怖主义，团体进行的恐怖主义，以及国家进行的恐怖主义。这也是

一个绝对不应忽略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工作为了获得信誉并取得打击这一恐怖威胁的胜利，

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不需要装腔作势，不需要羞怯躲避，也不需要害怕失败。

第二，煽动的问题。我以前听说过，并且在《全球反恐战略》中也听到，煽动是犯罪行为，

我们欢迎任何打击煽动的措施。我们认为，应该坚决打击煽动，包括任何形式的煽动，并且

将它列为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不仅仅是直接煽动恐怖主义，而且，间接煽动采取恐怖行动，

都是犯罪行为。只要某人让另外某一个人进行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教唆某人采取暴力行动，

就同样是犯罪行为，应该予以坚决的打击。 

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促进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促进对不同宗教和

价值观的尊重。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所有主要的宗教机构都应该加入到联合国的这项工作中

来，不管是穆斯林世界的，还是基督教世界的，抑或是犹太教的，都没关系。我们应当直接

地，而不是通过中间机构，充分利用这些宗教的核心。 

第二点，或者应该是第三点，请原谅，我记不清了，人权问题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问

题，指责他人践踏人权却不去处理自己践踏人权的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们开展

反恐工作时，我们必须尊重司法程序和人权，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禁止。 

此外，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已经见到一些有针对性的制裁。我们认为，

工作队应当处理的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关于恐怖分子利用因特网的问题，我想提醒诸位注意，

伊斯兰会议组织今天公布了一项打击恐怖分子利用因特网的议案，该议案结合了各会员国提

出的各项实际措施，同时确保不侵犯人权或隐私法。我们认为工作队应当授权相关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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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帮助提高各国的反恐能力。例如，国际海事组织应该发挥作用。目前有现成的协议和资

金可以帮助各国保护海事航行，等等。国际民航组织在机场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世界

卫生组织可以帮助公众和各国政府处理苍天不容的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动的恐

怖袭击，不管是生物武器，还是化学武器，或者，诸位都知道的，生、化、放、核（CBRN）。

在这一领域，我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工作队应该给予它尽可能多

的支持，让各国都能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我们感觉恐怖分子可能获得了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那么，这些特殊武器或材料要么来源于核电厂，要么来自那些还

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后一个问题是联合国本身为我们所有国家提供帮助的问题。应当对间接煽动保持警惕，

保护我们免于错误地使用一些表述。我们常常在一些声明中，甚至是在致联合国机构的声明

中，听到诸如“伊斯兰恐怖主义”、“圣战组织成员”、“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等表述。女

士们、先生们，正如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做法在许多国家是犯罪行为、在联合国是不可接受的

用语一样，我们不仅应当拒绝使用上述表述，而且还要抵制、甚至宣告使用这些表述的行为

属于犯罪。使用这些语言让人感觉，或者以为，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存在着对峙。而

犯罪集团正是利用这种观点来煽动恐怖主义。 

后，我认为，工作队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工作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

且应该做得更多。但是，我认为，应该扩大工作队，让活跃于反恐领域的各会员国都能够参

与进来，不仅仅执行工作队的各项建议，而且，还应参与决策，与工作队共同决定优先性的

工作。我们认为，这些一直致力于反恐工作的各会员国的这种积极参与也会让工作队受益良

多。女士们、先生们，我想我不用提醒诸位过去一直是谁在警告恐怖主义的危险。是南半球

国家，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埃及，一直在警告世人注意恐怖主义的危险。目前欧

洲和西方世界国家中逮捕的大多数恐怖分子都因恐怖主义而受到了阿拉伯国家司法和安全部

队的追捕。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被称为政治反对力量。因为他们的罪行，这些所

谓的政治反对力量目前都蹲在欧洲和西方世界的监狱中，他们的罪行是恐怖主义。我说这些

不是想责备哪个国家或公布什么不光彩的历史，我只是想说我们可以从穆斯林国家和阿拉伯

国家反恐斗争经验中吸取一些教训。 近，就在几天前，阿拉伯各国的司法部长们建立了一

个工作组，以实施和创建一个反恐中心，该中心将与禁毒办及其在开罗的地区办事处合作并

从中获得巨大收益，我们对此表示非常欢迎。 

工作队也能够从那些致力于打击反恐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经验的国家获得很多启迪和帮

助，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打击恐怖主义。

还有许多国家也是如此，例如摩洛哥。这些成就很不简单。但是，这还不够。我认为， 终

我们应建立一个专门的反恐机构。正如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拯救大气环境的联合国机构，我们

有一个专门负责处理世界健康问题的联合国机构，有国际民航组织，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而

目前恐怖主义已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我认为，成立一个这种专门的国际机

构对反恐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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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恐怖主义不是通过条约就能解决的，恐

怖主义也不是通过发言就能消除的。恐怖主义只能通过不断加强的国际合作来加以解决。为

此，只有通过加强这种合作，不是通过建立排他性的俱乐部，而是通过拓展所有会员国之间

的合作，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赢得反恐战争。我希望我没有太

啰唆，也希望没有吵醒任何人的美梦，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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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sghar Soltanieh 先生阁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以仁慈宽容的真主名义。 

首先，我希望对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

毒办）成功举办此次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反恐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正面临着一种不同性质的新挑战

和威胁，这种挑战和威胁针对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来自不同文化与宗教的人们。国际社会在经

过艰苦努力之后取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2006 年 9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全

球反恐战略》，现在，有关反恐战略的国际讨论将出现新的因素和迈向新的方向。在此，我们

齐聚维也纳，凝聚我们的智慧，动员我们的能力来执行这项战略。我把目前这种状况称为一

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如果我们错误地判断过去和目前的力量和弱点，错误地分析国际社会

未来所应采取的重要举措，那么，这将导致我们退回到我们的起点，并且重新回到过去那些

年中对反恐措施感到茫然混乱的状态中去。 

我们都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在制定反恐标准和执行反恐措施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

是，尽管我们开展了这么多的工作并取得了这么显著的进步，不幸的是，在世界各地，恐怖

主义袭击事件层出不穷并有升级的趋势，尤其是在某些地区，恐怖主义、种族冲突和武装冲

突纠缠在一起，对我们这一时代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邪恶的势力，与

致幻类毒品和武器走私一起，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地理边境，并且威胁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公

民的安全，严重阻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 

长期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直致力于打击武器精良的毒品走私犯和恐怖组织，在过

去几十年中，伊朗有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和执法人员成为盲目的恐怖分子和走私活动的受害

者。我们决心继续不懈打击致幻类毒品，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恐怖主义的经济来源。在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一些恐怖组织，例如，人民圣战者组织（MKO），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得

到萨达姆·侯赛因的庇护并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他们在伊朗境内和境外发动了多

次恐怖主义袭击。这种双重标准违背了联合国各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决议所应承担的义务。 

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一种全面的措施。反恐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

恐怖主义的根源。外国占领，排外，双重标准、选择性，以及经济和政治政策的霸权主义和

扩张主义创造了暴力行为和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国家恐怖主义也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

式，它也会对全球反恐措施造成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必须制止打着反恐的旗号对人口密集的

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屠杀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民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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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以反恐为借口忽视处于外国占领之下的国家为寻求解放进行的合法斗争，否则，

这只会导致暴力行为升级。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为恐怖主义确定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必须将

它与处于外国占领之下的人民进行的合法斗争和抵抗运动区分开来。 

某些大国在处理这些挑战和威胁时采用的是表面的、不相称的、不合理的并且是有所选

择的方法，这无助于消除这种威胁；相反，它只会为暴力增添新的因素。更糟糕的是，有些

人总是极力将恐怖主义和某种特定的宗教或文化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反恐措施，

也是对神圣宗教及其教义的 大不公平。我们需要矫正这些有关宗教的错误看法。而且，煽

动宗教之间的不和并鼓动人们仇恨信仰不同教义、属于不同种族或国家的人，这些都是非常

危险并且绝不能被容许的行为。我们需要加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的人们之间的相互

尊重，尤其要重视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对话和关系。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文

化者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国际社会找到恐怖主义威胁的积极应对方法。 

确保我们前进方向正确的 佳方式是将我们的所有反恐行动都凝聚到联合国的系统中。

反恐斗争需要各国政府严肃的政治意愿和积极的参与，并且需要在联合国的统一领导和支持

下进行，同时还需要符合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反恐斗争还必须符合法治、

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非常规引渡、建立秘密监狱、长期囚禁并与外界隔绝和不受法

律限制的拘禁，以及不人道地折磨恐怖分子嫌犯，这些都违背了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原则，违

背了我们共同尊重和恪守的准则。这些暴力行为不仅无助于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会激起更多

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此外，在诠释恐怖行动和表现形式时，我们应该不允许一些国家根

据其政治立场执行单边行动、双重标准或做出武断的判断。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实例向世人展

示，通过单边使用军事力量无法根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关于制定预防恐怖主义的标准问题，我想强调，应当将这项任务全部交给联合国大会及

其相关机构。我对安全理事会被用作政治动机的工具表示担忧，这一机构应当避免越权干涉

联合国大会的任务与职责。 

只要国际社会各会员国之间不断对话并鼓励合作，我们就可以为一致理解我们目前所掌

握的对付我们所面临挑战的工具、方式和方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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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Norm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西班牙语演讲） 

     

古巴支持为确保充分执行 200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2006 年 9
月 8 日的第 60/288 号决议）而开展的所有工作及其后续行动。 

因此，此次研讨会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并解决相关的突出问

题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们在本次论坛上所讨论的主题，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部分，是《全球

反恐战略》制定的行动计划四部分中内容 为宽泛的一部分。 

我们能够向诸位汇报，古巴正在全面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中所明确的所有预防和打击

恐怖主义的措施。 

考虑到 45 年以来，古巴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遭受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3 478
名古巴公民死亡，2 099 人受伤，物质损失更是难以估量，古巴执行的具体措施是基于本国在

反恐领域所积累的专门经验。 

古巴在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基于一个道德准则：明确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

恐怖主义、方法和活动，无论其为何人所为、在何处发生，为何目的而为，明确谴责任何旨

在鼓励、支持、资助或隐藏任何恐怖行动、方法和活动的行为或行动，不论是何人推动或进

行的。古巴的司法系统授权古巴政府采取一切合法手段预防、起诉和镇压恐怖主义，严惩任

何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人员或与之有关的人员。 

我们将向各位与会代表分发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总结了古巴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

新具体措施。 

古巴认为，联合国在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尤

其是它的 民主、 具代表性的机构——联合国大会，为阐述和制定一项不存在双重标准、

有利于国际社会真诚合作的全面反恐战略提供了合适的框架。 

因此，古巴欢迎各国决定在联合国大会的框架内对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情况每两年

进行一次评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呼吁各会员国充分展示其政治意愿和投入精神，在联合国大会的框

架内积极参与协商，筹备制定一项有利于强化现有反恐法律框架的全面国际反恐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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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还支持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召开高级别的国际反恐会议，帮助国际社会制定一套有组

织和统一的应对措施，打击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我们认为，这些会议应就恐怖主义

的准确定义达成一致，并且不应将由国家进行的恐怖行动排除在外。 

我们希望告诉各位与会代表，古巴将于 2008 年下半年主持一次不结盟运动部长级反恐会

议。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将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建立更有效的反恐合作。 

任何战略如果不立足于国际合作与协调，就只会一事无成。 

古巴坚决反对一些国家违背《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宣言》、国际法准则、《联合

国宪章》和《全球反恐战略》的精神，采取单边行动，傲慢自大地发布据称支持国际恐怖主

义的国家“证书”和“名单”。古巴认为这种做法非常荒谬，完全是以政治为动机，并且从根

本上说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做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确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只

有通过国际合作，我们才有可能预防并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行动，根除其源头，并确保逮捕、

起诉或引渡恐怖主义袭击的罪犯、组织者和发起者以及所有提供资金支持的人员。 

古巴一贯坚持，并且还将继续坚持和随时准备加强与各国的合作，着眼于发展一种合作

机制，以联合国为核心或者根据双边协议，推动采取一致行动根除恐怖主义。我国代表团还

将向各位分发另一份文件，其中总结了一些古巴随时准备与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在预防和打击

恐怖主义方面开展合作的领域。 

《全球反恐战略》中所包含的一些措施应当应用于安全理事会。开诚布公地讲，我们必

须承认，安全理事会没有很好地履行它的职责。 

古巴曾多次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不计其数的有价值的详细信息，它们都与恐怖分子利用美

国领土开展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袭击有关。但是，迄今为止，反恐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甚至都没有对我们提交的信息进行任何评估，也从来没有对美国不遵守安全

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许多要求展开过调查。 

古巴向安全理事会系统报告的案例之一是 Luis Posada Carriles，这个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

分子 近被美国释放。 

古巴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释放 Posada Carriles 的行为，这名犯罪分子对古巴和其他国家发动

了无数次的恐怖主义袭击，其中包括炸毁飞行中的民航班机，酿成了 73 人罹难的惨剧，他还

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暴行，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恐怖分子的纵容，美

国应该为此负全部责任。 

如果我们对一些恐怖主义行径予以谴责，但是却故意漠视、赦免或宽恕其他一些恐怖行

动，或者操纵某一事件来实现狭隘的政治利益，我们就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主题三 75 

 

释放国际恐怖分子，是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反恐决议的行为，

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精神和具体规定。 

古巴代表团将向诸位分发一份古巴政府有关释放恐怖分子 Posada Carriles 的声明，相信各

位会感兴趣。 

美国政府没有预防和打击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反而非法地拘禁了 Hernández、Ramón 
Labańino、Fernando González、Antonio Guerrero 和 René González，并将他们囚禁在美国戒备

森严的监狱中。这五位古巴年轻人只是为了防止迈阿密的恐怖主义团体发动暴力行动，拯救

古巴和美国公民的生命，以无私的精神和非凡的勇气去打探它们的消息。 

后，我想说的是，国际社会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使用武力

根本无法解决恐怖主义或任何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因为，暴力只会催生更多的暴力，

不宽容也只会导致更大的不宽容；如果采取极端的措施来使人们产生恐惧，那么，所做的这

一切都只会产生仇恨，不管这些行动的终极目的到底为何。 

古巴将一如既往地采取各种措施打击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且重申愿意为全面

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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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yono Wibowo 先生阁下 

印度尼西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反恐小组主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组织此次有关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的行

动表示称赞。我希望此次研讨会有助于促进各会员国之间以及与联合国相关机构之间在未来

执行该战略上的合作，并从而有助于提高全球反恐行动的效率。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我想与诸位分享一些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战略重要性有关

的问题，以及东盟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东盟反恐公约》的

正式通过。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充分反映出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决心和努力，也激励着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建立并加强自己的反恐机制和中心。事实上，该战略中的一些条款必须通过相邻国

家的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执行该战略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反恐战略》中的相关条款也给予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一定程度的自由，鼓励它们

遵照遏制恐怖主义的全球工作制定自己的执行计划和方案。 

与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相比，在促进会员国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各项条款方面，

东盟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东盟为建立信任和政治意愿、分享情报、针对本地区文化和其他

地域特点发展 佳做法和方式，以及制定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倡议或开展其他行动，补充和推

进全球反恐目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为促进东盟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东盟各会员国的领导人 近在菲律宾的宿雾市签署了

东南亚地区的第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恐公约。 

该《公约》为地区合作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东盟反恐公约》

包含了一些《全球反恐战略》中的内容，包含了与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相关的内容，包

含了尊重人权等内容，反映出东盟正积极将全球标准与本地区的反恐工作联系起来。 

按照《全球反恐战略》的相关精神，该《公约》为东盟各会员国通过全面合作开展反恐

斗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法律框架。《公约》宣布 13 项国际条约范围内和定义的违法行为都属

于犯罪行为。公约涵盖了预防措施、执法，以及恢复计划。 

《公约》为东盟各会员国的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有助

于它们深入开展合作，加强在反恐工作中的协调配合，包括打击跨国运送武器、人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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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与恐怖行动有关的物资。 

此外，《公约》中的一些条款还规定了建立相关机制，充分利用东盟各会员国现有的地区

培训中心，加强官员、分析人员和现场行动人员的能力与磋商。 

《公约》与战略是一致的，它具有许多地区特色和另外的价值，规定东盟各会员国有义

务开展合作，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这一条款也得到另一个合作

领域的支持，这就是促进不同信仰之间和宗教内部之间的对话，教育并提高公众对恐怖主义

威胁的认识。 

我应当提到的《公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分享恢复计划的 佳做法。

这一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公约各缔约方着眼于预防恐怖分子的犯罪行为开展社会融入方案。

该方案还有助于提高执法机构对现有恐怖主义网络及其招募新恐怖分子模式的了解。 

为了加快各国签署公约，东盟目前正积极与禁毒办合作，为执法人员组织研讨会和培训。

这一工作将有助于帮助各会员国尽快批准该《公约》。 

我还需要告诉诸位，东盟各会员国还制定了另外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该文件和

地区合作共同反恐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2004 年，东盟各会员国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示范

条约》。该条约为东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其促进相关机构在法律合作方面

展开区域合作，从而对有效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东盟反恐公约》和东盟会员国的其他内部措施之外，东盟各会员国还与所有对话

伙伴签署了《反恐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为东盟与合作伙伴建立和加强合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

基础。为执行该声明，我们正积极发展从提高能力到技术合作的合作活动，以打击恐怖主义。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强调一下，东盟各会员国正式通过《东盟反恐公约》只是深化和

加强本领域合作的第一步，前进的道路还很漫长。我希望它可以成为其他区域和次区域执行

《全球反恐战略》和确保全球安全稳定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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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Michèle Coninsx 女士 

法律总顾问 
比利时驻欧洲司法协调机构代表 

恐怖主义小组主席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是什么？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是欧盟于 2002 年建立的一个机构，其目的在于提高欧盟各会员国主管

当局调查和起诉重大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效率。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目前在做些什么?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鼓励和提高各会员国主管当局在调查和起诉方面的合作。欧洲司法协

调机构一直在努力提高各会员国主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通过推动国际司法互助和执行

引渡要求。欧洲司法协调机构为各会员国主管当局提供支援，帮助它们在处理跨国犯罪时更

加有效地调查和起诉。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的任务是什么？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是世界上第一个司法机构常设网络。欧洲司法协调机构通过翻译设施

为来自不同会员国的调查人员与检察员主办会议，这些人员处理的是个体案件和战略层次与

具体类型的犯罪行为。作为一个新的常设机构，欧洲司法协调机构在欧洲法律领域发挥着独

一无二的作用。它的使命是促进欧洲各国在刑事司法案件中的合作。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有哪些成员？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目前由 27 个国家成员组成，每个欧盟会员国任命一名代表。各国的代

表都是资深和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或法官；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带有副手和助手。 

最新的记分板：说明反恐小组的目标和任务 

反恐小组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恐怖主义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心。该小组设计了一个“恐

怖主义记分板”，处理八个不同的目标/问题。其中每个目标都包括清晰的任务说明，明确的职

责， 终期限，以及追踪调查的要求和向学会提交的任务报告。 

这八个目标是： 

 司法合作：组织所有的反恐战略协调会议。如有必要，在反恐行动和战术会议上提

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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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处理反恐事务的同级别官员之间的协调：在欧盟层面上，继续与国家反恐记者、

专门负责恐怖主义事务或负责重大恐怖主义案件的地方法官、欧洲刑警组织、欧洲

边境管理局、情况中心、社区防恐工作队、反恐联络官和情报服务机构维持定期联

系。此外，继续与其他参与反恐的欧洲和国际组织保持定期联系，例如，欧洲委员

会、欧安组织、禁毒办和国际刑警组织。 

 加强与涉及反恐事宜的第三国之间的互动∗：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瑞士和美国举

行行动协调会议。确定联络点并搜集第三国立法方面的信息是一项重要工作。 

 建立关于恐怖主义的司法数据库：*目前已经列出欧盟各会员国自 2005 年以来宣判的

所有恐怖主义案件。我们的分析人员也将对这些列表进行分析。 

 建立关于恐怖主义的法律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国家、欧洲和国

际法律文件/条约的更新概况。 

 计算机恐怖主义：建立该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技巧，发现该领域的法律漏洞和权限问

题等等。 

 资助恐怖主义问题：欧洲司法协调机构已经对欧盟和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现有文件

以及与资助恐怖主义相关并涉及欧洲司法协调机构的案件制定概述。根据这一概述，

反恐小组将评估欧洲司法协调机构在这一领域的附加价值，并寻找未来可能采取的

行动和改进对策。 

 核、生、化恐怖主义：目前正为该领域的相关立法收集资料，反恐小组也将参加关

于这一问题的各种会议。 

 

                                                        
∗ 重点是目标三、四、五。 



 

80 

发言 

David Veness 爵士 

联合国主管安全和保安事务副秘书长 
安全和保安部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框架 

国际恐怖主义的迅速蔓延对保护平民工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当大量平民集中在

公共场所的时候。恐怖分子对公共场所、火车站、人群拥挤的市场和宗教场所实施的野蛮恐

怖主义袭击事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造成多起各会员国公民在国内或国外严重死伤事件。鉴

于没有任何一个会员国能独自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并且，考虑到一些会员国可能掌握有价值

的信息或可能提供一定的援助，联合国在反恐执行工作队保护易受攻击目标工作组的框架内

制定了确认和分享 佳做法的战略。 

中心 

易受攻击目标的潜在范围非常广泛。保护易受攻击目标工作组对范围进行了充分的评估，

并且充分认识到，一些会员国已对保护重点部位或关键性基础设施做出了精心的安排。而且，

一些国家也对航空和海上目标采取了重点保护措施。对后一种目标采取的保护行动包括国内

和国际努力。因此，工作组将中心放在那些相对不太受重视的易受攻击目标上，通过调整优

化工作组的重点工作目标，尽力为各会员国的保护工作增加更大的价值。考虑到这一问题的

范围，工作组也尽力避免出现与目前各国和国际良好惯例重复或重叠的情况。 

活动 

保护易受攻击目标工作组目前正积极采取“三管齐下”的方法在上述框架内处理各种问

题，具体如下： 

 建立一个“咨询中心”，帮助各会员国交流行动信息和使用该框架与国际刑警组织能

力执法的 佳做法； 

 对预防战略和技巧进行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包括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利用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的能力与相关经验； 

 解决冲突地区易受攻击的特定民事和国际目标，尽管相关评估和研究都集中于所有

过去和现在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维和行动以及复杂的突发事件，包括针对由联

合国安全和保安部协调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与难民的威胁。 



 

81 

发言 

Richard Barrett 先生 

1267 监测小组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协调员 

 

打击利用因特网实施恐怖行动 

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第二部分第 12 段中，各会员国承诺： 

与联合国一起，在适当顾及保密、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法所规定的其他义务的情况下，

探讨各种途径和方法，以期：在国际和区域各级协调努力，打击因特网上一切形式和表现的

恐怖主义；利用因特网作为对抗恐怖主义蔓延的工具，同时也认识到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可能

需要援助。 

因此，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出于恐怖主义目的利用因特

网的途径；包括利用因特网宣扬激进主义思想和招募恐怖分子的方式；确认和召集微软公司、

国际难民组织、工业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及合作伙伴商讨利用因特网的问题；并且，认真分析

该领域及相似领域现有的立法和规定，对相关技术问题进行评估，同时，充分考虑人权因素

（例如，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在此基础上，寻找到可能的对抗途径。 

工作组需要尽早确定联合国系统能够在哪些方面为已经正在进行中的辩论增添新的价

值，但是，考虑到因特网的全球性，以及国际社会缺乏对这一高度复杂问题的显而易见的解

决办法，因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工作组认

为，为了制定这一领域的有效和现实的国际合作建议，在召集必要的各方官员、律师、学术

机构、用户、私营部门方面，联合国有着特殊的号召力。 

工作组的构成 

领导机关：秘书长办公厅和 1267 委员会监测小组。 

组成机构：国际电信同盟、公共新闻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反恐

执行局、安全和保安部、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禁毒办、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在反恐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因特网管理论坛秘书处。 

工作范围 

工作组首先要制作一份详细清单，列出各国、各区域和国际社会在公共、私营和学术部

门已经确定的各项倡议，以及可以执行这些倡议的资源。它的另一个工作目标是列出对这一

问题 感兴趣的会员国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工作组将邀请各会员国积极参与，并希望听

取它们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已经开始进行研究或采取实际步骤的国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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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已明确的工作进行更仔细的分析之后，工作组将认真研究恐怖分子利用因特网从事

恐怖活动的方式，尤其是传播煽动激进主义思想和招募新的恐怖分子；以及他们计划、资助

并 终执行恐怖主义袭击的方式。为完成这项任务，工作组需要加强与各会员国专家的合作，

也需要获得研究机构和其他研究者的帮助。 

工作组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通过与各会员国和区域组织相关人员的交流，建立自己的

清单，列出各项打击利用因特网从事恐怖主义目的当前倡议。 

通过搜集有关判例和技术问题的信息，工作组希望能够在学术机构和私营领域，以及各

会员国内部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到了提出提案的阶段，工作组需要安排由政府团体和其他专家参加的会议，审议搜集到

的材料，并考虑可能的新倡议。这一阶段显然是工作组的关键工作阶段，对于工作组来说，

重要的是避免自己提出的提案几乎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或在技术或其他方面不具

备可行性。工作组必须依赖各国的经验，确保各项措施充分考虑到人权的因素。 

在这一阶段，工作组还需要积极探索寻找各种利用因特网主动遏制恐怖主义传播的方法。

工作组与各会员国以及负责处理导致恐怖主义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工作组加强合作，寻找

各种方式，在各区域和国际上传播各种积极的信息，抵消那些劝说他人接受恐怖主义暴力的

人们的煽动性言语。 

如果各会员国同意支持工作组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在有必要资源的前提下，工作组计划

在 2007 年 11 月编辑一份初次报告，详细说明规划工作的成果。该报告将概述恐怖分子利用因

特网的方式， 具紧迫感的领域，以及各会员国已经部署或正考虑实施的各项对付它们的现

有技术和法律措施。 

该报告将成为供各国专家团体、各区域和国际组织的专家、研究者、私营领域的合作者、

民间社会和其他人讨论的基础，以确定有关未来国际行动的建议。 

在 2008 年 9 月之前，工作组可能向各会员国分发一份进一步的报告。但是这要看各会员

国的认可和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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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Ulrich Kersten 先生 

国际刑警组织驻联合国特别代表 
国际刑警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导言 

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重要的是需要采取一种综合而全面的途径。如果我们看

看该战略的行动计划，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措施都与执法机构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显然需要各国、各区域和国际警察的积极参与。因此，作为世界上 大的国际警察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一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刑警组织的使命和主要任务是帮助 186 个会员国的警察和执法机构努力尽可能有效

和高效地预防犯罪并展开刑事调查。此外，国际刑警组织还负责支持并帮助其他所有担负预

防及打击犯罪任务的机构、政府和服务部门。 

国际刑警组织在反恐领域的工作是该组织的主要优先工作之一。 

反恐执行工作队 

联合国大会授权反恐执行工作队帮助各国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执行工作队有助于协调

各个利益攸关者之间的行动和避免工作重复。 

国际刑警组织也是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成员之一，它致力于为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工作

提供各种帮助，并积极参与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各个工作组。通过这些方式，国际刑警组织获

得了大量执法方面的经验，例如： 

处理激进化和恐怖主义招募行为 

今年 4 月，国际刑警组织主办了一次国际会议，在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各种导

致暴力激进化和恐怖主义招募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对策。国际刑警组织将向反恐执行工作

队相应工作组提供此次国际会议的成果和后续措施。 

打击利用因特网从事恐怖行动 

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因特网来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例如，他们通过因特

网交流有关如何准备爆炸物/炸弹的信息，甚至招募新的恐怖分子和散播激进主义思想。

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一定措施来打击这种现象，但是，为了制定一个全面的

措施，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强合作。因此，工作组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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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资助恐怖主义 

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另一项工作任务是切断资助恐怖主义的渠道。为了更全面地勾勒

出目前的形势并提高现有系统的效率，工作组决定主持一系列的圆桌会议，由来自诸如

银行业、金融情报单位、情报机构和执法机关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展开讨论。在此次研讨

会之后，国际刑警组织将协同禁毒办组织一场圆桌会议，与执法专家进行商讨。 

保护易受攻击的目标 

重大集会场合、大众运输系统、主要商业中心，以及自然资源供应企业等目标越来

越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因而，国际社会有必要进行特别的准备，以有效保护

这些目标。国际社会也有必要确定该领域的 佳做法，并建立相应的机制负责交流相关

经验。国际刑警组织随时准备利用这些信息和通讯工具，推动这一进程。 

预防和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有充分证据显示，恐怖组织对使用武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施恐怖主义袭击抱有越

来越浓厚的兴趣。在“预防和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工作组，国际刑警组织可以贡献

出自己在打击生物恐怖主义方面的知识。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出版了《事故准备和应对

指南》并已提交给工作组，这是一份全面和循序渐进的手册，可供执法机构参阅，用来

准备和处理生物恐怖主义事件。 

信息交流 

《行动计划》还强调各国有必要加强协调与合作，从而能及时、准确地交流预防和打击

恐怖主义的信息。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和信息工具就提供这种服务。 

I-24/7 

国际刑警组织为各会员国提供一个安全的全球通讯系统，名为“I-24/7”，它可以帮助各

会员国实时、安全地传输有关嫌犯、通缉犯和犯罪行为的相关信息和犯罪情报。 

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 

一旦警察能够进行跨边界通讯，他们就需要获得能够有助于调查或对预防犯罪有帮助的

信息。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建立并维护了一个包含各种关键数据的数据库，例如，个别人员

和通缉犯的姓名、指纹、照片、DNA 信息、失窃或遗失的旅行证件、失窃的车辆，以及与刑

事案件相关的非法武器。 

而且，国际刑警组织组建了一个反恐特别工作组（联合特别工作组），通过由专门联络警

官组成的网络搜集和分析以地区挑战和需求为重点的信息，从而促进行动者及时交流信息。 

可供分享的信息越多，国际刑警组织的工具对于各会员国就越有价值。因此，全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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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执法机构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信息和交流工具，而且，它们也提供了

许多有关犯罪行为的关键信息，例如，报告失窃和遗失的旅行证件、失窃的车辆等等。 

边界安全 

《行动计划》明确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有必要提高边界安全。执法机构和边境管制机关

只有在获得足够的专门信息之后，例如，储存在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中的信息（尤其是那些

有关通缉犯和失窃/遗失旅行证件的信息），才有可能成功预防恐怖行为和有效保证边界安全。 

为加强边界安全，国际刑警组织认为，向“现场警察”，尤其是在边境检查点工作的警察，

提供相应的警察数据至关重要。因此，国际刑警组织致力于帮助各会员国建立此类通讯结构。 

结论 

总而言之，帮助各会员国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的 有效方式是为各会员国提

供必要的信息和知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包括培训、 佳做法、技术装备、分析服务

等（能力建设）在内的技术援助，帮助各会员国不断提高本国的反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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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Krzysztof Paturej 先生 

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化学武器公约》并没有特别涉及到反恐战争的问题，其条款也没有提到恐怖主义。然

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各会员国已明确表示该组织不能置身于国际反恐斗争之外。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委员会于 2001 年 12 月 7 日做出一致决定，声明全面有效执行该

《公约》的各项条款本身就是在为全球反恐斗争做贡献。 

委员会明确了该组织在五个领域为全球反恐斗争做贡献： 

 推动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公约》； 

 全面执行《化学武器公约》所要求的各项立法措施； 

 全面执行《公约》中关于销毁化学武器的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 

 全面执行与《公约》中未禁止行动相关的第六条的规定； 

 化学武器组织响应第十条所规定的援助和保护条款的能力。 

与此同时，委员会成立一个反恐工作组，由各会员国讨论参与反恐工作的各个方面。工

作组还定期邀请国际合作伙伴参加它的会议，从而也担当起重要的磋商职能。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与反恐领域的许多地区、次区域和国际组织及机构建立并保持着沟通

渠道，其中包括联合国、欧安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建立这些联系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这些组

织如何遵照相关的授权，通过交流所需的信息、知识和技能，以及通过协调各种与反恐行动

有关的方案活动来相互援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其决策机构的授权及其保密政策来保持

这些联系。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各自的任务范围

内，继续努力帮助各国建立能力，以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核材料、化学材料或放射性材料，确

保有关设施的安全，并在一旦发生用这些材料发动的袭击时做出有效应对”，这是对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所发挥作用的肯定。 

保护化工厂和化学品的运输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正如恐怖分子在伊拉克境内

使用氯气发动袭击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恐怖分子不仅将目光集中在开发和使用违禁化学品

上，而且也放在攻击化工设施和使用日常化学产品上，这种情况并非不可想象。禁止化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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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组织支持各会员国继续加强彼此在保护化工企业设施方面的互动。 

联合国大会一项名为“执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

的公约”的决议（第 A/RES/61/68 号决议，2007 年 1 月 3 日）也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为反恐

斗争所做的贡献予以了肯定。这项每年由波兰提出的决议在第 3 段中声明，全面有效执行《公

约》中的所有条款，包括有关国家执行（第七条）以及援助和防御化学武器（第十条）的条

款，是为联合国开展的打击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国际斗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一个活跃成员，它积极支持工作队所提出

的有关打击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项倡议。 

总而言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参与全球反恐斗争是基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决策机构的明

确授权。各会员国一致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不是一个反恐机构，因为《化学武器公约》并

没有专门提出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同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各会员国也一致认为，通过有

效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的各项条款，保持并发展潜能，帮助各会员国应对使用化学武器的

威胁，以及建立与国际机构的联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积极支持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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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Hartmut Hesse 先生 

高级副主任 
国际海事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自从 1980 年代以来，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多项有关采取措施防止乘客和船员在船上从事

非法活动的国际协定、方针和建议。“9·11”事件之后，国际海事组织又提出了一些提高海上

安全的特别措施（《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十一-2 章和《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这

些措施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强制实施，适用于所有从事国际海运的船舶以及为它们提供服务

的港口设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行动，促使船舶和港口设施参与侦查并阻止威胁海

上运输安全的行为。 

这些措施旨在防止安全事故和处理：（a）以船舶为目标的犯罪行为；（b）将船舶作为武

器的行为；以及（c）使用船舶运送人员或物资导致发生事故的行为或利用这些物资实施犯罪

行动的行为。目前有 158 个国家在应用这些措施，达到全球商船总数的 99%以上。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为评估安全风险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一致框架，让各

缔约国能够通过改变船舶和港口设施受攻击的可能性弥补安全威胁方面的变化。因此，它为

预防和打击国际船运中的恐怖行动提供了一个国际标准。 

为支持这些要求，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制定，并将继续制定内容广泛的方针，指导各国诠

释并应用这些条款。 

国际海事组织 近还通过了一项有关“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的管理框架，以提高各国

的安全。相关的要求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在实践方面建立

全球船舶远程识别和跟踪系统。 

为了提高发展中地区的海上安全能力，国际海事组织启动了“全球海上安全行动”。到目

前为止，国际海事组织已派出了 41 个国家顾问团，总共举办了 27 场地区和 55 场全国研讨会、

讨论会或课程，为大约 4 390 人提供了海事安全知识培训。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计划继续举

行地区和国家级会议——也倾向于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合作共同举办——以支持执行和实施海

事安全制度，促进地区合作与协调。 

整理数据显示，[《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十一-2 章和《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非常良好。然而，各国执行、遵守和强制实施这些条款的程度似乎并不

“平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懈怠”之处。似乎不是所有的缔约国政府都在全力以赴执行所

有这些条款。在遵守方面，目前更多的困难集中在港口设施上，而不是船舶上。国际海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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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鼓励各缔约国政府采取适当的行动解决这一问题，海事组织愿意为此提供援助。 

因此，促进各国执行和执行海事安全条款也成为国际海事组织目前的工作重点。 

为保证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航路的安全，向国际海上交通开放，并从而确保海上交通安

全不受干扰，国际海事组织将重点放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上：2005 年和 2006 年，国际海事

组织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召开“促进安全、保安和环境保护”会议，与三个沿海国

进行磋商。2006 年的会议确定了大量旨在提高海峡地区的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项目。这些沿海

国家也发表了他们对于在本国、使用国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之间建立常设合作机制的看法。本

轮的 后一次会议将于 2007 年 9 月在新加坡举行，预计将批准此类机制。 

国际海事组织始终致力于为各会员国政府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帮助它们执行《全球反

恐战略》，并支持反恐执行工作队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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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Marla Weinstein 女士 

法律顾问 
国际民航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非常感谢组织者邀请国际民航组织参加此次研讨会，我将简要阐述我们在促进《全球反

恐战略》中所起的作用。 

国际民用航空一直是恐怖主义的首选目标，并且这种情况可能继续下去。自从 1960 年代

以来，航空安全一直是国际民航组织 优先的工作。国际民航组织采取各项措施制定了首批

国际反恐文书。1970 年，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努力下，联合国通过了《海牙公约》，第一次在联

合国公约中加入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原则，即，各会员国有义务引渡或起诉嫌犯。在国际民

航组织的支持下，五项航空安全公约和条约得以通过，构成了联合国系统内 13 项国际反恐文

书的一部分。目前，国际民航组织正筹备在 7 月份召开一场法律委员会特别小组委员会会议，

筹划草拟一份或多份协议草案，处理新出现的威胁民用航空安全的问题。例如，其中一项内

容是确保根据这些公约，明确宣布像“9·11”袭击事件的指挥者和组织者这样的犯罪分子应

当受到国际惩罚。此外，国际民航组织还积极参加了与许多联合国大会决议相关的工作，特

别是与便携式导弹有关的事宜。 

为了维护航空安全，国际民航组织采纳了“标准与建议措施”，由各会员国予以执行，从

而为防范恐怖分子对民用航空发动袭击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确保了乘客、机组人员、地勤人

员、公众、飞机和机场服务设施的安全。这些标准和推荐做法主要包含在《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芝加哥公约》）的附件 17 中。各会员国都接受《芝加哥公约》标准的限制，如需要采

取不同标准，需提出正式申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附件 17 第 4 章包含的“预防性安全措施”

内容，该措施规定各会员国应建立并执行相关机制，以防止武器、爆炸物或任何其他可被用

于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设备、物品和材料通过民用航空渠道进入他国。此类措施将并入各会

员国的各级航空安全计划，包括管理方面、机场和航线方面，以及其他由会员国决定的方面。

各会员国负责执行与保安有关的各项标准，国际民航组织也强烈建议各会员国执行推荐的做

法，包括附件 17 中所列的，以及其他附件中所列的与保安有关的标准和推荐做法。 

为了推动各会员国更好地执行附件 17 中的内容，国际民航组织于 2002 年 6 月启动了“普

遍保安审计计划”。该计划规定对国际民航组织所有会员国的航空保安系统进行普遍、强制性

和定期的审计。普遍保安审计计划旨在通过定期审计各会员国的保安系统，帮助它们执行自

己的各项航空保安责任，从而促进全球航空安全。审计结果将明确指出各会员国在航空保安

系统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为缓解或解决问题提供相应的建议。国际民航组织的协调援助和发

展科负责帮助会员国解决其存在的不足。截止到 2007 年 5 月 14 日，161 个会员国已从初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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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获益。 

《芝加哥公约》附件 9“简化手续”也与保安事宜切实相关，包括与旅行证件有关的国境

控制程序和措施。国际民航组织还出版了有关机器可读旅行证件的规范——目前主要是机器

可读护照、机器可读签证和机器可读官方旅行证件。机器可读旅行证件的全球内部可操作性

有助于促进边境地区对国际旅行者的检查，全面提高安全保障。 

在促进航空和边界安全方面，引入电子护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同时也有利于促进

乘客处理流程。国际民航组织的公钥目录是所有需要验证和鉴别证件的电子护照发放者公开

签署他们发放的关键证件的主要全球分配点。全世界的电子护照检查员都可以获得公钥目录

并使用公开签署密钥来秘密地验证电子护照。 

作为全球反恐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能力建设方面，国际民航组织的协调援助和发展

科为各国提供航空保安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该部门还负责开发所有的航空保安培训资料，

向航空保安培训中心网络的成员提供，目前，全世界有 16 个指定的航空保安培训中心。协调

援助和发展科负责有效和高效地执行协调援助和发展战略，促进航空保安行动计划执行工作

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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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Nadim Kyriakos-Saad 先生 

高级顾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 

 

首先，我要感谢奥地利政府的盛情招待，感谢禁毒办邀请我参加此次研讨会。 

今天，我想首先简单谈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领域的工作，然后，再

简要说说反恐执行工作队负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工作组所做的各项工作。 

在过去几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其作为一个经济机构的视角，开始越来越关注洗钱

和资助恐怖主义可能对各会员国经济和国际金融系统带来的系统性后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工作动力来自于我们对保护国际金融系统安全的关注，这也是

我们在所有会员国内“建立有序的基础经济和金融条件”的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评估对标准的遵守情况，以确认优势和不足； 

 为帮助解决不足提供技术援助； 

 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政策和研究发展。 

评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工作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金融部门评估方案和

基金组织的离岸金融部门计划为基础进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与世界银行、反洗钱金

融行动工作组和类似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区域机构合作协调开展这项工作。 

评估工作主要基于： 

 一套共同的标准，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 40+9 项建议； 

 一套共同的方法； 

 一项共同的评估员培训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可能将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作为它的年度第四条磋商任务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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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多个领域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会员国的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框

架： 

 符合国际标准的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法律规章制度的起草； 

 金融部门的管理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对有关法律、规章、政策和程序的执行 

 所有相关机构的培训与能力建设； 

更具体地说，技术援助尤其侧重于以下工作： 

 诊断 

 国家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战略、协调和政策 

 风险评估 

 提高公众认识 

 立法 

 规章制度和指导方针 

 金融情报机构 

 监督结构和工具 

 刑事司法 

 国际合作 

 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框架的有效性和效率 

政策和研究 

在过去六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积极研究和分析各种执行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

的国际做法，以此作为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的基础： 

 一份有关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参考指南； 

 有关金融情报机构和反资助恐怖主义立法草案的手册； 

 哈瓦拉汇款系统和汇款制度方面的工作；以及 

 有关其他主题的文件，包括恐怖主义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将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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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保护工作融入维护金融市场安全和稳定的总体工作中去。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项目正在进行中：关于没收犯罪所得财物的手册；开发基于风险方

法的工具；研究地下犯罪经济；制定金融机构方针。 

评估得出的观察结果 

新的标准显著地提高了界限——总体遵守水平下降。各国的遵守水平根据各国的收入水

平而呈现巨大的差异。在与资助恐怖主义相关的建议方面，以及在 2003 年推出的措施和与洗

钱相关的相应措施方面，遵守水平显著降低。 

前进的道路 

在执行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建议方面，绝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一些挑战。

各国极其需要国际机构提供援助，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禁毒办和国际刑警

组织，以帮助他们的管辖部门提高针对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开展的保护工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致力于监督其会员国的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框架，并帮助它们

解决存在的不足。它还将继续参与开发必要的工具，帮助各国执行各项标准，例如： 

对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和脆弱性进行评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不同的风险。这些国家应当将执行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

义措施作为优先工作，为发展和执行反洗钱/反资助恐怖主义系统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这一

点至关重要。 

反恐执行工作队负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工作组活动情况 

为帮助各会员国，反恐执行工作队组建了一个专门负责处理资助恐怖主义的工作组，该

小组负责审核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战略的各个部分内容，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提高各会员国执

行包括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特别建议在内的国际标准的效率。 

负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工作组的工作并不在于修改该领域的标准，而在于帮助各会员国

了解并解决它们在执行过程中所遇见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该工作组正清查目前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各种做法，及其效率。这

一工作目前进展很顺利，它包括： 

 审核现有关于各会员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国际标准执行情况的资料和各国在执行期

间所遇到的阻碍，并为有效执行这些标准和高效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提供建议/新观点。 

 根据工作队相关机构提交的评估报告，审核有关执行国际标准情况的统计数据。 

 征求来自各个部门/领域的各种专家所提的建议。在这方面，该工作组已经组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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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圆桌会议，与会的专家来自于以下各个部门/领域： 

执法和刑事司法 

私营部门/银行业 

管理部门 

情报部门 

金融情报机构 

没有各会员国的通力支持，我们无法完成这些工作，我们期待各会员国一如既往地支持

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帮助各会员国制定自己的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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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Jeffrey Avina 先生 

业务司司长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我精心准备了一篇可以反复使用的演讲稿，我觉得它相当清楚地阐述了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如今的具体工作。但是，尽管由于大会主席的高瞻远瞩，我昨晚有

幸有机会仔细思考我昨天听到的各种发言，我今天所听到的是各个不同的机构所完成的出色

工作。我还从一些会员国代表的口中听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这个组织——禁毒办—

—我有幸是其中一位司长——也需要不断发展我们解决恐怖主义的方法，从而提高我们的效

率，并对各会员国的要求做出 快的反应，这让我觉得自己并非反恐问题的专家，而只是在

努力将自己所掌握的管理技巧引入解决任何威胁世界安全的问题。 

正如我昨天听到的，也如我今天所闻的，我承认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错综复杂，

而我们所采取的不同方法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效率，决定今天出席的各个机构代表是否会把

我们看作一个高效的合作者。它们也有可能决定我们是否能更高效地为各会员国提供服务。 

禁毒办负责三项主要的工作：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禁毒办制定了一项新的战略。一

项新的战略文件已经获得两个委员会的批准。禁毒办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执行这一战略并确保

我们通过一种横向的方式来处理此后的这一问题。 

我很高兴地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们说到他们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方面取得的成

就。禁毒办也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共同担任该

委员会的主席。国际社会公认禁毒办是一个有能力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这些领

域可能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反洗钱很快将成为其中一个领域。在反洗钱方面，我们已

经积极从事了十多年的工作，现在关键性的问题是问问诸位以及我们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将

我们的技巧 有效地应用于这个特殊领域和这个特殊的问题上呢？”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必须认识到，不同的问题会随之而来，它们会有许多不同

的表现形式，随着这些问题的横向到来，这个机构有责任去调整、改进和承担解决这些问题

的责任，让我们机构所拥有的全部专家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我应该声明，正式地声明，

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致力于解决许多领域的问题。而且，这些工作中有许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我们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各国批准全面反恐法律文书，帮助各国刑事司法系统执行这些法

律文书。除了反洗钱工作以外，我们还与在座的许多合作机构共同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制

定示范法、起草立法、开展法律互助和举行国家和区域各级国际合作研讨会，目的就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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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见到的这类合作模式。 

我们同样在与我们各个合作伙伴一道努力建立金融情报机构，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同事在谈到需要做的工作以及他们通过第 4 条磋商所正在做的工作时已经很好地谈到了这

一问题。这一领域的能力建设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禁毒办当然也绝不会置身于这一职责之

外。 

总而言之，我想总结的一点是，我听大家说得越多，我就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

杂性，以及它所呈现的形式的多样性，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工作确实能够拯救很多人的生

命，并且，如果我们都想保证我们的效率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合作，并切实认识到这

一问题的不同性质。恐怖主义的基础具有历史性、国家性和次区域，它有许多因素。我们都

知道它有多么复杂。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尽快行动，确保我们的有效合作所取

得的成果压过那些一心作恶者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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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Taous Feroukhi 女士阁下 

阿尔及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法语演讲）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欢迎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反恐战略》，这也体现了各会员国致力于保

护集体安全的共同意愿。 

我们认为，在维也纳举行此次研讨会为国际社会寻找各种方法和方式落实行动计划中所

列的四部分措施提供了一个良机，这一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增强各会员国的能力，加强联合国

在反恐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各会员国应热衷于为巩固新兴的国际反恐合作贡献力量，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委托给

了制度化的执行工作队，工作队负责保证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涉及反恐事宜的国际组织之间

的协调与合作。 

阿尔及利亚支持《全球反恐战略》的首要目标，即，让各会员国能够受益于国际组织和

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和技术援助。鉴于我们今天共同聚集在维也纳，我们呼吁禁毒办，正如执

行主任 Costa 先生所概述的那样，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推进工作，尤其是在法律援助、有组织

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反洗钱以及司法部门专业人员与专家的培训方面。 

请允许我对此次研讨会非正式工作议程的主题三做一个初步评论： 

 委托给执行工作队的使命——促进联合国各个涉及反恐任务的机构之间的互补和协

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给予的授权。因此，应认真考虑这一关键性的方面，这

对于完成这一复杂而严格的使命至关重要。 

 确定优先事项并建立适当的机制，促进各相关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并牢

记《行动计划》设想的措施数量和范围。 

 受邀负责增强各国能力的相关机构和组织拥有足够的灵活性，缺乏 后期限，尤其

是，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源可能严重影响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速度，与此同时，

恐怖分子却在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战略。 

 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需要各会员国发出明确而坚决的信号，为这些机构和金融问

题提供合适的应对措施。 

 近来的经验显示国际合作能够对法律和司法事宜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引渡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国际社会没有为实现这一领域的进步而确定更加明确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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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所设想的各项措施的自愿性质可能破坏战略的动力。 

 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即，恐怖分子利用现代通讯方式，尤其是因特网

和卫星频道来传播其邪恶意识形态。一些卫星电视频道的过分开放性导致它们成为

恐怖组织的传话筒，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行动计划》中所列的各项监测措施。 

 关于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如果我们能将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加入《行动计划》

第三部分所列出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名单中并鼓励各会员国加强相应的合作，这对于

国际社会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将会非常有帮助。 

 同样，考虑到穆斯林宗教所遭受的污名，并且如今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许多人常常将

它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合作也是一项首要任

务。不断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加强教育，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这对

于解决误解和僵化的认识和切断这一仇恨的温床非常有必要。 

在区域一级，国际社会应继续鼓励那些还没有批准有关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非洲公

约》的非洲国家尽快批准该《公约》，这一公约于 1999 年在阿尔及尔获得通过。其次，相关

国家还应继续采取各项措施执行《非洲联盟行动计划》，该计划于 2002 年在阿尔及尔获得通

过。这两份公约都有助于实现联合国战略的目标。 

鉴于此，国际社会应鼓励非洲国家充分借助设在阿尔及尔的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

该中心旨在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专家和专业人员，以及通过国家协调中心交换情报来加强

非洲各国的合作与协调，并提高其对恐怖主义的认识。 

在国家一级，将现有的国际反恐文书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反恐问题的决议融入本国的立法

之中，这是许多诸如阿尔及利亚等已签署了所有这些文件和决议的国家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我们希望《全球反恐战略》将在这方面为各会员国的努力提供支持，因为各国都需要获得先

进的知识并保证专家和专业人员得到相应的培训。 

 



 

100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Baki Ilkin 先生阁下的发言 

土耳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如果我没有听漏的话，似乎没有代表提到“引渡或起诉”规则问题。全世界有大量的恐

怖分子寻求并获得了第三国的政治庇护。这些国家可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是，这不

可避免地将这些国家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安全港。 

理想的做法是引渡他们。如果东道国无法实施引渡，则至少应起诉这些人。 

 

Verónica Calcinari 女士的发言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西班牙语演讲） 

 

请允许我首先感谢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组

织此次研讨会。 

我们欢迎举办此次研讨会，因为这使我们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与各国代表分享经

验，以加强反恐斗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希望借此机会重申，我国坚决并无条件地谴责一切形式和

表现的恐怖主义。为避免任何猜疑，我国还要重申，我们致力于支持一切有关这一主题的适

当的国际论坛。为表明我们愿意支持这一政策，我国已加强了本国相关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

义的立法。而且，在制定旨在加强和巩固双边、地区以及世界合作的提议方面，我国也发挥

了领导作用，因为这些唯一能够确保国际社会勇敢地遏制恐怖主义泛滥趋势并且不会产生双

重解释的途径。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声明，国际社会必须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中规定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基础上打击一切恐怖组织的活动，同时还应遵守《全

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的各项条款；各国必须起诉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引渡恐怖主义嫌犯，

防止这些恐怖分子借助某些国家的领土以内或以外组织或资助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行动。 

考虑到上述这些因素，我国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声明，我国政府坚决并无条件地反对美国

无视我国相关当局提出的引渡请求而做出释放 Luis Posada Carriles 的决定。众所周知，Pos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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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les 先生对多起针对古巴和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负责，包括 1976 年 10 月对一个

隶属于古巴国家航线的航班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这次事件造成来自不同国家的 73 名无

辜平民罹难。迄今为止，我国总统、我国政府没有收到美国政府的任何回复。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认为，为确实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在引渡和审判

恐怖主义嫌犯方面的法律互助。在这方面，为那些涉嫌此类犯罪行为的嫌犯提供庇护显然违

背了国际法，并有悖于各种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这也体现出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

不尊重和严重冒犯。 

总而言之，主席先生，我想重申此次讨论期间多位代表已经表述的观点：这场斗争的主

要责任落在了各会员国和他们的行动上。 

 

Mohamed Redouane Ben Khadra 先生阁下的发言 

秘书长的法律顾问 
法律部部长（开罗）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言 

（阿拉伯语演讲） 

 

首先，我支持阿拉伯国家各代表团所做的发言和声明，尤其是关于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

因素以及需要对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定义的发言。我还希望再次声明，《全球反恐战

略》在去年 3 月的利雅得首脑会议上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明确支持，该战略是明确执行反恐斗

争合作概念的重要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继续努力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定义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

这一定义应当区分恐怖主义和人民反抗占领和侵略的合法权利，同时强调杀害无辜平民不为

任何宗教理念或国际公约所接受，该战略也有助于加快国际社会完成联合国国际反恐文书的

草拟工作，并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反恐会议或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反恐会议。 

作为一个积极致力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区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努力鼓励、促进

和协调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了一系列法律、司法和保安机制，并于 1998 年通过《阿

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这一公约包含对恐怖主义的明确定义和一系列保安和司法领域的措

施，这些措施符合《全球反恐战略》和国际决议及公约中所提到的各项措施要求。阿拉伯国

家联盟的其他决议和公约则涵盖了该《公约》未涉及的事宜。 

阿拉伯国家一致努力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执行联合国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各项决议，

加入并在本国实施相关的反恐国际公约。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通过了相关的反恐立法，而且，

阿拉伯国家目前正在草拟阿拉伯国家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公约，以及打击电脑犯罪

的公约，包括防止恐怖分子利用因特网。到目前为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已经收到 13 个阿拉伯

国家关于其预防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措施的答复。这些答复都已递交给联合国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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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秘书长计划将这些答复材料纳入联合国秘书长致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 

在国际合作领域，阿拉伯国家联盟已批准了阿拉伯国家有关刑事问题国际司法合作的示

范法，以改进阿拉伯国家联盟框架内的现有机制，尤其是关于引渡嫌犯和法律互助的机制。 

对于《全球反恐战略》所提出的建立一个国际反恐中心的建议和各区域组织建立区域反

恐中心的呼吁，我想向诸位强调，阿拉伯国家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反恐中心的想法，并且认为

该中心不应取代在国际反恐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现有国际反恐机构，相反，它应该有助于协

调它们的工作，并实现各项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措施的预期效果。提议建立的反恐中心也可

以在情报交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通过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为国家和区域反恐中心牵线搭

桥，各国可以利用该数据库交流其包含的信息并通过安全媒介及时进行讨论，尤其是在追捕

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并阻止其行动的时候。 

关乎建立一个区域反恐中心的建议，阿拉伯国家联盟支持这项建议，并已采取切实措施

予以执行。正如埃及代表团团长昨天所说的那样，阿拉伯司法部长理事会行政办公室已经通

过一项决议，决定在阿拉伯司法部长理事会和内政部长理事会的架构内建立一个阿拉伯工作

组，以审核建立阿拉伯反恐中心的建议。 

我还需要指出，尽管保安和法律措施至关重要，但是它们本身不足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因为，除了那些解决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条件的措施以外，媒体、教育和宗教机构、民间社

会组织和社会科学及心理学机构也应在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文化与自杀式袭击、传

播文明思想与和平、宽容的文化以及驳斥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冲突谬论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我们还必须防止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文化或种族联系在一起，并且制定必要的立法

将所有企图攻击宗教，尤其是将攻击真正的伊斯兰教及其象征的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 

阿拉伯国家联盟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以及所有涉及反恐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和

多个区域组织保持着密切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它时刻准备在联合国各项决议和机制的框

架内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尤其是在提高阿拉伯国家联盟各会员国的反恐能力方面，

发挥积极的作用。 

 

Pornchai Danvivathana 先生的发言 

泰国外交部条约和法律事务司副司长 

 

首先，我要感谢禁毒办与东道国政府组织此次研讨会并盛情邀请我们出席会议。 

关于主题三，我希望与诸位代表分享如下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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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希望重复一下几位代表提到的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原则，这一原则已经获得普遍

认可。一些人称，执行这项原则是将恐怖行动看作政治犯罪的一种例外情况。我们注意到，

执行这一原则和政治犯罪例外情况的概念转变为国家行为还需要时间。但是，如果发展中国

家对我们距离认可这些原则和国家做法的概念还有多远的情况进行调查，会非常有帮助。这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能够采取或不能采取什么措施。 

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放宽一些法律原则。双重犯罪就是应当放宽的一项原则。如果泰国已

经加入的国际协定中做出这样的规定，那么在法律互助的框架内，就泰国的情况而言，这一

方面已经放宽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引渡领域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时过早。我们应该进

一步探讨此类原则是否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加以应用。 

第三点是有关向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问题，因为他们也需

要打击恐怖主义和帮助监督恐怖活动，以确保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承担

不起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旅行费用。要想全面执行联合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我们就必须认真

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说的 后一点是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昨天所提到的区域办法。我希望声明，

除了我们所倡导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办法，自 2000 年以来，泰国已在国家一级设有相应

机制。换句话说，就泰国而言，如果不是全部内容的话，我们至少也是已经执行了《联合国

全球反恐战略》的部分内容。 

 

Mabrouk M. Milad 先生的发言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阿拉伯语演讲） 

 

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组织举办此次重要的研讨会。 

多年来，我国始终非常重视恐怖主义的问题，利比亚一直以来都是遭受这一恐怖现象毒

害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人民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吸引了全世界的

目光，国际社会有必要研究它的根源和打击手段。我将简要概述我国采取的反恐措施，其中

包括： 

 1992 年 1 月 7 日，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请求联合国召开一场联合国大会

特别会议，以研究国际恐怖主义现象，给予它一个清晰的定义并获得各方的认可，

探讨它的根源，寻找打击它的方法，同时确保不违背人民的自卫权和自主权原则，

这些权利受到各项国际法律和条约的保护，也是《联合国宪章》 重要的内容。 



104 研讨会：《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很早就发表了一项倡议，提醒世界各国关注基地组织从事的恐怖行动。早在 1992 年，

我国就要求国际刑警组织追捕基地组织的成员及其头目奥萨玛·本·拉登，因为他

们针对居住在利比亚的外国人发动了恐怖主义袭击。1998 年 5 月，我国发出了一份

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公告，因而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要求逮捕本·拉登及基地组织

成员的国家。 

 批准了 12 项国际反恐文书以及与塞浦路斯、意大利、马耳他和巴基斯坦达成的反恐

合作双边协议，此外还批准了 1999 年 7 月 14 日在阿尔及尔签署的《非洲统一组织

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1998 年 4 月 24 日在开罗签署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打击

国际恐怖主义公约》以及 1983 年 4 月 4 日在利雅得签署的《阿拉伯司法合作公约》

（上述公约见附件）等框架内的多项地区协议。 

 在所有国际会议中，通过正式声明的形式和致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正式报告的

形式，谴责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1984 年成立反恐办公室，直接向外交关系与国际合作总人民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该

办公室负责监督恐怖分子的活动，确定他们的影响以及打击他们的方法。 

 公开谴责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的 2001 年“9·11”袭击事件，肯定美国有权按照《联

合国宪章》采取任何合法的自卫手段。 

 根据 2001 年 11 月 3 日的总人民委员会第 6806 号决议，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其成

员包括涉及反恐事务的各机构首脑，以执行安全理事会 2001 年第 1373 号决议

（S/RES/1373(2001)），并提交了民众国对有关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各项措施的反应。 

 向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1 年第 1373 号决议第 6 条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通告

了其要求的本国相关联系单位的情况，即，外交与合作总人民委员会国际组织总署，

以方便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和其他为执行第 1373/2001 号决议及其他相关决议的国家

与本国合作和沟通。 

 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反恐决议的规定，调整本国的立法。2005 年，我国公布了与反

洗钱有关的 2 号法律，并于 2005 年 1 月 12 日起正式实施。该法律的条款声明，“国

际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附件协议书以及“国际反腐败公约”和其他相关协议

所规定的一切犯罪行为所获得的资金都是非法资金。该法律还规定，本国任何金融、

商业和经济机构应当对代表他们或者为他们进行的任何洗钱行为负刑事责任。 

此外，2005 年，我国还公布了有关银行重组、信贷以及保安的 1 号法律，根据

第 15 条规定，海关官员有权根据海关法授予的职责控制任何现金和货物的进出。 

另一方面，草拟新的制裁法并提交给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议会研究和通过，该

制裁法第 260 条规定，任何自愿提供资金或收集资金或储存资金用于为恐怖主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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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行为都被视为是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并且受到利比亚法律的禁止，如果此类行

为对人民的生命或财产造成损害，则相关犯罪分子将被处以终身监禁。 

除了颁布大量有关监督资金和货物进出利比亚的指令和批示以外，利比亚还对

进出口口岸实施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并严格监视边境地区。在这方面，根据利比亚

与埃及和突尼斯达成的双边合作协议，三国建立了联合管理和保安委员会，通过该

委员会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协调各国为控制共同边境所采取的措施，并

追踪穿越边境的人员及其所携带的物品。而且，利比亚还在与一些区域组织进行合

作，定期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各会员国举行内政部长和保安部长会议，与包括 21 个

非洲国家在内的（沿海和沙漠地区）国家团体举行内政部长与保安部长及保安首脑

举行会议，此外，利比亚还与西地中海国家举行保安和反恐问题部长级和专家级会

议。 

 与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和 1267/1999 号决议组建的两个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保

持着友好透明的合作关系，前一个委员会负责反恐事务，后一个委员会负责基地组

织和塔利班。2004 年 7 月和 12 月，在这两个委员会的代表团访问利比亚期间，民众

国与它们举行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双方探讨了促进合作与交流的方式，代表团

还审查了民众国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反恐决议采取的措施。 

 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各会员国应向委员会提交本国的报告，按照这

一要求，利比亚提交了自己的报告，并对内容予以阐述。 

 2007 年 3 月 18 日至 19 日，经司法总人民委员会倡议，在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的协调下，在总人民大会和总人民委员会的支持下，在的黎波里召开国家反

恐法律研讨会。 

 

Mohammad Mohammad 先生的发言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阿拉伯语演讲） 

 

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奥地利共和国政府、维也纳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及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组织此次研讨会，推动执行联合国大会在获得各会员国的一致支持后于 2006 年

9 月 8 日通过的反恐战略。 

我国代表团赞同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所做的发言，同时，我们还想谈谈以下看法： 

国际社会有必要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组织一场国际反恐会议，争取制定出一个获得各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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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恐怖主义定义，并将其与联合国法律、国际法和国际协定保证的国家斗争和反抗外国占

领的合法权利区别开来。 

因为外国占领是不公正、压迫和耻辱的源头，也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首要根源，这一国

际组织的各会员国应继续努力通过消除可催生恐怖主义的紧张来源，结束国际法实施过程中

所奉行的双重标准，从而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 

在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提醒大家回忆去年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联合

国各项反恐行动的决议以及 2006 年 9 月 8 日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全球

反恐战略》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重要建议。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坚信国际社会有必要优先解决恐怖主义源头问题，例如，

占领、边缘化、贫困和不公正等，而且，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因为伊斯

兰教鼓励的是宽容、爱、和平与公正。 

我国代表团强调，我国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国家作为有组织恐怖主

义主要行为人的国家恐怖主义。 

 

Samantha Job 女士的发言 

联合王国驻反恐委员会代表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发言，我首先要感谢此次盛会的组织者，感谢他们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商讨《全球反恐战略》。 

我想首先引述《全球反恐战略》中的一段话“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决心：……始终明

确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并……紧急采取行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联合国

会员国”决心采取行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讨论的内容。我想就这一

主题谈三点。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份获得我们各国同意的

有力的国际宣言。而且，它获得了我们各国的一致同意。达成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但是我们

做到了。其中确实有一些内容是我们不同意的，在此次研讨会期间，也有一些代表团提出了

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共聚一堂，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一致同意的《全球

反恐战略》上，因此，我们应该始终把握这一核心。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不同意见放在一边。《全

球反恐战略》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让我们大家将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主题上。 

其次，我要感谢执行工作队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们履行着重要的协调与凝聚职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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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将联合国系统各部分的力量凝聚在一个重点上。我们希望对他们予以全力支持。但是，

尽管满怀良好意愿，工作队也不能替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必须

自己去执行这些承诺和义务。 

第三，本着分享各会员国彼此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经验的精神，我希望与诸位分享联

合王国（英国）所做工作的一些细节情况。 

英国没有采用挑挑拣拣的方式去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但是，英国在经过仔细研究该战

略后，根据我国的经验和所面临的具体威胁，确定了一些优先的工作领域。我们特别希望看

到我们在打击煽动问题上，在提高运输安全标准上，以及在打击资助恐怖分子问题上取得一

定的进步。 

虽然制作框架略有不同，英国的国家反恐战略涵盖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所有要

素。我们制定了通过解决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以“预防”出现新一代恐怖分子的战略；

并且，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追捕”和摧毁恐怖分子网络，遏制他们采用任何

方式实施攻击；“保护”易受攻击的目标；并确保我们为承受恐怖主义袭击做好充分的“准备”。 

英国战略中的预防部分涵盖了我们今天在“有利条件”主题下听到的许多方面。极端主

义分子总是力图破坏和平、公正与人类发展，我们认为各国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抵制他们散播

这种信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英国政府支持一项由独立组织提出的方案（“激进中间道路项

目”），该项目邀请有名望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前来英国与英国的年轻穆斯林们会面，解决极端

主义分子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我们认为这是民间社会积极参与我们工作的良好范例，我在

后面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 

英国战略中的“预防”部分还包括为打击煽动行为采取的国家措施，其中包括制定相应

的立法。我们认识到打击煽动行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国家措施，但是，我

们有意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包括技术援助的可能性。 

我们全力支持民间社会参与反恐斗争。我们相信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需要与民间社会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反恐工作，也有意听取其他合作者的看法，以推动这一工作。 

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大会的行动计划》第 2 部分），英国一直积极致力于遏制资

助恐怖分子，并且，我们希望指出《全球反恐战略》在这一领域的一项具体建议，即，执行

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有关反洗钱的四十项建议和有关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九项特别建议。

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尽快执行这些措施。英国也愿意为他国提供相应支持，帮助它们加强和

发展本国在这一领域的能力。例如，去年 11 月份，英国专家与马来西亚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

共同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让该地区的相关工作者和决策者分享彼此在打击资助恐怖分子方面

的经验。 

令人悲哀的是，在过去两年中，英国的运输系统也成为恐怖分子几起袭击事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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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根据我们对威胁的理解来审核英国的运输安全措施。我们想提请各位关注《全球反

恐战略》中的这一特殊问题，我们愿意在这一领域继续开展工作。 

除了这些英国活动的具体例子，我还希望请各代表团仔细阅读欧盟主席散发的概况介绍，

该手册阐明了欧盟采取的各项具体行动，包括为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醒今天到场的各会员国代表团注意我们所面临的一

个挑战。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决心紧急采取行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我也想请所有会

员国代表团在发言的时候至少举出一个他们为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而正在做的具体工作或

者计划去做的工作。 

 

Meirav Eilon-Shahar 女士的发言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武器不断流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已成为一个危害区域和全球和平及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之

所以会出现武器不断流入恐怖分子手中的情况，是因为一些国家在主动为恐怖分子提供武器，

或者对武器流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没有足够的管控能力，或者没有对这个问题引起足

够的重视。《全球反恐战略》的第二章第五条特别提出了这一问题，它也是“预防和打击恐怖

主义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色列认为国际社会应该 紧迫地处理这一问题。 

此外，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大力打击资助恐怖分子和起诉恐怖分子是反恐战略中需要涉及

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因为其他代表已经谈到这一问题，我就不再赘言。此外，我想补充

两个同样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其他问题：限制恐怖分子越境行动和执行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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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 

从禁毒办提供技术援助当中学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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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Margrethe Løj 女士阁下 

丹麦驻捷克共和国大使 
（反恐委员会前主席） 

 

我受邀为这一主题做主旨发言，简单介绍一下为执行国际反恐义务所提供的援助，并对

遵守情况做简要评述。 

我的发言是基于我担任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经验和多年参与发展合作的

经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不是通常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七章的精神通过该决议的。因此，它对所有会员国都具有约束力，并且它提出的

一些措施是各会员国都必须执行的。 

该决议的基本目标是让恐怖分子更难以在全世界发动袭击——因此，有望为预防恐怖主

义袭击事件——不论它们发生在何处——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因而，重点是通过相关的立

法，确保执行机制到位。然而，该决议并没有包含任何惩罚措施。早在 2001 年通过该项决议

的时候，各方就认识到许多国家执行这些措施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难的过程——而且许多

国家可能需要相应的技术援助来完成这一任务。宽泛地说，为了更好地说明相关情况，我经

常将各会员国分为三类： 

 那些愿意并能够执行这些措施的国家； 

 那些愿意但如果得不到援助就没有能力执行这些措施的国家； 

 那些有能力执行但却缺乏政治意愿去执行这些措施的国家。 

我们在讨论技术援助的问题时，应将重点放在确定并援助第二类国家上。我们不应该——

错误地和由于疏忽——将那些有政治意愿但是缺乏必要能力的国家与那些有能力但缺乏政治

意愿的国家混淆起来。 

我认为，所有的行动者，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区域组织和国家政府，在 后——稍后我

还会再谈论这个问题——处理那些不愿意执行这些措施的国家之前，绝对有必要将侧重点特

别放在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上面。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确保公平、信誉和目标：让恐怖分子更难以行动。 

这些考虑让我反思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与促进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哪一项应该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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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我的回答是我们在谈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第 1373 号决议和各项相关公约所规定的

许多措施是促进安全的要素，也是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如果诸位不喜欢“反恐措施”

这个词语，或者如果诸位不喜欢“善治”这一表述，那么你们可以使用任何自己喜欢的标题；

例如“建立必要的政府架构，为长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等等。 

我的观点很简单：一个机能良好的金融系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它有利于吸引外国投

资，也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一个功能良好的边境和海关管控机制对于促进出口，打击非法

贸易，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都很有必要。 

因此，我认为，现在正是所谓的“反恐领域”以及所谓的“发展领域”的所有行动者停

止在口头扯皮、共同采取行动来完成实际任务的时候了。而且，现在也正是国际机构和捐赠

国相关发展方停止使用诸如“我们不实行反恐措施”这样的习惯性回答作为不行动的借口的

时候了。 

技术援助是必需的。推动技术援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点也得到了第 1373 号决议的

肯定。同时，《全球反恐战略》也肯定了这一点。不幸的是，当我在 2006 年底卸去反恐怖主

义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时候，我不得不遗憾地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反恐执行局在推动技术援助

方面的具体成绩乏善可陈。当时距离通过第 1373 号决议已经过去了五年多。 

这并不是说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在技术援助领域没有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工作。例如，禁毒

办就在立法领域为各会员国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这些成绩值得高度表扬，同时也是绝对必要

的。但是，禁毒办的工作并不能涵盖所有需要处理的领域。因此，虽然这些工作非常必要，

但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真诚地希望，费劲周折得以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工

作不仅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执行局，也为整个国际社会创造新的动力，以取得具体的成

果和提供技术援助。 

为了取得这种具体的成果，我们应当奉行一些非常基本的原则，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 

 应本着与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建立真诚合作的精神采取行动； 

 对于各国明确的需求应做出迅速和具体的反应。 

后，我想谈谈有关遵守的问题。事实上，第 1373 号决议没有提到遵守这一词，相反，

它谈到了监督执行。 

然而，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内外的许多合作伙伴都在考虑遵守问题。 

事实上，反恐怖委员会内部在决定该访问哪个国家——在该国同意下——以监督该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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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情况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反映在一些被讨论的国家经常做出的

第一反应上。坦率地说，他们的第一反应差不多都是质问：“为什么是我国，我们做错什么了？” 

当然，事实上，访问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执行，确定技术援助需求，以期为未来的工作优

先提供切实和有针对性的援助。 

因此，我不排除未来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着手解决遵守问题。但是，请允许我强调一点，

它将需要我们做出新的决定。也请允许我建议那些未来可能做出这种决定的国家，为了保证

这种决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它们必须建立在坚实和客观的基础之上。 

作为总结，我想强调，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帮助那些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及其反恐义务方面需要援助但是缺乏必要资源的国家。我们不应在提供和推动技术援助方面

继续争论不休。而且，我们应当停止这种机构内的内讧。我们知道必须要做什么。“9·11”事

件已经过去近 6 年。我们不应当停留于扯皮。让我们向世人证明，我们说话算数，让我们通

过取得具体的成果向世人证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国际社会，包括整个联合国以及它的各个机构在内，

将信誉无存。但是，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将来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受害者的

男女老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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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Shigeki Sumi 先生阁下 

日本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副代表 

 

首先，我要代表日本政府诚挚感谢奥地利政府组织此次重要会议。日本同样感谢联合国

秘书长办公厅以及禁毒办倡议举办此次研讨会。 

日本政府在执行反恐措施时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战略：第一，加强国内措施；第二，促进

国际合作；第三，为能力建设提供援助。 

根据这一政策，日本按照 2001 年 12 月通过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向印度洋派遣了海上

自卫队舰船。日本还通过各种多边、地区和双边论坛强化反恐政治意愿和法律框架。日本为

那些在诸如反洗钱等方面需要提高反恐能力的国家提供援助。我们还通过促进“和平统一”、

“国家建设”以及“人类安全”措施，不断努力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关于为能力建设提供援助，日本已经向一些存在需求的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提供

专家培训，并且多次为一些国家提供用来加强反恐工作的必需设备和设施。 

在本财政年度，为进一步加强援助，日本决定设立两项新的计划，一项计划是“反恐促

进安全合作拨款援助”，预算约为 6 300 万美元，另一项计划是“东盟-日本融合基金”，预算

约为 6 800 万美元。举例为证，2006 年 6 月，日本赠予印度尼西亚巡逻舰，2006 年 8 月，日

本为柬埔寨改造港口安全设施和设备。 

此外，利用这些资金，我们还启动了东盟-日本反恐对话，以探讨加强双方在反恐措施领

域的合作。我们还将继续为由禁毒办主持的技术援助方案提供资金支持。 

自 2003 年以来，日本每年组织一场研讨会，以推动相关各国加入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

近一次研讨会于今年 3 月在东京举行，来自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各国、澳大利亚和美

国，以及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与联合国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条约和立

法事务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今年，过去几年来每年都参加这一会议的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

处处长 Jean-Paul Laborde 在会议上陈述了禁毒办在援助各国加入相关公约和议定书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 

在该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汇报了各国在批准反恐公约和议定书方面的努力，尤其是自 2006
年上届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从各位与会者的发言中，我们很高兴地听到每个国家都在稳

步取得进展，并且他们的努力正在创造实质性的成果。 

该次会议在结束时形成了多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呼吁禁毒办以及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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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国家和次区域方案，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国批准和执行国际反恐法律文书——更具体地

说，根据这些文件将恐怖行动定性为犯罪。 

该次会议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在这方面，日本对 2007 年 1 月《东南亚国家联盟反恐公

约》的通过表示欢迎，该公约符合国际反恐法律文书的精神，同时，日本也感谢禁毒办为帮

助东南亚国家联盟制定该公约所付出的努力。 

我想告诉诸位，5 月 15 日至 16 日，日本在东京举办了第五届亚欧反恐会议。与会者不仅

包括亚洲和欧洲各国，而且，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例如，反恐执行局、禁毒办、东南亚区

域反恐中心、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以及泰国的美泰国际执法学院的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日本认为，此次会议为欧亚会议各合作伙伴提供了一次交流知识、经验和技术的机会，

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各方凝聚力量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挑战。在此次首脑会议结束时，大会

主席做了重要总结，其中提出一些有关欧亚高首脑会议各国应采取步骤的具体建议。诸位可

以在本会议室后面找到首脑会议主席总结发言稿的复印件。 

后，日本政府的上述措施旨在响应和帮助联合国开展各项反恐工作。因此，在执行过

程中，日本将通过吸引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积极参与，继续与联合国系统保持密切的合作。日

本也将继续帮助联合国开展各项工作，尤其是在提高各国反恐能力的技术合作领域。 

日本认为，为了保护各国及其人民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我们有必要根据国际标准加强

我们的反恐措施和能力。《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为协调、一致和全面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提供

了一份蓝图。 

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向全球反恐合作中心提供技术援助，于 1 月份组织召开一次讨论会，

商讨如何才能在亚太地区 好地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终报告已于 3 月份出版，并刊登在

它的网站上，www.globalct.org。 我们认为，该报告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有益分析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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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Sheel Kant Sharma 先生阁下 

印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首先，请允许我，与此前各位发言者一起感谢奥地利政府慷慨帮助并组织此次有关推动

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研讨会。看到联合国系统各主要行动者的代表出席本次研讨

会，令人感到非常振奋。《全球反恐战略》文件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达

成的一致意见，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这种反恐一致意见让我们每个国家都投入到行

动之中，而不是口头上。联合国系统从这份文件中的各项复杂意见和建议中提炼出了具体的

行动计划。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这一总体环境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

在这一领域的授权程度较小而难度较大。与之相比，正如事实所揭示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威

胁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然而，联合国系统，尤其是禁毒办必须根据该战略文件所提供的保

护加大反恐工作的力度，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国际社会非常有必要采取一种全球和全

面的措施毫无保留地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正变得有些飘忽不

定，而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帮助下，即便是采取温和但协调一致的行动，也能为反恐事业做

出巨大的贡献。执行该战略 主要的责任依然落在各国身上，而整个世界也承担不起生活在

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 

印度在本国长期反恐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是，民主政体所有方面的不懈努力与积极协调、

执法、情报以及司法行政是反恐工作的核心。一方面，普通公民需要承受更多的法律义务，

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预防潜在的恐怖分子利用刑事和民事法律上的漏洞浑水摸鱼，民主政

府必须不断妥善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印度已签署了联合国的各项公约，这些公约强调

各国需要强化这些核心要求。我们感谢禁毒办为使这些联合国公约得到更广泛的遵守与执行

所做的努力。我们也通过区域会议、双边合作以及其他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协调的现有机制分

享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此次研讨会将我们的共同努力凝聚在反恐战略的不同方面，也

提醒我们所有人关注我们时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是它为世界反恐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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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Béatrice Damiba 女士阁下 

布基纳法索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法语演讲） 

 

布基纳法索司法部长接受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向他发出的关于参加

此次《全球反恐战略》重要研讨会的邀请。但是，由于国内的情况，他很遗憾无法亲自来到

维也纳。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此次研讨会的举行以及奥地利政府为此所做的工作表示欢迎。也

请允许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并向禁毒办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感谢预防恐怖主义处在促进

国际反恐合作框架内向布基纳法索提供的特别帮助。 

布基纳法索是首批签署《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国家之一，也

是 早签署 初的 12 项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全面文书的国家之一。 

 我国还签署了非洲联盟有关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并积极参与总部位于阿尔及

尔的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的各项活动。 

 2001 年 11 月，在禁毒办的援助下，我国主持了次区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部长级研

讨会，该研讨会旨在推动相关各国批准《巴勒莫公约》及其议定书。 

 2005 年 1 月，在瓦加杜古举行将上述公约及议定书的条款纳入国家立法的全国研讨

会，会议 终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并提出了执行这些公约的建议。 

 2005 年 2 月，国际刑警组织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猴面包树项目组织了一场

有关反恐调查技巧的训练讲习班。 

 同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布基纳法索主持召开第十五届非洲缉毒执法机构负责人

会议。众所周知，这些威胁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无法孤立地去解决它们。 

 2006 年 2 月至 3 月，根据国际反恐合作框架，布基纳法索的 5 名法官有幸访问了维

也纳、图卢兹、巴黎、阿尔及尔和海牙。随后，这一试点方案得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的其他团体。 

布基纳法索还申请相关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并为布基纳法索培训一部分官员。禁毒办、国

际民航组织和欧盟对以下行动的支持也让布基纳法索受益匪浅： 

 为 42 名法官就“司法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一主题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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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90 名法院官员提供有关“在打击犯罪中宪兵的作用”的培训； 

 为 50 名法警提供了有关“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培训。 

而且，布基纳法索也从民用航空保安审计计划的技术评估中受益匪浅。 

以上这些充分说明，通过在培训或交流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来提高自身能力至关重要，

不仅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如此，对于整个非洲来说同样如此。 

按照 Margrethe Lфj 大使刚才的分类，布基纳法索属于有意愿但是缺乏能力的国家。 

通过从预防恐怖主义处获得的示范性合作，布基纳法索于 2007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主持

了第四届非洲法语国家司法部长会议，讨论执行国际反恐文书的问题。几十个国际和区域组

织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产生的《瓦加杜古宣言》制定了相应的义务和建议，同时，与会部长们也对《联合

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通过表示欢迎。（诸位可以在会议室外看到该宣言的文本）。司法部长们

呼吁，为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相关机构应提供综合与协调一致的技术援助。事实上，反恐

斗争不可能由各个国家孤立地进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集体的方法，并以团结为基础共同开

展反恐斗争（这也是我们从昨天起一直在这里举行会议的原因）。同时，反恐斗争也需要各国

真诚地交流经验并提供连续的金融资源。 

虽然我们的《刑法》包含了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应条款，但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符合国际

法律文件的要求，布基纳法索 近对全国立法编纂委员会加以改进，授权其立即评估《刑法》

和《刑事诉讼程序法》。此后，同时也应布基纳法索政府的要求，2007 年 10 月，预防恐怖主

义处将在瓦加杜古为全国立法编纂委员会刑法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组织一场讨论会。 

作为反恐政策的一部分，布基纳法索还计划于 近成立一个全国反恐协调委员会。 

下面是我们得出的经验，也是我此次发言的结束语： 

 我们必须继续表现出团结； 

 我们永远也不应当说“这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教育和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应草拟指南和手册； 

 必须为反恐斗争提供足够的资源与措施； 

 作为连贯措施的一部分，联合国系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加强与各

会员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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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Gregory L. Schulte 先生阁下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我也想按照英国代表所提出的那样，让每个国家的代表都谈谈本国为执行《全球反恐战

略》所做的具体工作，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对于美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我只想提小

小的一点，但我认为它和今天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美国政府在过去两年中为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和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工作，以及全球反洗钱方案捐赠了

200 万美元。这是因为美国认为这两个方案非常重要，我想就预防恐怖主义处略谈两句。我们

非常欣赏该处的专业知识，也非常赞赏它为促进各国签署国际公约并帮助各国按照本国的国

际义务调整自己的国内立法，以及与法官和检察官合作推动执行相关议定书而提供的技术援

助。 

禁毒办在刑事司法国际合作领域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提高

各国法律互助和引渡的能力。而这两者对于执行相关的反犯罪公约和反恐文书至关重要。 

禁毒办的其他工作也非常重要，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全球反洗钱方案以及法律咨询方案。

禁毒办应继续协调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同时也应该继续协调本机构内部的工作，从而

大程度地发挥其专业技能，促进实现技术援助的使命。 

从禁毒办提供技术援助的经验中，我们得出了什么经验？首先，与反恐委员会和反恐执

行局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与协调非常重要。其次，应与其他相关组织开展合作，包括区域和

此区域组织。现在，诸位之中所有驻维也纳工作的代表都知道，多瑙河的对岸就是欧安组织。

它是开展很多工作的好伙伴。在维也纳，人们常常说“跨越多瑙河”，偶尔，我还会听到禁毒

办或欧安组织的同事们说：“嗯，我们需要跨越多瑙河来协调我们的工作。”这听起来就好像

多瑙河上没有桥一样，就好像你实际上不得不建几座桥，不得不造一个筏子来跨越它。正如

Stelzer 大使告诉我们的，有很多非常坚实的大桥横跨在多瑙河上，甚至还有一条地铁穿越它。

因此，跨越多瑙河，跨越大西洋到达纽约，利用所有这些桥梁，这对我们以一种综合的方式

来解决和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还通过禁毒办的经验认识到，与其他援助提供者建立合作对于确保正确的协调非常

重要，在禁毒办内部寻找合作与协调同样重要。将打击犯罪和毒品融入到广泛的反恐方案中，

将反恐问题变成主流。另一个宝贵经验是我们应当仿效禁毒办与诸如东盟等区域组织的合作，

帮助他们将区域文书与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协调一致。另一个宝贵经验是报告的重要性。在提

供及时、准确的有关技术援助讨论会、研讨会和活动的总结方面，在制作说明中期和长期方

案所取得的具体成果的文件方面，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工作令人惊叹。说句离题的话，预防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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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处的能力及其将成就用文件记录下来的意愿，我认为确实可称典范，值得联合国其他

机构效仿。他们向捐赠者提供有关捐款使用情况的透明和准确的报告，这有助于增强我们所

有人和所有捐赠者的信心。 后，请允许我更宽泛地谈谈《全球反恐战略》。从美国的角度来

看，执行工作队需要注意，在联合国大会继续执行该战略和安全理事会继续执行其与反恐事

宜有关的决议的同时，应当确保这些核心机构在完成他们各自独立的任务时保持合作与协调，

共同完成反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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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Carol Fuller 女士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秘书 

 

我发言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与区域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好处——在此，我主要是指美

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由美洲国家组织于 1999 年创立，其宗旨是促进

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以预防、打击和消除西半球的恐怖主义。2002 年，随着秘书处的建

立，它也开始完全行使职能。从那以后，西半球的反恐系统架构完全依托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全面反恐法律文书、《美洲国家反恐公约》、包含合作原则和具体的反恐措施并获得

美洲国家组织各会员国批准的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工作计划，以及现在的《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 

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通过它的秘书处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援助，并大力推进国际

合作。它的十个方案涵盖六个主要领域：边境管制、金融控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反恐立

法援助、恐怖主义危机管理和政策发展与协调。一个由各会员国的国家联络点组成的网络在

技术问题方面和组织各国间培训方面为彼此之间以及与秘书处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个重要桥

梁。因此，反恐中心点已经在西半球成功建立起来。 

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建立并加强其与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的合作关系。2003 年 3 月，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列为地区合作

反恐的典范，并要求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于 2003 年 10 月主持第二届区域组织会议。与许

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机构，尤其是与联合国各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已经发

展成为我们方法和方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在西半球所学

到的重要经验教训中，其中一点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提高各国安全需要扩大和提高合作，包

括国际上的、区域的、次区域的以及国内合作，其中甚至应包括政府各部门与私营企业之间

的合作。如今，秘书处的合作伙伴已经包括 20 多个政府和私营组织。例如，我们的港口保安

和机场保安方案帮助各国遵守国际海事组织的国际船舶与港口安全标准，以及国际民航组织

的航空安全标准。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犯罪司法所）通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启动了其加强大规模事件安全的国际常设观测站，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联合国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区域中心正在开展协作，以帮助各国遵守其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所应承担的义务。 

我们与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在反恐立法领域建立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就是一个

好的范例，说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强有力的合作与协调关系能够让各会员国享受到多大

的好处。我们定期在美洲国家组织各会员国组织联合讨论会，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国草拟

立法批准和执行各项反恐文书。这种合作关系提高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组织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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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有助于避免工作重复，提高了本地区各国政府对相关反恐事宜的认识，并通过鼓励批准

和执行国际反恐文书和《美洲国家反恐公约》加强了国际合作。 

我们从这种合作关系中学到了许多明确无误的经验教训。通过加入规模更大或资金更为

充裕的组织，例如联合国，区域组织能够分享更大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并且吸收它们的全球

反恐经验。反过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也能够利用地区经验和后勤资源，帮助他们完成

自己的目标。各会员国也会从这两者之中受益，但是，考虑到在现实情况中，全球和区域合

作的各项工作庞杂纷繁，行动者应尽力避免工作重复，这一点至关重要。 后，虽然各国政

府负责他们各自公民的安全，但是，安全是一项共同的责任。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政府和

民间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解决全盘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提高全社会

的认识和对安全的关注。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欢迎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取得具

体和实际的反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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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Anita Nilsson 女士的代表 Peter Colgan 先生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办公室主任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很荣幸有机会在这一重要的“促进落实《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今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欢庆了它与各会员国在三个授权负责领域合作 50 周年纪念日：核

技术、安全以及核查。 

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和保护领域长期以来的活动也为核安全做出了贡献，专门

的核安全方案通常被认为是 1990 年代中期为应对非法走私核材料和武器事件频发而发展起来

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活动在随后几年中，尤其是在 2001 年“9·11”事件之后，

得到了快速发展。 

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正在实施它的 2006-2009 年第二个核安全计划，该计划已获得安理会

和大会的批准。通过执行该安全计划中所设定的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各会员国的请求下

帮助各国防止核材料及相关技术流入非该组织会员国的手中，并相应地帮助各会员国履行国

际义务。进而，根据各自的保障监督义务，绝大多数会员国都需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审计和控

制核材料的系统。我们的安全核查员几乎每天定期对数百个核设施和数千公斤核材料进行监

督。显然，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预防核恐怖主义。 

在这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欢迎 近通过的为提高核安全和打击核恐怖主义而加强国际

法律框架的措施，包括《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放射源安全与保安行为准则》和相关的《放

射源的进出口导则》以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除了这些公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全面安全协议和附属协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和第 1540（20040 号决议也构

成了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计划》国际平台的一部分。去年举行的第五十届国际原子

能机构大会邀请机构的秘书处向各会员国在其请求之下根据机构的法律职责提供援助，帮助

各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方案和活动包括以下： 

 促进并帮助各国遵守和执行相关的国际公约。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权范围内，提供立法和规章援助，帮助各会员国通过必要的

立法来实施相关公约，例如，安全协议及附属协议，以及《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及其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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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各国加强控制核材料和相关技术的系统，使各国政府能执行其签署的各项公约

并加强本国的控制。 

 为各国提供支持，以执行高标准的核材料、核设施和核运输的物理保护措施。 

 为各会员国升级对海关和边境的管控提供支持，以提高会员国侦查非法走私核材料

及相关技术的能力。 

 启动一个 24 小时网络，以便在发生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或放射性武器或原料发动袭

击时，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事故与紧急情况中心及时通知，协调援助与应急反应。 

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促进制定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核安全指南的政策文件，其中包

括一些建议和实际安排，指导各会员国如何执行其与加强核安全相关的国际义务。这份有关

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统计和控制核材料的系统的指南有助于促进各国根据各自的安全协议执

行相关的义务。而且，为支持《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正案生效后得到一致的执行，

也需要有关设计和维护对核材料和核设施物理保护措施的指南。 

为进一步帮助各会员国开展各项履行国际义务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并开展了评

价和评估服务，帮助各会员国发现核安全领域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它们的审计和

控制核材料的国家系统，以及它们的核材料与核设施物理保护制度。自 2003 年以来，国际原

子能机构已经开展了 70 多次这种基于同伴的评估任务。 

然而，加强各会员国的核安全措施需要一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许多国家都请求

获得援助，以完成这一目标。相应的，能力建设也一直是 2006-2009 年度《核安全计划》的基

石。作为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了一项全面教育和培训方案，计划组织各

种教育和培训活动，包括技术和科学访问，以及在核材料与核设施物理保护方面的工作培训

和打击非法走私事务的培训。自 2003 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组织了 150 次培训活动，

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3 000 多人参加了这些活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加强了在国际协调方面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定期与各会员国和其

他相关国际组织举行会议。在与各个会员国磋商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一体化核安全

支持计划，它包含了执行核领域公约的所有必要工作。这些计划为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全面

的工作计划，有助于促进各方行动的协调和产生所需的资源。这些计划提高了现有资源的效

率，有助于避免差距。所有的活动都充分地考虑到了保护敏感信息机密性的需要。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对一些国家的物理保护需求做出响应，为它们改进核材料和核设施的

物理保护提供升级服务和技术支持。它也为一些核设施提供了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提高核材

料审计系统。在侦查非法走私核材料领域的能力建设方面，包括边境检查站，国际原子能机

构已经为大约 20 个国家提供了 800 多套侦查设备。 

2006 年，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的核安全领域的活动大约耗资 2 000 万美元。国际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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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机构用于这些领域的方案和活动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核安全基金获得的额外预算资金。此外，

它还从各会员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实物捐赠。 

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核安全计划获得的持续高额的额外预算资金和实物支持强调了各

会员国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的重视。各会员国都认为该计划是一项协调良好的方案，而且

也经过了与各会员国的认真磋商。定期与捐赠方和接受方进行协调有助于确保该计划对各国

需求做出及时响应，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 

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方法中，我们能够吸取到哪些经验教训？ 

 只有让所有利益攸关者都参与进来，才能保证计划、方案和倡议更容易为各方接受，

因而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在核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并与各国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

联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拥有资源和协调良好的活动，能够帮助各国加强核安全；以及 

 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通过其他方案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会员国的方案建立 佳协同

作用。 

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如何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呢？ 

国际原子能机构欢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诸如召开此次研讨会的倡议以及其他国际

社会开展的类似工作，因为它们为我们帮助各会员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必要的高级政治支

持。尤其是，如果各会员国能够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提供额外预算和实物捐赠，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努力避免方案与服务的重复，以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行动不受其他倡

议和行动的阻碍，这将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在打击核恐怖主义方面，我们是一致的，我们的

行动应当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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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Ahmed Seif El-Dawla 先生 

科长 
反恐怖主义执行委员会代表 

 

反恐执行局的一项主要工作目标是推动向各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它们根据安全

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履行自己的义务。 

正如诸位都知道的，该决议的部分条款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中的条款密切相关。

事实上，联合国各会员国在《全球反恐战略》中明确提到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

鼓励它们积极努力推动向各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提供技术援助，着眼于提高反恐领域

技术援助的一致性和效率。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反恐执行局还帮助各会员国执行《全

球反恐战略》的相关条款。 

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们的措

施必须全面，因为它们必须评估几乎每个可能领域的反恐措施，不管是立法、金融法和惯例、

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海关、执法部门，还是与国际刑事合作等相关的领域。这体现了安

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的范围非常广泛。事实上，这一决议范围的广阔性还体现在各会员国

所提交的请求上面，它们涵盖了各种各样与反恐相关的领域。因此，反恐执行局必须与它的

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以推动为各会员国提供这些领域的技术援助。这些合作伙伴包括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组织。 

通过加入反恐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局提高了与它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努力在行动层

面上推动明确协同的发展。 

反恐执行局努力确定某个会员国可能会从哪个领域的技术援助中获得好处，同时，它还

非常重视衡量该国在履行国际法律义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两项工作不能相互替代，相反，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确保推动援助和衡量各会员国执行情况这两项工作齐头并进，相互补足。 

反恐执行局与合作伙伴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编写了一

份清单，上面列出了各国所需的技术援助。这份清单确保了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法律、金

融、执法和边境管制等等）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相互关联，得到巩固并确定优先顺序。执行局

正与可能的捐赠者和提供者对话，这份清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助于确

认合作者在哪些领域提供援助才是 有益的。这种全面的方法也旨在防止技术援助的重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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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确保财政和人力资源不会浪费，并将援助的重点集中在那些仍然需要关注的领域。 

下面，我想简要概述一下我们通过推动技术援助所吸取到的主要经验教训，既从一般的

角度谈，也将特别提到国际反恐文书的执行问题。 

装备还是立法 

我想谈的第一点是，一些国家认为，例如，请求获得装备和硬件比请求帮助建立反恐所

必须的法律框架更为重要。虽然我们都知道各国的反恐行动能力确实不仅仅依赖于建立合适

的立法，但是，这种立法对于将恐怖主义罪犯绳之以法，促进各国在引渡和法律互助等刑事

司法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 

考虑到这些原因，反恐执行局常常积极与各相关会员国进行磋商，强调建立适当法律框

架的重要性，并鼓励各国充分利用该领域的现有技术援助，例如，由禁毒办提供的援助。反

恐执行局与禁毒办之间的合作充分体现在反恐执行局向禁毒办转介在执行预防及打击恐怖主

义国际公约和议定书方面需要技术援助的国家。在这方面，向禁毒办转介的国家，按区域划

分，涉及非洲和西亚地区的 22 个国家；欧洲和中亚的 17 个国家；以及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太平洋和南亚地区的 11 个国家。 

目前，禁毒办正处理其中一些它所转介的区域，并积极与上述许多国家就技术援助问题

展开对话。反恐执行局与其在禁毒办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针对这些转介国家开展跟踪活动。

因此，这两个联合国机构之间已经建立起紧密的协同关系。 

长期进程 

第二个经验就是，技术援助的提供是一个长期进程，它需要相当程度的筹划和协调。技

术援助的成果可能并不总是立刻清晰可见。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持与会员国之间的对话，与

它们展开密切的合作，并与我们的合作伙伴采取持续的行动来加强效果，以促进技术援助的

提供。 

执行国际公约的政治因素与技术因素 

后一个经验是有关执行国际反恐文书的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问题。自安全理事会通过

第 1373 号决议以来，许多国家要么颁布了相关的反恐立法，要么修订了现有的法律。然而，

由于采纳这种立法常常反映出相关政府的政治意愿，因而，各国立法并不总是反映有效执行

国际公约的所有必要因素。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不会将国际公约认定的严重犯罪行为

列入本国的法律之中。有鉴于此，我想强调包括禁毒办及其反恐执行局在内的执行工作队各

机构所提供的方案为各会员国提供了一个在法律、行动和制度层面完全执行国际公约的绝佳

机会。 

以上就是反恐执行局在执行国际反恐文书推动技术援助方面所吸取到的一些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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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在结束时强调一点，我们已经取得切实的进步。在处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时，

采用积极的方法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共同成功之上，在我们对于克服各会员国在反

恐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不同意见的共识之上，努力向前发展。 

我认为，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自从第 1373 号决议通过以来，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这种进步尤其体现在签署相关国际反恐文书的缔约国数量大幅增加。在这方面，我想重点提

及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和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在第 1373 号决议获得通过时，只有 26 个会员国批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国际公约》。现在，

这个数量已经跃至 149 个。批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国家数量也出现

了显著的增加，2001 年时只有 4 个缔约国，而现在则达到了 156 个。 

反过来，这些成功又有利于各会员国针对恐怖分子的行为形成共同的国际法律语言。 

通过确定一个全面综合的措施来指导我们共同提高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能力，包括

全面有效执行国际反恐文书的能力，《全球反恐战略》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动

力，并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工作加强了我们与联合国内部和外部的合作伙伴正在进行的合作。 

请允许我向各位保证，反恐执行局将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任务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

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各会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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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Berhanykun Andemicael 先生 

协调员、1540 委员会专家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恐怖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作为安全理事会处理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委员会之一，1540 委员会侧重于关

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潜在危险，包括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它们的投放方式和相

关材料，我们尤其关注那些迄今为止不受管理涉及到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非国家行动者的领

域可能存在的扩散问题。第 1540 号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相关内容制定并通过

的，它专门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之间的可能关系。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第二点，考虑到过去几十年中各大陆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都出现了增长趋势，有组织的

恐怖主义团体很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相关的材料发动袭击。今天，我们都认识到，

恐怖分子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有鉴于此，国际社会正在与时间赛跑。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540 委员会的任务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 1540 委员会及其专家的任务。我们主要负责《全球反恐战略》中的预

防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委员会工作的第一步是评估所有预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现有

措施和规划措施，即，立法、执法和其他措施，包括民法和刑法。其中包括说明、保护和物

理保护敏感材料以及防止非法走私这些材料。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然而，目前尚有 50 多个国家未向 1540 委员会提交他们执行该决议的第一份报告。因此，

我们正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开展的范围扩大活动至关重要。我必须强调，我们正与反恐执行

局和 1267 监测小组合作开展其中一些工作，目前也正与禁毒办进行合作。在 1540 委员会成

立的第三年，我们委员会目前已着手开展一项更加复杂的任务，推动执行第 1540 号决议的所

有方面，尤其是推动一些国家弥补他们实际到位的措施与该决议所承诺的义务之间的差距。 

执行第 1540 号决议所面临的挑战 

第四点，这些差距意味着我们在执行决议方面面临何种挑战呢？例如，某个国家可能已

经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是，除非

它接着在国家一级进一步制定有关管理和其他措施的相关立法，否则，它的执行依然是不完

整的，敏感化学品、生物或核材料依然可能游离于控制之外，从而成为恐怖分子容易针对的

目标。对于一些国家而言，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130 研讨会：《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合作与援助的重要性 

后，我们于 2005/2006 年开展的范围扩大活动显示，为确保在所有武器领域全面执行第

1540 号决议和第 1673 号决议，国际社会需要提供援助。相应地，1540 委员会已开始着手搜

集有关需要援助和愿意提供援助的信息。我们委员会的任务是为相关援助提供一个交换场所。

为此，我们正在努力获得详细的援助请求，将这些请求与援助提议进行匹配。我们委员会本

身并没有相关的援助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双边捐赠者和国际及区域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所提供

的丰富经验和广泛方案。为强调此类合作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于去年 2 月份专门召开了一

次公开会议，各会员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在会上探

讨了可行的合作模式。目前，我们正在制定一份全面的援助战略，它将更加充分地利用委员

会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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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Arvinder Sambei 女士 

刑法科科长 
英联邦秘书处 

 

首先，我要感谢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邀请英联邦秘书处出席和参加这一正合时宜的大会。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与预防恐怖主义处密切合作，共同为我们的会员国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

援助。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着重谈谈我们从过去这段时间，尤其是从训练讲习班吸取到

的经验。 

显然，反恐措施涉及的不仅仅是法律的某个单独领域，而是涵盖了法律课题的方方面面，

这使反恐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根据我们的经验，任何反恐举措都包含以下关键要素： 

 有效的国际合作； 

 需要跨学科办法（包括检察官的及早参与），这对于习惯法系统而言是个相对较新的

概念； 

 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别。 

任何有效的反恐措施，事实上，任何处理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措施，都必须认识到

各国和执法机构展开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然而，这对于相关执业者而言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

难，而且事实上还“很神秘”。导致出现这种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缺乏实践经验和知识； 

 大多数国家或者没有、或者 多只有一个过时的框架，以处理法律互助、引渡和没

收的要求等； 

 思想僵化或者可能存在着国际合作有损于国际主权的错误观点。 

对这些因素的认识不足导致出现一种不利的撞击效应：常常捐赠者或国家本身辨别不清

自己能够更加受益于哪个方面的反恐培训。 

我想简要强调一下我们在与捐赠者和各会员国合作时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当然，可

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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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 

通常来说，在反恐领域，捐赠者或者认识不到，或者即便认识到，但是却没有采取足够

的措施来解决这些要素。因此，在捐赠者的资金被提供给组织的时候，它常常会贴着反恐方

案的标签，却没有说明这些资金将用于处理哪个领域的问题，例如，国际合作。 

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解决方案是能力建设组织与捐赠者尽早进行对话，以确保这些资金

投向 需要的地方；有时候，捐赠者也可能错误地坚持不能将资金用于反恐以外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应当记住的因素是捐赠者优先性国家。我们懂得，也希望鼓励在合适的条件

下采取一种更加贴近区域的途径，例如，边境管制或国际合作，而不是将援助局限于专门针

对国家的项目。 

与各国的交流沟通 

在这一领域存在许多挑战，这些挑战都可以很容易地避免。通常来说，与一个国家进行

对话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该与谁或哪个机构讨论培训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

其 紧迫的需求。如果在早期就进行这项工作，将有助于发挥本地的主人翁意识，提供更好

和更有针对性的培训产品。 

一旦建立联系之后，我们常常会很遗憾地发现，为推动讨论会前进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

进展极度缓慢，因为我们常常遇到的是沉默。在国家法律和命令授权的优先性发生变化或政

令发生改变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确实认识到反恐对于一些政治氛围而言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敦

促各国至少应及时通知我们推迟或取消培训的情况，这样我们也能够做出调整并解决这些变

化。我们常常并不知道一些国家是否接受了提议的培训日期——这使我们很难进行困难并且

容易“拖到 后一刻”。其后果是开支增加并出现挫折！ 

参与者——为确保可持续性，各国需要确定“合适”的参与者，（理想的情况是，相关人

员将在原岗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并且能够传播所学的知识）。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人将参加

培训，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经验。如果我们提前知道这些信息，我们就能为这些人量体裁衣地

组织合适的培训方案，而不是停留在“提高认识”或一般性的培训层面。 

方法 

后，我想简单谈谈方法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项目要取得成功，关键是按阶段

实施。这使相关机构能够提前筹划，展开协调，并决定谁 适合处理项目中的哪个专门部分。

我们，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希望保证培训获得圆满成功，而不是重复彼此的工作。 

英联邦的反恐方案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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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提高区域认识。这有助于建立区域网络，反过来，有助于有效实现法律互助

等。 

第二阶段：培训专家和培训者，让他们有能力开展国家培训方案。 

第三阶段：帮助各国开展培训方案（肯尼亚和格林纳达）。 

通过使用案例研究，这些研讨会，尤其是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非常实用，非常吸引人，

也有利于互动，因为案例研究需要真实和费时的决策。 

这些研讨会也旨在建立多学科小组进行决策（单独的决策者）和工作的信心，以尽可能

复制真实的场景。 

结论 

不论是各个国家还是各个相关组织，都必须有明确清晰的目标。研讨会的时间应该安排

得很充裕（两、三天的时间不够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很容易只涉及“冰山的一角”）。 

不应低估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价值；但是，要想保证工作的效率，它们的任

务必须互补，而不是授权过窄或限制过多。 

与各国的交流非常重要。 

培训必须以满足相关国家的需求为目标，这有助于激发本地主人翁意识。 

在为执法机构和检察官提供培训时，我们容易忽略司法部门——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尽管我一直强调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但是，我希望 后强调积极的一面——我在发言之

初提到的禁毒办和英联邦秘书处之间的密切合作 大程度地利用了彼此的优势。尽管我们还

面临这么多的挑战，但是，我要说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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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Hiruy Amanuel 先生阁下 

反恐能力建设方案的方案负责人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我来自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次区域——集合了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

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该区域建立了一个反恐方案——非洲唯一的次区域方案，并以

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为总部。该方案由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倡议开展并由其在政治上进

行领导，由位于南非的安全研究所负责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

项政府间方案，但却由一个非政府的研究机构来执行。 

这一地区觉得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袭击。除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以外，非洲之角

还面临着格外沉重的挑战——极度的贫困，资源极度消耗，大片区域处于无政府状态，小武

器和轻武器普遍存在，而且，索马里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和解也面临巨大挑战。但是，这些并

不妨碍该地区前进并建立这一方案。 

我们建立这个方案的原因不是因为该地区存在合作，而是为了寻找建立合作的途径。借

助一些合作国家的支持，主要是欧洲国家，反恐能力建设方案——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

已经开始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地区的许多会员国提供支持。 

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首先，我们在推动各国——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批准并执行国际和区域反恐公约。

我们研究每个国家的立法和法律，通过国家研讨会寻找其中的差距，提出并努力执行各项建

议。我们在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都已经这么做了。在苏丹，我们也已经开始这项工

作。 

我们还评估各国处理反恐案件的司法能力： 

 我们进行研究 

 我们在国家会议上讨论成果 

 我们为行动提出建议 

我们已经在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与禁毒办共同进行这些工作。 

其次，我们推动各个国家的部门间合作。各机构需要相互磋商，分享遏制恐怖主义的情

报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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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许多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习惯； 

 我们研究每个国家各个机构的地位、授权和能力； 

 我们与各相关机构一道举行会议； 

 我们一道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后续行动； 

 我们已经在苏丹进行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肯尼亚进行。 

第三，我们敦促各国采取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 

 我们与国家相关机构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沿着边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我们在国家会议上提出研究结果，并提出建议和后续行动。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还与国际移民组织进行交流沟通。 

后，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培训方面。我们为每个国家的执法人员设计了一个为期一个月

的反恐培训课程。这一课程在每个国家开展一个月：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次区域机构进行了合作； 

 我们从英联邦秘书处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专业技术支持。 

此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份恐怖主义脆弱性评估报告，并于上个月将该报告提交政府间发

展管理局。在报告中，我们还包括了诸如恐怖主义的经济影响和公众对恐怖主义的认识等事

宜。 

我们面临许多挑战 

 怀疑主义； 

 其他优先性工作——抗击贫困； 

 公众的理解； 

 索马里的安全局势以及该地区缺乏核心机构； 

 厄立特里亚不愿参与。 

前进的道路 

 坚持开展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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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获得所有国家的全民支持——建立信任； 

 利用各国的人员； 

 与国家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与协调。 

国际合作是关键 

我们的工作可能存在重复的地方。在该地区一个国家的情况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此类行动必须建立在三级合作的基础之上——就我们的情况而言： 

 国家机构； 

 我们的次区域方案； 

 大陆/联合国倡议。 

我们非常感谢禁毒办与我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们一直与我们密切合作，并在三个国

家为六项行动提供了支援，我们也同样感谢国际刑警组织次区域机构以及英联邦秘书处与我

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目前，我们与欧安组织也建立了联系，我们热切希望学习东盟和其他

区域组织的经验。 

在我们这一地区，反恐体现了地方、区域和国际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响应必须

适合挑战。响应也必须来自我们这一方的真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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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Kuniko Ozaki 女士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条约事务司司长 

 

在我对这一主题的简要发言中，我想谈谈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各国在批准方面取得的进步 

 将国际义务融入国内立法的工作尚存在不足 

 国际合作 

 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 

 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犯罪 

各国在批准方面取得的进步 

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后及随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373（2001）号决议以来，签署相

关反恐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加：2001 年 7 月，只有两个国家（博茨瓦纳和英

国）批准了 初全部 12 项国际文书。如今，我们已有 16 项文书，其中包括 新的《制止核

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92 个国家批准了这些公约中的至少 12 项文书。19 个国家批准了《制

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该公约需要 22 个缔约国签署才能生效）。 

将国际义务融入国内立法的工作尚存在不足 

尽管各国批准相关公约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各会员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和国际条约法相关条款的要求考虑全面执行这些公约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

在这些国际文书中所列的犯罪行为以及要求成员确保引渡或起诉恐怖分子的相关条款在很多

情况下无法融进一些会员国国内的刑事立法中。 

国际合作 

尽管越来越多的会员国要求召开有关国际合作的研讨会，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如果

这些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中所列的犯罪行为无法完全进入会员国国内的刑事立法，这种合

作将依然非常困难。几周前，在禁毒办/欧安组织一次有关国际合作的联合研讨会上，联合国

反恐执行局的代表就强调过这个问题。国际社会也没有对这样一个事实给予足够的关注，即，

如果缺少适当的培训，包括外语培训，刑事司法官员在国际合作领域将依然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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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反恐执行局应全面完成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和第 1535
（2004）号决议分别赋予它们的任务，这一点至关重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有望进一步

加强它们的工作，并可作为增效因素。尤其是，为了确保国际反恐努力的可靠性，我们需要

解决投入了大量技术援助却没有带来切实成果这种情况。我们还需要确保技术援助工作不出

现重复现象。我们认识到国际，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反恐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我

们的反恐工作中，其中一些组织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我们所吸取到

的一个经验教训是，这些工作需要大量增加人力和财政资源以及专门知识，以实现预期并取

得反恐工作的巨大成功。 

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犯罪 

正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于 2004 年 1 月提到并在《全球反恐战略》重点突出的，有组

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犯罪行为。但是，我们还注意到，有组织犯罪所涉

及的走私行动（毒品、武器和违禁品）常常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筹集资金的来源之一。因此，

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行动也间接地预防了恐怖主义现象。禁毒办将继续大力关注反恐工作和打

击有组织犯罪工作之间的协调与互助，关注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毒品控制公约之间的互补。 

 



 

139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Marcio Reboucas 先生 

二等秘书 
巴西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副代表 

 

巴西代表团重申巴西政府和社会唾弃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论是以什么为借口，

同样，我们重申巴西了解反恐斗争是一项共同的工作，保持高层次的国际合作是保证其效力

的核心要素。 

反恐斗争必须充分利用一切与《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以及其他相关国

际法相关文件和原则相符的方法和措施，充分尊重司法程序，严格保护人权、公民自由和国

际人道主义法则。任何不尊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一种倒退，因为这种行为只会为武断专横

或歧视偏见提供肆虐的空间，并 终损害用于防范恐怖主义、保护社会的安全政策的合法性。 

除了在打击和根除恐怖主义过程中尊重人权以外，反恐还包括一项优先工作，一项具有

建设性意义的工作，这就是防范恐怖分子的活动。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尤其有必要加强包

括反洗钱机构在内的司法部门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以预测并挫败恐怖组织的行动并切断

它们与其他犯罪组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此外，国际社会也有必要在各社会内大力宣扬民

主价值观，倡导文化、宗教、种族和族群之间的宽容，并加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 

巴西社会各界很幸运地生活在和平与融洽的环境之中，尤其是考虑到巴西种族构成上的

多样性，它包含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的种族，这一点显得尤为不易。我们几乎与所有的南

美国家接壤。我国积极参与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区域和平的一体化进程 

我们与邻国采取各种不同的机制共同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内政部

长会议常设工作组，2006 年，工作组在巴西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会议，美洲国家组织反

恐怖主义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巴西迄今为止已批准了现有 13 项国际反恐文书中的 12 项。巴西也已经签署了 后一份

公约，2005 年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目前正等待国家议会的批准。关于打击资

助恐怖主义问题，我们目前是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的成员，该行动组于 1989 年在 7 国集团

内创立。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提出了 40 项建议，这些建议为打击洗钱提供了有待执行的全

面行动计划，它还提出了 9 项旨在打击资助恐怖分子的特别建议。这 9 项特别建议，再加上

40 项有关反洗钱的建议，为侦测、预防和根除资助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巴西政府

还于 1998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反洗钱机构——金融活动管理理事会。 

巴西政府清楚地界定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不承认这两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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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存在自动的联系。前者完全受经济利益驱动，而恐怖主义则旨在利用暴力手段造成

普遍恐惧，并迫使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或终止某些行动。本着这一目的，恐怖主义可能会利用

诸如毒品和武器走私、洗钱、走私贩卖人口以及腐败等跨国犯罪支持其行动。在某些社会环

境中，恐怖主义可能会利用那些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和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群来实现其目的。 

巴西政府感谢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完全符合《全球反恐战略》

中的分工。巴西也非常重视这些任务，但是希望强调它们是有限的，并且，禁毒办的中心任

务是，并且应该一直主要是打击毒品走私、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Vadim Pisarevich 先生的发言 

白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昨天，禁毒办执行主任 Costa 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说道：“《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鼓励各会

员国充分利用技术援助”。事实上，每个国家只有得到足够的装备和训练，才能有效地完成反

恐任务。所有就这一主题发表演说的发言者都有力和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白俄罗斯共和国已批准了现有的全部反恐国际文书。而且，我们也已成功地将各项国际

义务融进我们的国内立法之中。 

在这方面，白俄罗斯非常重视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也受惠于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直

接提供的技术援助。我们欢迎预防恐怖主义处针对国际社会对其专门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而

重视扩大技术援助行动的举措。我们相信，禁毒办及其预防恐怖主义处能够继续在反恐领域

发挥重要的技术援助作用。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也深信，联合国还存在很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完善联合国系统内的

技术援助系统。尤其是在针对各国的申请做出快速的回应方面，联合国应大力完善这一能力。 

在这方面，我想举一个例子。2005 年，根据反恐委员会的建议，白俄罗斯申请获得技术

援助来加强其反恐执法能力。然而，我们的申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我们相信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建立将有助于减少这种不足，并确保及时向各会员国提供适

当的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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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Hajigholam Saryazdi 先生的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以仁慈宽容的真主名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相信，有效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离不开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在这

方面，我们赞扬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根据各国的申请，为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推动各会

员国批准、加入及执行各项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从而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预防恐怖主义处不能承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正常职责。而且，

它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既定程序和方法，确保所有会员国的透明性、公正性和参与；因为预

防恐怖主义处的授权任务是根据会员国的申请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批准和执行各项国际反恐

文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感谢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于 2007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德黑兰举办

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该机构与伊朗外交部和伊朗司法部共同组织

的。 

在这次研讨会期间，预防恐怖主义处提供了很大帮助，提高了各国对恐怖主义蔓延的认

识，从而推动各国考虑、批准和执行相关的国际反恐文书，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在国家和区域一级提供技术援助将有助于建立一个集体反恐框架。 

 

K. Candra Negara 先生的发言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安全和裁军司 

 

首先，我想对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为印度尼西亚提高本国反恐能力提供的支持与援助表

达我们感激之情。 

其次，我想与诸位代表分享一些信息，印度尼西亚目前正与欧盟密切合作，并和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积极协调，计划于 2007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在雅加达举办一场题为“执

行国际公约（尤其是有关恐怖主义爆炸和资助恐怖分子的公约）、计算机恐怖主义和恢复措施”

的研讨会。来自印度尼西亚（包括来自正处理恐怖主义威胁和行动的地区）和欧盟的大约 100
名执法人员、专家和法律从业者将参加此次研讨会，大会将以对话的形式来组织，以促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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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流彼此的经验和 佳做法。 

在座的许多代表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建立了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该中心为

本地区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恐怖主义，汇聚了大量的资源。自 2005 年该中心正式运行以

来，它已经开展超过 89 场的培训课程，培训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约 1 969
名执法人员。执法人员通过这种培训和交流经验及专门知识提高了认识并获得了创新灵感。 

由于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的成功，我们收到了本地区之外的许多国家提出的申请，希望

与我们开展合作和提供援助，派代表参加该中心的培训或邀请我们的培训讲师前往授课。然

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该中心专注于提高印度尼西亚及本地区各国执法人员的能力上面

之后，我们没有划拨足够的预算为本地区之外的活动提供资金。因此，我希望、也欢迎此次

研讨会的诸位代表能为我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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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尊重法治是 

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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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Cecilia Ruthström-Ruin 女士阁下 

瑞典反恐大使 

 

自从去年 9 月份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以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继续在世界各地不断夺去无辜民众的生命。我们的会议就是在这一令人悲哀的背景中召开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保持团结，打击这一影响我们全人类的威胁。此次研讨会是国际社会

显示团结立场的宝贵机会，我国政府非常感谢此次会议的组织者，奥地利政府、禁毒办和秘

书长办公厅。我相信，我们的讨论显示了我们以联合国战略为基础取得成果的强大共同意愿。 

国际社会正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重大举措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秘书长办公厅和反

恐执行工作队的成员也以一个漂亮的开局启动了相关工作。它们承担着繁重的任务，我们坚

决支持它们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每个会员国都有责任执行《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尤其是在人权和法治原则方面，这也是我很荣幸地做主旨发言的这场讨论的主题。

在这一领域，我们作为会员国，都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去执行我们的义务和承诺。 

这也正是我希望开始演讲的地方：我们共同的承诺，我们在《全球反恐战略》和国际法

律框架中重申的作为我们有效开展反恐工作的根基和前提条件。在这个问题之后，我希望强

调在我们的日常反恐工作中，为实现人权，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后，我将展望未来，

简要谈谈推动我们工作前进的可能途径。 

国际反恐法律框架目前已经非常完备，其核心内容是 16 项国际文书。瑞典一直积极致力

于为国际社会达成一项全面公约而努力，这样的一份公约将有助于弥补现有文书的差距。然

而，我们不应任由显著的问题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目前的反恐合作已有一个强有力

的法律框架，而且这一框架完全建立在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基础上。 

事实上，人权法是所有反恐工作的核心。只有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尤其是在人权法、难

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框架内，开展各项反恐措施，它们才能真正取得效力并被认为是合

法的。如果我们在日常反恐工作中漠视这一点，我们只会适得其反。 

例如，这意味着我们的反恐措施必须尊重全球对刑讯的禁止、公平审判的权利、听证的

权利和对拘留原因的知情权。这意味着我们在打击极端主义和煽动时必须尊重言论自由的权

利。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但是，由于时间限制，我无法一一列举所有与反恐直接相关

的各种人权。请允许我强调一点，在瑞典看来，它是理解我们在这一领域的义务的核心。那

就是在保护个人的人权时，不应存在任何法律差距：无论何时，不能出现宣告人权法与国际

人道主义法适用和保障的权利为无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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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致力于高标准的人权原则。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仅仅宣

称我们支持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讨论如何在日常工作和行动中确保并促进人

权。我们该如何确保既满足采取强有力措施的需求，又保证这些措施符合人权义务呢？这是

一个关键问题。我国政府坚信，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将这些不同的需求融入到我们的连贯性现

实工作中。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中所面临的挑战。因此，请允许我重点谈谈其中的一

些挑战。 

首先，我希望简单说说人权和激进化问题。恐怖主义往往是在人权受到侵害、政治和公

民权利受到剥夺的环境下滋生蔓延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恐怖分子以人权遭受侵犯为借口来

为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寻找支持的例子。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牢记，即便是有着合法目标的反恐行动，如果没有将尊重人权

置于核心地位，其效果也只会适得其反。大规模逮捕恐怖主义嫌犯并对他们实行长期拘禁从

短期看可能会收到一些效果，但是，从长期看，这些方法可能导致那些后来证明是无辜者的

人走向极端化，或者让那些本来就已经接受暴力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变得更加偏执。关塔那摩

基地的拘留中心已经成为这种困境的一个象征。我们政府宣布将逐步取消拘留，并给予受拘

禁者接受公平审判的机会。 

我们从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如今，世界各地都认识到，监狱和拘留中心已经

成为激进化的沃土。如果在不尊重法治和人权的基础上拘留嫌犯，那么这些措施反而非常可

能为极端主义分子或恐怖组织获取新鲜血液提供沃土。 

下面，我将继续讨论另一项挑战：制裁。制裁是预防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为确保

这一工具的有效性，必须保证制裁制度是可靠与合法的。在这方面，遵守国际法律义务，包

括人权法，是其中的关键。在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目前与预防恐怖主义有关的专项制裁

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我们针对个人实施涉及到诸如冻结资产等措施的专项制裁时，

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会影响到人权和法治原则。 

针对这一情况，瑞典和其他许多会员国一样，一直批评联合国 1267 委员会的制裁名单机

制。我们和其他国家一直在积极努力完善将有关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和从名单上删除的

程序。而且，我希望强调，我们确实欢迎 近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尤其是第 1730 号决议和第

1735 号决议的通过。我国政府将密切关注这些新程序将取得什么样的实际效果。然而，我必

须强调，我们在评估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因此，我们将继续努力加以完善，包括着眼

于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建立某种审查机制。 

我们在许多领域都应坚持人权和法治原则，其中一个主要的领域就是我们的刑事司法工

作。在政治层面上，我们都能够津津乐道地畅谈反恐工作中维护人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

给国家的警察部队、我们的法官和检察官传递的信息又是什么呢？也许我们经常都太过于注

重短期效率，而忘记了注意人权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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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一个核心方面是个人能够信任立法、当局机构和法庭。在反恐斗争中，这些挑战

可能显得尤其艰巨。一个例子就是执法机构的信息交流——或者不如说是情报交流——以及

这些情报的使用问题。 

国际社会普遍将信息交流看作是建立有效反恐合作的核心。在诸如恐怖主义审讯等高度

敏感的案件中，问题也随之出现。我们是否能够在法庭上使用这些信息，尤其是如果这些信

息被怀疑是通过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案件中可能侵犯人权的审讯技巧获得的？通过刑讯或其

他侵犯人权的审讯方式获得的证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提供

给第三国的这些信息可能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这样，接受这些信息的第三国就面临着另

一个人权困境。使用这些信息可能会被视为对刑讯的默认接受。而且，从可用性的角度看，

通过虐待审讯方式获得的信息也不一定可靠。 

尊重人权就一项权利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还非常有利于有效的司法和警察

合作。许多国家将能够正当地拒绝驱逐某人，或向某个据信在进一步的司法程序中可能不会

尊重人权的国家引渡某人。这也许会阻碍或推迟对某些重要嫌犯的定罪工作，但是，在一些

情况下，这也是确保尊重人权的唯一方式。这也是长期坚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合

作双方培养了对人权和法治实施的相互信任，司法合作将得到极大的改进。 

这些实例说明，人权和法治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原则，它们应当是我们浓缩进每项具体决

定，每项影响人们生活的决定中的价值观念。我们需要技巧和指导才能掌握如何根据这些价

值观开展日常反恐工作。 

这些挑战和实例也显示了尊重人权和保持行动的有效性及效率之间的紧密关系。 

它们还清楚地说明，我们不能采取挑挑拣拣的方式来执行人权。因为破坏对某些人权的

保护就将破坏人权系统这一整体。我们根本负担不起削弱这一为保护我们而制定的制度所带

来的后果。 

后，展望未来，我们还有许多有待实现的任务。基线是不论是通过打击恐怖主义，还

是通过确保正确地保护人权和法治，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我们可以相互

学习，通过采用相同的标准更加强有力地保护人权，并加强信息和知识交流。《反恐在线手册》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在，我们需要 大程度地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一工具。 

我们还需要 大程度地利用我们不同的人权公约。去年，建立一个新的人权理事会这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为联合国内的人权工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我们希望这一新的理事会能够

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机构，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正讨论的一些挑战。我们应充分利用理事会的

各项工具：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特别报告员系统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事处都发挥着关

键性的作用。我国政府也对此表示欢迎。我们非常重视加大各项措施推动人权成为联合国系

统整体工作的主流——在发展工作中，在维和工作中，以及在反恐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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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的方法建立发展合作并将人权和安全联系起来，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前进方向。在

这一领域，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解决贫弱国家中的激进化问题。其中一项挑战是面对社

会和教育系统的羸弱，如何防止极端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盛行。这涉及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工作不应侵犯言论自由权或其他人权。 

能力建设也是一个与之相关的领域。请允许我强调能力建设对我们在日常反恐工作中加

强尊重人权至关重要。因为人权不仅仅是一个义务或政治承诺的问题，它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是否有合适的法律框架、运转良好的机构以及受过培训的人员。认识到这一现实问题，

瑞典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各国司法和警察队伍的能力建设。在这一问题上，我想对禁毒办

预防恐怖主义处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在通过法律能力建设推动各国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

战略》方面，它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政府 近也刚刚为其中一些工作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鼓励区域和国际加强在警察队伍和法院工作上的合作。培训、参

观和交流方案有助于建立信任，促进执法机构的相互了解。 

我们需要继续分享 佳做法，我国政府当然也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目前瑞典政府

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在我们的警察队伍中大力提倡人权观念，使它成为思想主流。瑞典国家

警察局目前正积极考虑如何将人权培训融入到警察教育之中。我们还在国家警察局内成立了

一个道德规范理事会和一个负责警察道德事务的工作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权观念在我

们警察部队的日常工作和方法中成为主流。 

后，请允许我再次感谢组织者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一个机会来专题讨论如何完善我们

的工作，分享观点和经验，并相互学习。这种开诚布公的对话方式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

终，执行我们的义务和承诺的政治意愿是真正的关键之所在。女士们、先生们，将法治和

尊重人权的原则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预防恐怖主义的工作必将实现有效、公平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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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François-Xavier Deniau 先生阁下 

法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法语演讲） 

 

作为一个在本国和国外深受国际恐怖主义毒害的国家，法国长久以来一直向世人展示出

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我们的经历促使我们得出以下三条经验： 

 反恐斗争和法治并不矛盾； 

 尊重法治和人权有助于增强反恐斗争的效力； 

 恐怖主义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反恐斗争和法治并不矛盾 

我们的反恐经验和我国自 1980 年代以来所面临的威胁推动我们采取一种有效和适合的方

式来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的应对方式严格恪守法律的要求。 

法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工作非常注意尊重一些关键性的原则，其中包括法治、人权、

公共自由和国际法。 

相应地，法国为预防和遏制恐怖主义建立了一个新的刑事司法系统。该系统的核心要素

是 1986 年 9 月 8 日通过的法律，这部法律是在 1985 年和 1986 年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之后

通过的，并随着国会 2006 年 1 月 23 日一致通过的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司法系统的

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要素上： 

对恐怖行动的定义是违反习惯法的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以及“个人或集体使用胁迫手

段或恐怖手段严重损害公共秩序的企图”。 

具体违法行为的存在，让袭击事件的犯罪者或其帮凶的支持结构能够被消灭，并且在袭

击事件的筹划过程中制止袭击事件（例如，2000 年底在斯特拉斯堡制止的袭击事件）。 

反恐法官的专业化，这有助于发展一种真实的反恐文化，并无疑使反恐斗争更加有效。 

2006 年出版的有关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的白皮书清晰透明地公布了法国的反恐战略。 

尊重法治，特别是尊重人权，有助于增强反恐斗争的效力 

我们认为，为了有效地遏制恐怖主义泛滥，必须建立一个清晰的立法和程序，并且让所

有人都知道。只有保证它们清晰透明并体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尊重，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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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从而也更能保证有效性： 

例如：2004 年的电视广播禁令。 

相反，如果我们的反恐斗争漠视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它必然会遭受两方面的失败： 

 它肯定会导致滥用权力（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独立专家都已经强调某些方式所造成

的威胁越来越大，包括正常审判程序之外的死刑、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采取刑讯

的方式）； 

 它可能会导致出现相反的后果：通过采取任意和歧视性的措施，我们的反恐斗争如

果无法保证尊重法治原则，那么它就可能催生出不宽容和仇恨，这二者都有利于激

进主义思想的产生。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反恐战争不会为这种概念所淹没，在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有效假象之

后，却导致出现了任意镇压激进思想的恶性循环。 

考虑到这些因素，法国谴责任何可能导致形成某一宗教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想法或做法，

或有助于支持文明冲突理念的想法或做法。 

（参见：土耳其大使的发言）。 

恐怖主义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恐怖主义所具有的国际特征使其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我们需要合作建立一个国际反恐

法律框架，并确保有效执行这些法律文书。 

因而，国际社会通过《全球反恐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联合国各会员国一致通过

这份文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进一步巩固了已制定的国际文件，尤其是第 1373 号决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球反恐战略》将保护人权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四个支柱

内容都包含了保护人权问题，同时，尊重这些权利的条文也贯穿了整份文件。反恐委员会在

做出决定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人权问题，以及加强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战略中特别强调了

其核心作用——的合作问题，我们对此也表示欢迎。 

我们欢迎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尤其是有关在反恐斗争中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

工作，我们希望所有国家一直欢迎并邀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前往参观并系统地同意参观请求；

我们也依赖于工作队在反恐斗争中将保护人权工作置于优先地位并提供各种帮助。 

我们大家已经多次听到，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责任主要落在各会员国身上。为实现

这一目标，各国应当——如果它们还没有这么做的话——尽快批准与反恐有关的公约，并在

本国立法中将恐怖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它们还应签署确保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各项相关国际

公约，不管是核心公约还是诸如《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公约》等其他关键公约。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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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组织了一次签署这份公约的仪式，我也希望利用此次发言的机会呼吁尚未签署该公约的

国家尽快签署。 

除了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之外，国际社会还应当帮助各国有效执行这些公约。 

我们也必须鼓励并支持所有联合国机构的行动，这些机构在反恐和保护人权工作方面所

起的凝聚和动员作用是绝对无可替代的。加强这些机构的协调是确保其完成使命的要素，《全

球反恐战略》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法国完全赞同相

关的分析。 

反恐执行局和禁毒办执行局之间的工作协调也有助于帮助各国建立或完善高效并尊重法

治的刑事司法系统。 

我还希望强调一点，Costa 先生在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所做的发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也祝贺禁毒办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并为各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预防恐怖主义处长期

以来一直致力于援助开展国际司法合作，利用其丰富的经验，该处根据各相关会员国的需要

量体裁衣，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它的行动有助于向世人展示，国际反恐文书完全可以建立在

尊重各国法律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且，该处决心以联合国所有官方语文提供援助，因而也完

全符合联合国大会昨天通过的多语种决议的精神，显示出它的效率和广泛性，对此我们表示

欢迎。这正是联合国各项使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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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Claude Heller 先生阁下 

墨西哥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西班牙语演讲） 

 

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反恐斗争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面对恐怖主义的巨

大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如何在不牺牲普遍和绝对的人权价值观的同时保障世界和平和安全。

这是我们在各自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内维护文明共存的必要条件。 

联合国通过了多项决议，明确各国在采取各项反恐措施和保护并为公民提供必要的安全

时，必须尊重国际法所约定的义务，尤其是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们的任务是分析联合国系统如何才能协调并加强反恐行动，以促进实现更有效防范和

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同时确保完全按照国际法的要求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 

毫无疑问，2006 年通过的《全球反恐战略》，也就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一项全面的反

恐协议，它有助于联合国系统采取一种协调良好的、普遍的和连贯的方式应对恐怖主义。然

而，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只有各会员国表达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愿意采取该战略中所制

定的各项具体措施，并且发展了执行这些措施所必需的技术能力，《全球反恐战略》才有意义。 

对于该战略中将尊重人权和法治作为反恐斗争的根基的相关条款，我们必须从分析联合

国协调、促进和保障各国遵守的能力着手。 

在这个方面，联合国秘书长 近所采纳的两项重要措施值得我们关注：设立反恐执行工

作队和法治协调和资源工作组。考虑到这两个机构在组成上的广泛性和多学科性，它们有很

大的潜力帮助各国执行随该战略而产生的各项义务。 

而且，诸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等现有架构都有着丰富

的经验和向各会员国提供援助的能力，例如，巩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准备和分析立法草案，

为通过和实施关于人权保护与反恐斗争的措施与政策建设制度能力，人权保护与反恐斗争的

目的是互补的，而非相对立的。 

在分析各国需要做哪些工作以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所制定的各项措施以及联合国在这

一过程中所起作用时，人们可能会产生疑问，考虑签署国际人权公约或考虑接受国际和区域

监督机构的权限是否就足够了呢？ 

人们也应该问，从制度的角度看，各国在反恐工作中为保护人权所采取的行动是如何得

以记录下来以及记录在哪里。联合国应如何监督这些程序，由它的哪个部门来负责评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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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例如，近年来，安全理事会反恐执行局加强了与联合国相关人权机构的对话和联系，以

便于在检查各国对安全理事会各项反恐决议的义务遵守情况时，将遵守人权义务的情况也包

含在检查范围之内。 

联合国大会也给自己设定了一项任务，即，磋商草拟一份国际反恐文书。我们大家都知

道，虽然目前这项工作已进入 后的阶段，但是大会依然还没有通过该《公约》。 

然而，我们认为，《全球反恐战略》中所包含的一项 佳措施是提到了人权理事会，设立

人权理事会是近年来联合国采取的一项 重要的改革措施。该机构应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重

要的作用——促进人权公约得到广泛接受，并确保各国在本国内执行这些公约。相应地，该

理事会也应确定每个国家的需求，从而通过联合国系统的各相关机构，为各国提供所需的技

术援助，处理各自在反恐工作中保护人权方面所遇到的挑战。 

同样重要的是，人权理事会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吸引联合国系统的不同机构，以及国

际社会，关注一些国家的危险措施或严重形势，他们在反恐的大环境中偏离保护人权的目标，

从而，也偏离了国际法的要求。 

虽然人权理事会仍然处于机构初建阶段，并且仍在摸索确定工作方法，但是，通过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的工作，人权及反恐事务特别报告员的授权以及除了它的初始功能，还有助于

检查各国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中所取得进步的普遍定期审议制度，它已经拥有足够的资

源来开展上述工作。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各会员国的通力协作。如果得不到各会员国在行动上的支持，

仅仅确立一个战略并推进制度改革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例如，联合国进行的改革。 

为充分巩固反恐工作中的法治，各会员国需要树立一个榜样，即，将他们的国际承诺和

人权固有的普遍适用原则执行到本国的法律中。 

联合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为各国提供援助，并根据各国政府执行其国际义务的需要来强

化或培养制度能力。这种能力应被视为一项为各会员国提供服务的重要工具，它们在任何时

候都可以依赖。 

因而，执行反恐战略需要各会员国启动或继续推进本国相应的程序来采纳该战略中所制

定的措施。与此同时，联合国需要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加强它的制度能力，以支持和监督各国

完成这项任务。因此，联合国大会应定期评估各国执行该战略的情况，以确保遵守了目标，

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决定未来的行动，以在这一国际议程的优先事项中加强这些目标。 



 

154 

发言 

Carlos Alberto Higueras Ramos 先生阁下 

秘鲁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西班牙语演讲） 

 

尽管恐怖主义具有不人道的本质，但是，国际社会至今却依然没有对这一现象的法律定

义达成全面的共识。不过，不管是因其极度残忍的本质还是因缺乏一种明确的定义，都不能

成为各国在反恐斗争中逃避承担其根据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文书所应承担义务的借口。 

《全球反恐战略》是国际社会在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全球反恐战

略》不仅重申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任何行动、方法或行为的谴责，也第一次清晰地表达了

各国愿意采取一种综合措施来打击这一残酷现象，为采取各种系统性的、可持续性的和有效

的应对恐怖主义措施奠定基础。 

在秘鲁看来，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全球反恐战略》还认识到了恐怖主义和其他促进恐怖

主义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例如，非法走私毒品、有组织犯罪、洗钱以及其他

犯罪行为，这种现象在秘鲁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都具有清晰的跨国性质。鉴于这种

情况，打击恐怖主义工作必须结合打击这些相关犯罪现象的行动。 

许多国家，例如秘鲁，过去长期受到恐怖主义的毒害，它们认识到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

必须具备全面性，解决潜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国际社会公认，执法行动应当与促进发展、

减少贫困和加强民主的长远政策共同开展，同时还必须确保全面遵守人权和国际法。在秘鲁，

这种方法已成为国家治理协议下的一项政策。民主国家不应当允许自己被恐怖主义所传播的

恐惧和焦虑迷失方向；相反，它们应该执行各项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同时尊重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人权公约，通过这种方式来开展反恐工作。只有这样，各国政府才能保持反恐工

作所需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迄今为止的国际经验表明，在反恐的环境下，坚持保护人权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平衡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同样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反恐战争需要信任人民，也需要人民的信

任。有鉴于此，反恐行动不应对移民、难民、国内移民或少数民族的政策产生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不论采用何种综合反恐措施，包括通过警察、司法和社会部门实施的防范、

执法和冲突善后行动，促进和保护人权都是加强各国反恐能力、建设和平文化的核心要素，

这种和平文化也有助于促进冲突之后的恢复工作和巩固民主工作。这两个目标是互补和相互

增强的。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可以促进形成和平的文化环

境，确保尊重人权并积极参加对话与合作。 

秘鲁在 1990 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巨变通过了反恐立法，自从 2001 年秘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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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归民主以来，一直在修订这一法案。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之后，其间，多个国

际人权组织对秘鲁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秘鲁开始执行这些组织的决议，其中包括修订相关

立法，使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在打击根植于恐怖主义的犯罪行为

过程中必须保持坚定立场。 

秘鲁继续遵守它执行美洲人权法院决议的承诺，承认该委员会和法院在秘鲁自 1992 年政

变之后为恢复民主而经历的艰难政治和社会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打击恐怖分子

的颠覆活动是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民主体制的如期恢复，对“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

革命运动组织”恐怖组织领导人进行的审判工作遵循了公正和透明的审理程序，由民事法官

遵照合法程序进行审理。 

我们从这些年的经历中所吸取到的经验教训是，加强民主制度和国家的作用、尊重人权

和执法是任何防范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秘鲁政府已开始着手于 2007 至 2011 年在阿

普里马克和埃内河流域实施一项和平与发展计划，国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这个

项目包含一个由多部门采取的、鼓励经济发展和提高当地人民社会条件的行动计划，其目的

是确保和平与安全，促进有组织的社会积极参与。 

在冲突善后行动方面，继 2001 年建立政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公布建议之后，秘鲁设立

了一个高级别多部门委员会，以监督国家在和平、集体补偿和国家和解方面的行动和政策。

目前，秘鲁政府再次公开重申它将坚决执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尤其是有关赔偿

的建议，并强调有必要采取更坚决的行动，进一步推动执行这些建议，制定补偿受害者的适

当政策。此外，政府还提供资金设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 

因此，秘鲁的事例可以成为他国值得借鉴的范例，也值得他国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中予以借鉴。秘鲁的经验证明，每个社会都应当建立有利于国内立法不断发展的条件，制定

全面的防范、执法和冲突后的善后政策。 

面对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和现实所面临的威胁，根据各个具体的情况，在有效执法行动和

保护人权的全面政策之间建立合适的平衡，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在许多社会，例如秘鲁社会，这种平衡至关重要，它能够确保反恐战争的胜利不是短暂

的，而是可持续的，因为它所建立起来的对法治的信任、民主共存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为

这种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 

以上就是我希望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就过去 25 年来恐怖主义给秘鲁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所

做的发言。集体赔偿和国家和解是我们在恐怖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和平是

人类的 高目标，随着秘鲁民主制度的全面复兴，以及，更重要的是，随着秘鲁公民充分享

受到他们应得的日常公民自由，这也是秘鲁渴望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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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Boubacar Gaoussou Diarra 先生阁下 

非洲联盟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法语演讲）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我的喜悦之情，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与诸位共同探讨反恐斗争

与尊重人权和自由之间的相容性这一关键问题。 

我还希望对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表达

我的感谢之情，感谢他们组织此次重要的论坛，使各国得以畅谈和交流在执行《联合国全球

反恐战略》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今天出席的各位代表都是各国学识渊博的代表、杰出的人士、法律专家和反恐问题专家，

我相信，你们的出席将证明我们的讨论将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么，如何在尊重人类基本权利

的前提下打击恐怖主义呢？ 

在全世界一致谴责恐怖主义的大环境下，各个民主国家如何才能在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

的恐怖主义过程中不丧失道义力量呢？这就是今天这个主题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在接下

来的五分钟发言时间里，我们将根据非洲的形势，站在应对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今天，国际社会普遍将恐怖主义看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严重威胁之一。它不仅仅是对

人权的否定，也为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尽管目前面临包括脆弱的经济环境等诸多困难，饱受战乱和冲突折磨的非洲大陆也必须

积极应对恐怖主义所构成的威胁。考虑到非洲国家不仅需要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问题，而且还

要防止恐怖分子利用各国国土作为避难所、运输站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招募站，非洲国家所面

临的挑战相当严峻。 

建立反恐法律框架 

为应对发生在非洲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阿尔及利亚的“十年悲剧”、美国驻肯尼亚内罗

毕和蒙巴萨以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遭遇的炸弹袭击），非洲统一组织早在 2001 年

“9·11”事件之前就建立了一个防止和打击极端主义（比较：1992 年在达喀尔举办的非洲统

一组织会议和在突尼斯举办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谴责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

的行为守则）和恐怖主义的区域框架。 

非洲的反恐法律框架 早是《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大致划定的，该《公约》于 1999
年 7 月 14 日在饱受恐怖主义蹂躏的城市阿尔及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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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明确地定义了恐怖行动之外，该《公约》还鼓励非洲国家加强自己的边界控制，完

善监督措施，并采取各项措施防止为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创造支援网络。 

它还敦促非洲各国加强交流有关恐怖分子行动的信息和专门知识，建立一个恐怖分子行

动和组织的数据库，并建立有效的合作联系来共同遏制恐怖主义。 

继非洲统一组织确立新的宏伟目标，即，“建立一个统一、和谐的非洲，一个充满了公正

与和平的非洲，一个建立在团结之上的强大的非洲，所有成员都是尊重人权和关注维护社会

平衡和谐的民主国家”之后，非洲统一组织也开始高度关注整个大陆的安全，并已通过了几

项相关法律文件，旨在加强公约的条款。 

在 2001 年“9·11”事件过去一个月之后，为表达对美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恐怖主义

的抵制，非洲各国领导人齐聚达喀尔，通过了《达喀尔反恐宣言》，在宣言中，各国领导人再

次重申非洲愿意为全球反恐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2 年 9 月，非洲联盟通过一项行动计划，明确了反恐的具体战略；确定了非洲联盟委

员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反恐斗争中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责；决定建立非洲恐怖主

义问题研究中心。 

该中心设在阿尔及尔，于 2004 年 10 月 13 日开始运行，它的任务是帮助增强非洲联盟防

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同样，为确保在行动计划的框架内有效执行 1999 年的《公约》，

2004 年 7 月，非洲国家批准了《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阿尔及尔公约议定书》。 

根据该议定书的条款，非洲国家承诺： 

 防止恐怖组织进入本国，防止恐怖分子在本国领土建立组织； 

 确定、侦测、冻结和没收用于或分配给恐怖分子开展行动的全部资金和财产； 

 立即向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报恐怖分子在本国领土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各国应充分利用本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使用这些合法、有效的

防止措施与压制手段来应对这一挑战。在这方面，各国必须维持好打击恐怖主义的需求与保

护人权的需求之间的平衡。 

2003 年 1 月 18 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表关于恐怖主

义和人权的关系问题的讲话时，重点强调了这一问题，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应充分认识到，

对人权的保护不应让步于反恐行动的有效性。相反，从长期看，人权、民主和社会正义可被

视为是医治恐怖主义的 佳良药之一。” 

讲这些话的背景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悲剧事件在全世界造成剧烈动荡，五年之后，这

些话依然无比正确。非洲联盟所通过的所有反恐公约明确地反映出其坚定的意愿，非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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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法》（第 3（b）和第 4（o）条）对此做了明确阐述，“促进和保护人权及人民的权利、

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谴责并抵制不受惩罚和政治暗杀、恐怖行动和颠覆活动”。特别是，

《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的第 22 条清楚地阐明，“本公约中的任何文字都不应被诠释为

偏离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 

这些不同的法律文件的通过，以及各国履行随《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于 1981 年

在内罗毕第十八届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通过）而来的各项义务都表明，反恐战争对于所有非

洲国家而言 重要的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各国应根据国际保护和捍卫人权的标准来推行国

家和国际的相关法律文件，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人的价值。非洲联盟在反恐领域认真遵守国

际人权法律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做法值得表扬。 

非洲各国对《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的一致批准以及随后《议定书》的通过清晰无

误地证明了非洲国家愿意将人权作为优先事项、不断与国际和跨国人权组织进行开诚布公的

对话的意愿。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不能只停留在发表公开声明上，

而更应积极采取实际行动，验证这些权利的有效性。这才是 困难的地方。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各个国家的情况，评价各国的各项反恐立法和反恐措施与做法，我们

就会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严格遵守着有关尊重人权的公开声明。 

这看起来像是恐怖主义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和根除恐怖主义的需求抑制了人们的良知一

样，常常导致一些国家的反恐机关为保证反恐斗争具有更高的效率而通过紧急法和摒弃更好

的方法。 

人权的捍卫者已经吸引世人开始关注一些国家的某些侵犯人权的做法。非洲联盟充分了

解自己的国际义务，致力于建立保卫措施，通过采用不同的机制，承担起明确的教育职能。 

尊重人权的监督机制 

为确保有效执行各项公约所规定的内容，非洲已建立了许多相应的机制。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成立于 1986 年，根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的要求，

它负责监督各项条约并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 

它的一项任务是诠释《非洲宪章》，为此，它多次访问非洲各国，促进各国决策者们、民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了解该宪章。它鼓励各会员国建立可靠、自主的人权机构。 

该委员会定期组织为有关当事人举办训练讲习班。它还汇编相关文件、准备示范立法文

本，并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各会员国将《宪章》中所规定的内容（第 45 条）融入本国的立法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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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决议，旨在提高非洲各国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比较：20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5 日在冈比亚班珠尔召开的第三十七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

有关保护人权及人权在反恐斗争中所处地位的决议）。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没有权利强制各国实施其建议；因而，从一开始，就让人觉

得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为人权提供更大的保护。面对这一问题，非洲联盟创立了非洲联

盟法院。 

非洲联盟法院 

非洲联盟法院是非洲联盟的法定机构。根据 2003 年 7 月 11 日在马普托（莫桑比克）通

过的议定书规定，非洲联盟法院负责处理提交给它的所有纠纷和申请，涉及： 

“诠释和应用该法案；诠释、应用联盟条约以及所有在联盟框架内通过的补充法律文件

或审核它们的合法性。” 

2004 年 7 月，非洲联盟各国及政府首脑会议决定“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与非洲法

院合二为一”。该项决定受到了包括国际人权联合会在内的人权卫士的批评，他们的基本观点

是“向非洲联盟法院求助的模式不允许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和非政府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 

非洲联盟法院目前尚未建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通过设立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根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相关协议设立），非洲联盟向前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根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议定书》建立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 

1998 年 6 月，非洲统一组织在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召开的第三十四届大会上通过了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关于创建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

章议定书》也于 2003 年 12 月 26 日开始生效。 

该议定书在导言中宣布，“实现《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的目标要求建立一个非洲人

权和民族权利法院，以补充和增强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的职能。” 

该议定书力图增强《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力量，它加强了非洲人权

和民族权利委员会的顾问职能，并授权非洲法院负责在法律层面审核“任何提交给它的、有

关诠释和应用《宪章》、当前议定书和任何其他人权文件方面的事宜和任何纠纷。” 

法院于 2007 年 1 月成立，由 11 名经过选举产生的法官组成，总部位于坦桑尼亚，它负

责审核所有涉嫌侵犯人权的指控。 

法院的工作独立于任何非洲政府之外，通过裁决，它确实推动保障了非洲地区尊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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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护条款。以下机构有权向该院提交案件： 

 非洲联盟委员会 

 非洲联盟委员会提出控诉的缔约国 

 被诉讼的缔约国 

 本国公民的人权受到侵犯的缔约国 

 非洲政府间组织 

为确保有效保护人权，该协议的第 5.3 条制定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条款：它允许非洲委员

会中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前提是缔约国在批准该议定

书时已经认可法院的权限（除：布基纳法索）。 

因此，人们希望这个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新法院，借助其独立性和有效性，将有助于领

导合法和必要的反恐斗争。 

结论 

尽管非洲国家的经济、机构和人力资源非常有限，但是在国际合作的支持下，非洲各国

随时准备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非洲许多国家决心真正根据法治的原则建设自己的国家，它们已经通过采纳和批准各种

区域人权公约和国际反恐文书的方式展示出保护本国公民人权的决心。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进一步深化工作、真正致力于使本国立法确实符合国际标准的时候了。 

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的模式，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毫无疑问地也将在

地区立法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实为非洲公民的人权提供保护。 

在这一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非政府人权组织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庚巴区（毛里求斯）通过的《行动计划宣言》中，非洲联盟敦促各会员国“采取坚决

措施确保在非洲执行《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宣言》，毫无疑问，非洲联盟的决心将有助于各国把

该法律置于首要地位，并使该法律成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统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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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George Okoth-Obbo 先生 

国际保护司司长 
联合国驻日内瓦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不是反恐领域的授权机构。它的授权任务是

确保保护难民。然而，难民保护和反恐正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

毒办）和奥地利政府为难民署提供这个机会，讨论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我还希望在此声

明难民署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态度，它也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我将重点探讨与法

律遵守相关的突出问题。 

今天，全球将近 1 000 万人需要获得难民保护。他们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事实

上，难民也常常是恐怖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因此，难民专

员当然支持各项合法的反恐措施。通过打击恐怖主义，人民被迫流离失所的一个根源也能够

得到减轻。 

不幸的是，我们担心拥有正当理由的反恐工作对国际保护难民的工作有着负面的影响。

寻求庇护的民众和难民遭受着辱骂、污蔑或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那些来自某些宗教、文化、

地区或背景的民众被默认为或无意识地被看作是军火商，而不是失去了家园、寻找安全的逃

难者。在许多人的想象中，避难所也常常被等同于恐怖主义罪犯潜伏及从事邪恶贸易的庇护

所。然而，许多显然必要和合法的政策、司法和执法机关所采取的法律和实际措施被过于广

泛地应用，或者过于严苛，结果，对避难所和保护空间造成了同样的负面影响。因此，就产

生了以下问题： 

 寻求庇护的逃难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获得批准进入他国领土或获得避难程序。 

 一些国家越来越经常对他们实施拘留及强制遣返回原籍，无视于他们可能受到迫害

的危险。 

 一些国家诉诸并应用大量过于宽泛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文件，尤其是有关拒绝接受

难民或寻求庇护的逃难者、或将他们移往更大设施的文件，甚至是对集体采取这种

做法，这显然违反了就事论事、证据为上的原则。 

难民专员认为，反恐措施并不一定会导致领土受到侵蚀，难民工作受到影响。相反，按

照法治和国际法、人权和难民法的标准执行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保护、而且有助于巩固甚至

发展避难所。避难所的法律和政策系统本身有内在的文件，合理使用和应用这些文件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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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实现国家和公共安全的目标。 

难民专员为此次研讨会准备了一份完全稿，详细解释了这些相互联系，我们随后将单独

散发给诸位。而现在，针对此次研讨会着重讨论的目标和优先性事宜，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难民专员欢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如果社会能够实现再也没有人害怕现代恐

怖主义的潜在与过度的风险和危险，那么真正寻求庇护的人、难民以及整个避难所和难民保

护系统也都将从中受益。 

其次，各国必须执行该战略中所制定的措施，尊重并保护避难所以及对逃难者和难民的

权利。在这个问题上， 关键的是要谨慎与遵守。因此，难民专员坚决支持《全球反恐战略》

所强调的遵守国际法、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关于此类国际难民法，难民专员敦促

各国在遵守过程中特别重点注意： 

 允许他们进入本国领土，并且不得在边境地区拒绝他们进入； 

 允许他们享受合法程序的权利； 

 正确、公正地判断他们的诉求和寻求保护的申请； 

 确保提供基本标准的待遇，尤其是不将难民和逃难者强制遣返到可能会导致他们遭

受迫害的地区（难民不遣返原则），以及不得自动采取拘留措施。 

第三，难民专员强调，避难者不是来向避难国和东道国人民索要权利的。他们自己也应

承担对这些国家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重要的是，要服从该国的法律和管理，这些措施都

是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和福祉的。记录显示，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背井离乡的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都能够在新的社区里做到遵纪守法。那些滥用本来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福祉法律

的人，或避难机构，应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感觉到法律的威力。让我们强调一点，一个管理

得当的避难所系统不会保护恐怖分子免于起诉。相反，国际难民法提供了鉴别那些犯下暴行

或严重犯罪者的方法，以及将他们排除在系统保护之外的措施。 

第四，根据我们刚刚阐述的观点，难民保护的工具如果使用得当、明智和公正，在庇护

义务与反恐义务可能交叉的领域，它确实能够满足各国的利益。这些包括确定难民地位；完

全根据明确确定的标准授予这种地位；将那些犯下重罪的人排除在这种地位之外；取消那些

随后表现出招致不满的意图或目的者的地位；各国有能力根据合法程序将这类人驱逐出本国

领土；正确管理边境；交换有关优先保护工作的信息；以及能力建设。 

第五，正如我们昨天和今天在此次研讨会所听到的有关打击煽动和侮辱的必要性，难民

专员也敦促各国优先处理污蔑、随意定罪或僵化地对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事实上，他们本

身就是迫害和危险的受害者，需要获得各国及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样他们才可以找到归

属感，获得承认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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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想重申，难民专员虽然并非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正式成员，但是我们一直在与该

机构积极协调，并将继续采取多种方式与工作队以及其他机构在难民保护和反恐措施有关方

面展开密切合作。尤其是，我们一直与反恐执行局、禁毒办及联合国在反恐中促进和保护人

权及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协商如何协调各自的标准和原则。我们还将继

续推进这种合作。 

难民专员也与各国保持着日常工作的合作与协调，以确保正确承担对寻求避难者和难民

的义务，同时确保国家安全的优先性地位。请允许我强调，难民专员将继续与所有行动者和

利益攸关者保持这种必要和适当的协作关系。我们也期望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工作中继

续保持这种联系和合作，进一步解决昨天和今天会议所重点强调的问题，尤其是： 

 恐怖主义的公认定义； 

 《全球反恐战略》的明确执行机制的必要性； 

 审查机制的确定； 

 采用可行的衡量执行情况的标准； 

 一种综合与连贯的方法，避免任务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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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Lisa Oldring 女士 

人权干事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派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我要感谢奥地利政府、禁毒办邀请我参加此次盛会。 

个人安全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保护个人安全也是各国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但是，

在反恐斗争中，许多人却常常忽略遵守这项简单的义务，甚至将人权形容为对实现合法安全

目标的一种阻碍、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基础要素。 

然而，恐怖行动的宗旨显然是破坏人权、民主和法治，而我们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都

能看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打着反恐旗号的许多措施本身却对保护人权构成了严

重的威胁。 

《全球反恐战略》再次肯定了人权和安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将法治和人权置于国

家和国际反恐工作的核心地位。 

正如尊敬的奥地利司法部长阁下和瑞典反恐大使阁下所说的那样，近年来，一些国家所

采取的反恐措施太过逼真地展示了漠视人权所带来的代价。在一些地方，为应对可能的恐怖

主义袭击事件，一些国家采取了“开枪打死”的执法政策。在另一些地方，虽然有相关的防

止酷刑的法律和习惯做法，例如，建立独立的监控拘留场所的系统，但是一些国家却依然以

反恐的名义摒弃了它们，而诉诸拷打或其他虐待方式。执法机关滥用权利的行为破坏了司法

的独立性，而采用特殊法庭审判平民的做法也影响到了普通法庭系统的效率。全球许多地方

都存在利用压制手段打压人权卫士、记者、少数民族及民间社会的声音。 

这些做法都严重损害了民主机构的合法性，也向世人昭示国家和国际所采用的合法反恐

措施取得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它们还对全球的法治及人权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而对标准

的侵蚀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通过《全球反恐战略》，各会员国继续努力采纳各项措施、确保将尊重人权和法治作为反

恐战争的根基。反恐战争必须包括制定国家反恐战略，寻求防止恐怖活动并消除导致恐怖主

义蔓延的因素；起诉或合法引渡那些应为此类恐怖行动负责的罪犯；促进民间社会的积极参

与和领导；关注人权受到侵犯的所有受害者的权利。各项国际人权公约也应成为全球反恐架

构的一部分。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积极与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其他成员加强合作与磋商，并负责领

导人权保护工作组的工作，办事处主要侧重于在以下五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各会员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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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领域的工作： 

 通过专题研究和分析，提高各国在反恐大环境下对于人权义务的认识； 

 通过领导和宣传，增强对人权的保护； 

 根据各国的要求，为各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开展人权培训，包括培训法官、律师和执法人员；以及 

 开发相应的工具帮助相关从业者，例如，有关人权及反恐的概况介绍和出版物、国

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对人权造成的影响。 

办事处还为联合国人权机制提供各种帮助，包括协议机构和许多特殊程序授权，尤其是

在反恐中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办事处将继续通过

举办一系列的研讨会与各地区级的合作者加强合作，确定并解决具体的人权挑战。 

总而言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继续支持各会员国采取各项措施，确保在反恐斗

争中通过制定和执行符合人权精神的立法和政策，推进和保护人权。只有严格遵守人权和法

治标准，我们才能有效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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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Serguei Tarassenko 先生 

法律事务厅特等法律干事 
法律事务厅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除其他事项外，《全球反恐战略》的行动计划还特别呼吁各会员国迅速签署现有各项反恐

公约和议定书。 

目前，全球现有的 16 项文书构成了一个全面、坚实的国际反恐法律框架。这些公约中绝

大多数都建立在起诉或引渡的原则上；它们预见了恐怖行为实施者对所犯特定恐怖犯罪应当

承担的个人刑事责任。而且，它们都建立在各会员国合作反恐的原则之上。 

今天，这 16 项反恐文书中的一些公约，例如，航空安全公约，已获得几乎所有国家的批

准。然而，要确保反恐措施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所有会员国必须批准这全部 16 项反恐文书。

为帮助各会员国完成这一任务，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已组织了几次特别条约会议。 

今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召开之际，另一场特别条约会议也将举行。该会议

将侧重讨论的主题是“实现全面参与执行和平、发展和人权综合框架”。当然，拟议的条约清

单将包括所有已经交给秘书长保存的、与反恐有关的公约。此次会议定于 9 月底 10 月初举行，

所有还未加入这些公约的会员国届时将有机会在 9 月的这次大会上交存它们的加入书。 

为促使各国尽早加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该《公约》只需再有三个国

家批准即可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将于 6 月 18 日在纽约召开一次小组讨论会。与会者将包括

初提议并起草它的会员国——俄罗斯联邦的一名代表， 初的草案是由俄罗斯联邦准备的，

同时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以及学术界的代表。 

6 月份小组讨论会的主要目标是在 2007 年度条约会议召开之前，提高各国对核恐怖主义

公约及其他与恐怖主义有关条约的认识。所有会员国都受到邀请参加 6 月份的小组讨论会。 

总而言之，我想强调各会员国应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中所重申的一项重要原则，即，

各国的反恐措施应遵守它们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义务，尤其是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 

正如尊敬的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昨天在主旨发言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加强国际法

及其法治。同样，奥地利司法部长阁下也指出各国有必要将国际法置于首要位置。 

我们秘书处，当然，也包括法律事务厅，深受这些想法的鼓舞，完全赞同这些宝贵的评

论，并随时准备帮助各会员国执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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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Daniel Frank 先生的发言 

瑞士外交部国际法司 
（法语演讲） 

 

首先，我要感谢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组织此次执行《全球反恐战

略》的重要盛会。瑞士还希望感谢反恐执行工作队，尤其是该工作队的主席 Robert Orr 先生，

感谢他们为推动《全球反恐战略》所附《行动计划》所付出的努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平衡的战略，这项战略牢固地建立在前秘书长在其 2006 年 4 月 27
日题为“团结起来消灭恐怖主义：关于制定全球反恐战略的建议”报告中所提出的五个支柱

内容之上。其中一个支柱内容就是尊重人权并将法治作为反恐斗争的首要任务。虽然这个问

题出现在《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的 后一个章节中，但是，联合国和各会员国同样应该

像推动警察部队合作、司法互助、引渡和信息交流一样，同等重视并推动它的执行。我希望，

虽然只有少数代表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不应表示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这个问题并

不重要。 

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方面，瑞士采取了一些可行的措施来增强反恐行动的合法性，

包括提高对人权和法治的重视。例如，这将确保将有关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从名单上

删除是有公平、透明的程序可循。在秘书处设立协调中心是一个重要举措，但这不足以保证

合法程序。根据《全球反恐战略》，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

成立的委员会优先处理的事宜。瑞士随时准备与其他合作伙伴一道，帮助该委员会与执行工

作队开展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瑞士认为各会员国也应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人权遭受侵害的受害者和恐怖主义

的受害者都能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得到应有的重视。 

 
Christopher Michaelsen 先生的发言 

人权干事 
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 

人权和反恐小组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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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民主人权办）希望感谢奥地

利政府和联合国盛情邀请我们参加此次重要的盛会。请允许我简要列述与执行《联合国全球

反恐战略》相关的挑战，并为各位代表介绍一下民主人权办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几项工作。 

2006 年 12 月，民主人权办向欧安组织布鲁塞尔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共同责任”

的报告，在报告中，民主人权办强调，在欧安组织地区的各项反恐工作中，许多人权义务的

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我们特别建议解决新的欧安组织人权义务中的难民不遣返问题，进

一步加强欧安组织在禁止严刑拷打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并明确所需适用的国际标准。我们进

一步推荐欧安组织采取其他行动，阐明“与有效补偿和任意拘禁相关的承诺也同样适用于国

际反恐合作。” 

正如列支敦士登大使 Wenaweser 昨天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国际恐怖组织及恐怖主义嫌犯

名单机制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的课题。我很高兴地向各位报告，2006 年 11 月，由

民主人权办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共同组织在列支敦士登召开的人权及国际反恐

合作专家研讨会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此次会议的报告已刊登在我们的网站上

（http://www.osce.org/documents/odihr/2007/02/23424_en.pdf）。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肯定了各会员国“进一步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适当参与

讨论如何推动执行该战略的工作”的决心。2007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民主人权办与国际关

系及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组织了一场非正式工作会议，讨论民间社会在防止恐怖主义工作中

所起的作用。此次会议的报告包含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该报告也已刊登在我们的网站上

（http://www.osce.org/documents/odihr/2007/05/24495_en.pdf）。 

民主人权办人权及反恐方案的另一项核心优先工作是团结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欧安组织常

设理事会在第 618（2004）号决议中肯定了加强与恐怖主义受害者团结的必要性，并委派民主人

权办帮助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设计和执行保护和补偿受害者的机制。在这一问题上，我想请各

位关注欧安组织将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在维也纳召开关于受害者问题的高级别会议。 

后，欧安组织布加勒斯特反恐行动计划（2001 年）委派民主人权办与禁毒办开展合作，

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执行各项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并帮助它们在本国立法中遵

守国际标准。民主人权办将一如既往地随时准备为欧安组织会员国提供这一领域的技术援助。 

 
Mbalembou Pato 先生的发言 

多哥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二等秘书 
（法语演讲）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此次会议上登台发言，请允许我对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主题五 169 

 

问题办事处组织此次盛会表达我的诚挚祝贺和谢意，也感谢它们为一些国家，包括我国，提

供资助，使我们能够参加此次会议。 

我还希望对所有就议程项目 5 发表演说的发言者表达我的赞赏之情，尤其是欢迎瑞典大

使阁下所做的发言。 

我国完全支持国际社会的各项反恐、反毒品和反洗钱工作；然而，如果我们忽略了尊重

人权，那就绝对毫无借口而言。我希望借此次机会提醒各位关注有关人权概念的几个要点。

在人们谈论人权概念的时候，通常都是泛泛而谈，而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这些问题如

果我们不仔细对待的话，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危险。我尤其关注移民权利和食物权的概念，

因为今天一起又一起的事件提醒着我们，有许多人乘坐小船漂洋过海，请相信我，他们并不

是为了看看西方或是参观什么建筑！这是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饥饿了。如果今天这些人愿意

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欧洲的话，那么明天又会发生什么？尽管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是，也许明

天他们愿意牺牲的就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是别人的生命！ 

人们还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在处理今天的人权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常常与当

前形势非常不协调。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曾经被视为人权记录不佳的典范，

如今却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反，那些过去教会我们人权观念的国家却在采取一

些不适合在学校或在民主国家教授的做法。请原谅我冒昧地说，人们也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即，国际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多少有些虚伪。发展中国家如果违反人权就会遭到严厉的批

评，而同样的做法出现在某些 “发达国家”，却不会受到谴责。在制裁方面也是如此。我（或

至少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制裁的实施很武断。如果你很强大，那么你可以轻松摆脱惩罚，而

如果你很穷的话，请相信我，你就在劫难逃了。今天，一些制裁行动已显示出它们存在很大

的局限性。我的结论是在现实中这些制裁过于武断。我不知道那些遭受制裁国家的国民会产

生何种想法。制裁委员会应该更加用心、更加仔细地审视某些行为，这样才有可能确保公正，

不武断地宣扬人权观念。 

 

Christophe Payot 先生的发言 

比利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去年 9 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这再次表明联合国在采用全

面综合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起的领导地位。 

比利时是多边主义的忠实信徒，对于比利时而言，《全球反恐战略》是联合国借助一个统

一框架指导并帮助各会员国执行各项行动、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特殊手段。事实上，我们

作为联合国各会员国应该是该战略的主要接受者和塑造者。只有我们采取行动，才能保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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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取得成功，而如果我们缺乏投入和决心，它就必将失败。 

比利时完全支持该战略所采取的这种全面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无辜民众的行为绝对

不可能有任何合法性而言，而恐怖主义也永远不可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恐怖

主义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许多因素催生并激化了一些观点，并成为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比利时非常重视根除激进思潮和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行为，并在本国制定了一

项打击激进思潮的计划，同时还积极为执行欧盟战略和行动计划出力。 

消除激进思想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并借助多种工具，不管是防止还是遏制都是如此。要取

得这项工作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吸引民间社会和非政府方的积极参与。 

这也是比利时从一开始就选择支持建立“不同文明联盟”的诸多原因之一。我们已成为

所谓的“联盟朋友”的成员之一，该组织是联合国挑选出来的会员国所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组

织。我们为秘书长建立的高级别小组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我们还努力在这一进程中出谋献

策。去年，在比利时担任欧安组织主席国时，欧安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场重要的研讨会，

讨论媒体，尤其是因特网和卫星电视的影响，以及对“西方”和“中东”彼此看待对方的影

响。2 月，在布鲁塞尔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高级别小组提出的建议，重点探讨了制

定具体而实际的措施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反恐战争同样是一场思想和价值观的战争。从长期看，只有我们高举尊重人权和法治的

大旗去开展反恐斗争，我们才能打败那些信奉 暴力、 极端思想的暴徒。 

《全球反恐战略》同样将人权和法治放在一个非常显著的位置，这也突显出这种做法的

必要性。在这一领域，非政府组织也能做出非常宝贵的贡献。 

在这方面，比利时已为多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正如英国代表团所建议的，我也想提

一个比利时所做的具体贡献：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出的全球安全和法治计划，它有助于更好

地将人权问题融入到反恐措施中。 

事实上，我们认为，有效的反恐措施与保护人权并不冲突，而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加

强的目标。 

后，我想再次感谢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和禁毒办出色组织此次重要而及

时的研讨会。 

 

Muhammad Rafiuddin Shah 先生的发言 

巴基斯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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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法治和人权是《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将有关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以及从名单上删除的程序值得我

们关注。现有的程序缺乏合法程序和有效获得补偿的权利。国际社会将这些原则奉为强制法。 

在很多情况下，相关机构在没有进行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随意将一些个人和实体列入制

裁名单。由于缺乏证据，许多人不能得到起诉。然而，由于多年来无法得到审判，这些人只

能饱受制裁之苦。我们理解立即对怀疑目标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缺乏适当的审核机制

是不公正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这种做法会将制裁变为终身监禁。 

相关实体应该在一两年之内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启动针对被列入名单者的司法程序，否则，

就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后自动将他们从制裁名单上删除。 

我还希望表达我对瑞典反恐大使所做的有关 1267 委员会将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和从

名单上删除的程序所做发言表示支持。 

 

Zuheir Elwazer 阁下的发言 

巴勒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阿拉伯语演讲） 

 

非常感谢给予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我想首先感谢今天所有的发言者，同时强调他们

所做发言的重要性。法国大使在发言中谈到有关不公正问题的白皮书，尤其谈到有关巴勒斯

坦与以色列冲突的问题（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让我很受鼓舞。 

如果我们想继续讨论中东和平问题，那么我希望指出，该地区要实现全面公正和 后的

和平，就必须以公正、迅速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是这一地区冲突的核心问题。 

我们所寻求的和平是建立在法律、公正和国际法律决议，尤其是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之

上的。 

因此，为实现该地区的稳定，这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就必须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

法国家权利，包括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以及自决权和在国内居住的权利，建立一个以耶路撒

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权利，这意味着实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主张，即，建立一

个与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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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i Ilkin 先生阁下的发言 

土耳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当我们讨论人权和法治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讨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问题。他们中

的一些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另一些人则终生残疾。而几乎所有的幸存者余生都生活在

精神创伤之中。 

只要我们关注受害者的权利问题，我们就是在向国际社会和受害者们传递一个积极的信

息。我们也在向恐怖分子和潜在的恐怖分子传递出我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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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道路——推动执行反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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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Giampaolo Cantini 先生 

意大利外交部反恐部门的负责人 

 

我希望真诚感谢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

毒办）盛情邀请我为诸位尊敬的代表做有关主题六“前进的道路”的主旨发言。 

在过去的一天半中，我们得此良机审查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多个方面事宜。在密切

交流彼此观点和看法的过程中，我们都学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根据过去几天的议事日程安

排，我建议在我们这个小组讨论中重点探讨以下问题并提出可能的建议： 

我们已承诺在 2008 年秋季审查《全球反恐战略》的执行情况。因此，目前我们算是正进

行到一半。目前我们都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反恐执行工作队，在这几个月中做了大

量出色的工作——但是，我们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将此次研讨会的材料再

次汇编成册，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协调各级的工作：联合国系统、

国际和区域组织、会员国以及民间社会。 

我们应该承认，《全球反恐战略》涉及多个领域的工作，这些工作所涉及的知识、专门技

术、制度、做法和方案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在资助恐怖分子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分析并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例如，将国际公约融入本国立法之中，但是，对于许多主题，例如“消除导致

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的措施”和国家援助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问题，我们却还是有些陌生。因

此，我们应该着重深入分析这些我们了解不多的主题领域的问题，并交流相关的经验和 佳

做法。而且，我们还应该牢记，由于这些领域本身的性质决定，我们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才

能看到切实的进步。在开展这一工作中，我们不应忽略区域和次区域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各

会员国有责任在本国范围内采取综合措施推动这一工作。对于“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

素的措施”这一内容宽广的主题，我很高兴地告诉诸位，意大利外交部和德国外交部已同意

共同筹办一场有关地中海地区青年人激进化问题的研讨会，该会议由都灵联邦制研究中心和

纽约全球反恐中心共同组织，定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在罗马举行。我们相信重点关注

区域一级的活动有益于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也能够为我们提出一些有益的措施和政策建

议，以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在开展这一工作中，我们应该考虑如何 好地促进联合国系统、国际及区域组织、各会

员国和民间社会的协调与合作。学术界、商业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完全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他们应当通过研讨会和其他非正式会议积极参与区域层次的分析工作和政策建议，从而分享

研究成果和交流在各自领域所获得的实用知识。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应当发挥特殊作用。特别是反恐区域中心，可以考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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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会员国以外提供他们的分析结果与经验。每个区域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危险都不尽相同，

因此，每个中心和组织都需要开发自己特殊的方法和专项知识，从而有益于这一进程。区域

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可能非常有用。例如，欧盟在反恐领域，尤其是在激进化问题上开展了大

量的工作。此外，可能还有诸如建立联系人网络等其他非常实用的合作渠道，例如，八国会

议集团几年前倡议建立一个计算机犯罪和计算机恐怖主义袭击预警的常设网络。如今，来自

各个区域的 47 个国家加入了这一网络。也许可以通过区域组织的合作并由其各自会员国提供

专门的支持来扩大这种会员关系，这些会员国的积极参与和主人翁感对于这种网络而言都是

必不可少的。 

反恐执行工作队付出巨大努力编制了联合国系统与执行该战略有关的机构和部门所开展

活动的详细目录。如果我们浏览一下《联合国反恐在线手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联合国系

统能够提供的资源令人惊叹。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编制该目录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了解我们该如何 好地与联合国系统以及各会员国开展合作与协调，以执行该战略。这应该

是另一项优先事项。各会员国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为工作队提供积极的政治支持，

帮助它完成它所承担的这项困难但必要的工作。 

一个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过程中使行动者与联合国系统、

区域组织及各会员国联系起来。对这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个具体问题——技术援助，毕竟，

该战略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涉及到这个问题。首先，反恐援助应被视为是机构能力建设总体工

作的一部分，它与促进发展、人权和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只有在安全得到合理的

保障、恐怖主义威胁得到消除的环境中，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人权和经济增长。丹麦大使 Lфj
今天上午已经对该问题做过相关发言。《全球反恐战略》强调了安全、发展、法治和善治的相

辅相成关系。《行动计划》第一部分第 7 段对这种关系做了相当清晰的阐释：“鼓励整个联合

国系统加大在法治、人权和善治领域所已开展的合作与援助的规模，以支持经济和社会持续

发展。” 

说到这里，我们应认真反思我们如何才能 好地利用我们在发展援助领域各项程序和机

制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例如，我们如何才能 大程度地利用反恐执行局在确定能力建设

需求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如何才能在他们同意的前提下，向国际组织和捐赠国提供它与会

员国建立的程序？该设计何种机制将联合国及执行工作队中的其他国际实体凝聚在一起，从

而弥补反恐执行局审核程序中的漏洞？我们该如何整合执行工作队各个成员的专门知识和技

术援助能力，例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从而让可

以让它们 大程度地做出贡献？反恐执行工作队该如何提供机会，让行动者通过协作的方式

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的资源？从广泛的层面说，如何才能保证国际社会通过分析各国的反恐

技术水平，确定机构差距，并 终实现解决这种不足的目标呢？昨天，Jean-Paul Laborde 在发

言时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全球反恐战略》将我们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全面的国际方法，国际社会应在各国和区域一级全面执行这种方法，以 大程度地提高效

率，消除重叠，融合所有行动者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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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是理论问题。《全球反恐战略》中至少有两段——第三部分第 4 段和第 6 段——涉

及到解决提高技术援助的需求问题：“4. 鼓励采取措施，包括经常地举行非正式会议，以加强

会员国、处理反恐问题的联合国机构、相关的专门机构、相关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

及捐助者在适当情况下更频繁地就进行合作和提供技术援助发展各国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

能力等问题交流信息。”；“6. 鼓励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继续提高在反恐领域提供技术

援助的一致性和效率，特别是为此加强同各国和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对话，并同

所有双边和多边技术援助提供者密切合作，包括进行信息交流。” 

所有的相关机构及其相应的授权包括：反恐委员会作为技术援助的促进者；反恐执行局

作为审查国家和区域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情况、确定优先重点需求的联络点；反恐

执行工作队作为协调联合国系统在这一领域能力的唯一资源。此外，我们还必须以联合国大

会的批准为新的动力，并考虑各会员国在本国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这一程序。但是，我们还

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将这些资源联系起来以及如何才能确保 迫切需要援助的会员国从这种机

制中受益。我们已经有了相关的机构，但是，我们还需要创造性思维方式来解决机制和程序

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谨记，各会员国的主人翁意识是有效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关键

要素之一，也是实现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要素。执行工作队所代表的资源不应代替各个主权

国的个体承诺。只有在各会员国积极、持续地投入和参与下，执行工作队所提供的协调机制

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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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Evelyn Puxley 女士 

加拿大外交事务与国际贸易部国际犯罪与恐怖主义司司长 

 

首先，我希望和其他代表一样，感谢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禁毒办，尤其是奥地利共和

国组织并主持此次大会，特别感谢奥地利共和国在我担任驻维也纳代表的四年期间的热情招

待，再次回到这里，感觉真是美好。 

我想，我们这些参加 后一项议程的代表都获得了一次特别的机会，因为我们有机会思

考我们在过去两天中所听到的一些内容，并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为我们的前进之路提出一些

可行的建议。我不想面面俱到，涉及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的所有主题，我只想就技术援助、

反恐能力建设和民间社会参与反恐工作谈一点自己的浅见。像恐怖主义受害者问题一样，

后一点也是我们在讨论中多少有点忽视的主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此次研讨会参与者的广泛性而倍受鼓舞，我们的参与者包括一部分

会员国代表、其他组织的代表和一些民间社会的代表。按我的理解，此次活动的一个目标是

提高国际社会对《全球反恐战略》的认识，保持 8 个月前各国在纽约一致通过该战略时所表

现出来的势头，将这种势头继续作用于执行该战略之上。我想根据这两天来的讨论谈谈自己

的两点认识。首先，所有的发言者都齐声谴责了恐怖主义，并一致肯定任何恐怖行动都绝无

合法性而言，所有代表都呼吁持续关注《全球反恐战略》的执行情况。尽管我们在恐怖主义

定义问题上尚存在较大争议，因而，也在进一步制定一项全面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方面陷

入僵局，但是，这显然不能抹杀我们这两天所取得的成绩。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一样，都希望根据已公布了一段时间的文本尽快就公约达成

一致意见。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无法取得进展。但是，尽管目前各国还存在一些不同意

见，各国在促进《全球反恐战略》及其执行情况上的态度都毫不含糊。这应该被看作是一个

积极的信号，其他代表，尤其是 Orr 先生，在讨论一开始时就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考虑到《全

球反恐战略》中所明确的绝大部分工作和后续工作都是各会员国应承担的工作，尽管是在秘

书处和联合国系统的帮助下，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种帮助不能、也不应被视为各

国工作的替代。各国对此项工作的投入，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批准和执行联合国的所有

13 项反恐公约和议定书。按照要求，我们需要在 2008 年 9 月汇报该战略的执行情况以供审查，

届时，我们需要汇报自己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我想特别强调在这项工作中，禁毒

办的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对推进各国批准各项国际公约很

有帮助，我国愿意通过自愿捐助的方式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帮助。 

我还希望指出，《全球反恐战略》是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的。这是联合国大会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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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圈可点的重大成果，由此，我也得出了第二点结论。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该战略通过

后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我们应该，在讨论执行该战略时，小心认真，避免扩大或修改文本。

今天，许多代表都谈到了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正如尊敬的土耳其驻联合国大使昨天所强调

的，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的措施计划 少。我们尊敬的意大利同事也强调了这点。

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恐怖主义不存在单一的或普遍性的根源。也许引用土耳其大使的

话能说得更明白一些，恐怖主义是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根据我的观点，我们 好不要

暗示说，某种条件必然会导致恐怖主义。我们不应该产生一种恐怖主义存在合理性的印象。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全球反恐战略》中所列出的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消除这些条件，消除恐怖主义煽动性语言的吸引力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需要

国际社会持续投入这一工作中来。我们需要重申我们解决长期冲突、保持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的坚定决心，重申我们将不懈努力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这

种声明自身所存在的价值，也是因为它们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煽动性语言的吸引力。 

在过去两天中，一个频频被提及的反恐挑战就是激进化过程和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活动

以及如何防范它们。我们对其中一些问题的了解依然不够深入，在此我要特别引述一些代表

提到的恐怖分子利用因特网的问题。我很高兴地说，执行工作队中的一个工作组正专门负责

处理这一问题。它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到两难的问题：如何防范一些人利用因特网传播激进思

想，同时保护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但是，所有会员国现在都可以主动采取各项措施应对

那些煽动传播恐怖主义、从而促进激进化的人。正如现在所有会员国在维也纳此次会议上所

做的这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开重申我们坚决打击恐怖行动的决心来实现这个目的，不管它

们是由谁发动的，攻击的目标是谁。沦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无辜平民确实是无辜的。我们应

该这么认为：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他们或其他人，而是我们。 

《全球反恐战略》谈到吸引民间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各国，而不是联合

国各机构，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这方面，我想谈谈加拿大的经验。过去两年里，我们建

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吸引加拿大所有种族和文化团体参与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有关国家安全

的对话。其目标是提供一个井然有序的论坛，让那些可能感觉自己被边缘化或被排斥的团体，

包括被政府反恐措施排除在外的团体，表达自己的关注，并与加拿大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部

门的代表进行交流互动。这种论坛也有助于各方获得更多有关执行我国反恐政策和我们国际

反恐优先工作的信息。 

目前，这一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跨文化圆桌会议机制的代表包括来自加拿大的原住民、

加拿大公民、穆斯林和犹太团体、锡克和泰米尔裔加拿大人，以及其祖先可以追溯到非洲的

加拿大公民。我们很高兴分享更多有关这种吸引公民参与反恐讨论的方法。对于加拿大而言，

这一机制是建立在我们的一种信仰之上，即，多元化是力量的源泉，包括在反恐工作方面。

正如《全球反恐战略》所声明的，我们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种族联系

起来，而我们这种吸引公民参与的方法不仅反映出加拿大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也体现了《全

球反恐战略》的这一基本原则。 



180 研讨会：《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后，我想简略谈谈执行工作队，也许是向它提出一个问题。此次研讨会是一个各方深

入了解执行工作队架构和它的工作组活动情况的机会。我们想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尤其感

谢负责易受攻击基础设施的工作组提供的信息。 

Orr 先生在研讨会一开始时提到，我们应该对执行《全球反恐战略》50 多项建议的各种方

法排列先后顺序。我国代表团欢迎工作队为确定这种顺序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也欢迎它可能

提出的任何看法。 

后，仿效我们意大利同行的发言，我也谈谈能力建设援助问题。《全球反恐战略》要求

能够提供能力建设援助的行动者帮助有反恐意愿但缺乏足够资源来实现其反恐承诺的国家。

加拿大计划继续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两年前，我们为此制定了一个反恐能力建设方案。为

确保我们的援助发挥 高的效率，我们欢迎反恐执行局提供更多的信息，尤其是它们在访问

各国时所了解到的情况。这将有助于我们掌握接受国的需求，有效地提供我们的援助。在纽

约与反恐执行局举行一场捐助者会议可能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有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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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Josaia Naigulevu 先生 

斐济群岛检察署署长 

 

在马德里爆炸案周年纪念日之际，联合国宣布通过了《全球反恐战略》，这是人类反恐历

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战略源自威胁、挑战和变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提出的建议，它为国际社

会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全面和有效的方法，战略包含了四项支柱内容，其中包括说服人

们不要诉诸恐怖主义；建设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以及捍卫人权。《全球反恐战略》目前

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反恐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 

然而，我还记得 2006 年 4 月 27 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致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

所做的声明：“一项真正的战略不仅仅是列出一个值得赞赏的目标清单或者对一目了然的事情

加以评述……只有当它指导我们去实现目标的时候，它才真正配得上战略这个名称。”在向联

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致辞时，巴林的 Sheikha Haya Rashed Al Khalifa 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各会员国现在必须将它们的国际义务转化为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战略的重

要性。” 

确实如此，会员国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来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要点。各国有责任承

担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但是，只有通过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

促进和执行这些目标，保持它们的可持续性。 

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希望的广泛集体安全，做到既有效又公正。

各会员国需要采取切实步骤执行该战略的要点，但是，只有通过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战略支援

服务和协调，我们才能 好地凝聚全球的力量和动力。 

下面，我列出了一些建议，为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前进的道路”。 

需要有效的规划与协调 

在秘书长威胁、挑战和变革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中，该小组建议有必要完善机构组织和协

调。如果全球响应以一种精心规划的方式做到协调和有效，我们将受益匪浅。 

只有《全球反恐战略》制定出一项广泛而全面的战略计划，阐明推动执行该战略各个要

素的协调计划；通过磋商程序确定机构战略伙伴和捐助者以及可供支配的资源；确定短期和

长期优先事项和时间表；着手制定标准、 佳做法和典范，为执行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一

致性的方法；并建立监督机制和完善汇报机制——帮助各国履行国际义务——以及衡量相关

的成果，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也许才能有效地促进并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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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其现实意义和继续获得支持，联合国必须不断审查并在必要时调整该计划的某

些要素。这一战略规划程序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联合国及其战略伙伴的协调能力，有效执

行并获得相关活动的信息，而且有助于指导各会员国在本国执行该战略。通过它自己的内部

“立法”程序，可以实现战略计划的传播，区域组织也可以采用这一程序。毫无疑问，制定

这样的计划需要认真审查并合理使用反恐委员会和反恐执行工作队的资源和架构。 

昨天，有代表谈到联合国机构的职能存在重叠的现象。这是这种全面、综合战略途径无

法避免的产物。 

作为战略规划程序的一部分，联合国可以考虑审查与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有关的授权，

如有必要，促进协调并划分职责，从而尽量消除紧张、重叠和浪费。 

对于会员国而言，我认为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制定一项战略计划，列明本国如何

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每项要素，并建立一个中心机构，或组建一个联合多个机构的工作

队来负责协调。 

协调各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各项工作 

考虑到大量和广泛的行动者和捐助者共同存在，并且其工作也存在重叠之处，从节约和

经济的角度看，需要各方全面了解彼此的工作情况；协调彼此的职责和具体的工作。 佳做

法就是由区域性机构或某个负责区域性事务的联合国机构组织召开圆桌会议予以协调。这个

区域性机构和《反恐在线手册》可以全面、准确地记录并发布行动者各自的职责和贡献以及

指导政策。 

建议、标准、最佳做法 
Robert Orr——“方法” 

自 1963 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有害行为的公约》颁布以来，联合国公约和

决议为全球反恐工作提供了一个规范性框架。以往，评估各国的遵守情况主要基于各会员国

是否批准了这 12 项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它们提交的报告数量。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

问：在推进实现全球反恐目标方面，它们各自的效率如何呢？ 

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联合国应该开始考虑审查遵守和监督机制，以确定如何才能提

高这些系统。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我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考虑到我们有必要帮助那些发展中国

家，它们也面临着维护本国利益、同时制定出相对统一、但更加有效应对措施的需求。 

需要批准的公约范围广泛而且内容繁多，在每种情况下都需要由技术能力和资源来决定。

技术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派遣某人提供帮助。通过开发出合适的工具来帮助会员国，同样也

能实现这一目的。为此，我建议联合国和/或其机构制定一份统一的反恐手册，手册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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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加入公约 

（a）概述每项公约的核心条款并编写有关遵守方法的附注。 

（b）编写有关附注，内容包括潜在的资源和加入每项公约的立法意义。 

2. 制定反恐立法 

（a）制定反恐示范法，其中包括联合国每项公约所确定的核心条款和违法行为。 

（b）编写附注，其中包含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和挑战。 

3. 最佳做法 

编写一份简要的大纲，列述有关反恐问题的预防、调查和起诉工作、恢复收入和资产，

以及受害者善后的 佳做法。 

4. 国际合作 

（a）概述引渡和司法互助方面的 佳做法。 

（b）编写表格和模板一览表。 

我建议编写这份手册 实际、 有效的方法可能是挑选国际专家组成工作组，给他们分

派专项任务和确定时间表。他们的工作可以由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进行协调。 

以上是我希望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我支持此次论坛所提出的有关提高各级认识并促进

政策级承诺的建议；我也支持代表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做法，包括充分利用民间社会和产业界

的支持，调动资源和专家以提高技术援助的水平，以及为执行该战略而计划采取的各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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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Ilya I. Rogachev 先生 

俄罗斯联邦常驻纽约联合国副代表 
（俄语演讲） 

 

俄罗斯代表团非常感谢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此次研讨会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涉及

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国际社会已采取的应对这些问题的措施。今天，在《全球反恐战

略》通过并施行 8 个月之后，该是我们评估执行该战略进展情况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该如何衡量执行该战略的程度或阶段呢？应该由哪个机构负责衡量呢？根据

现有的授权职责，我们是否能对此进行评估呢？我们作为各会员国的代表，能够从执行该战

略的过程中获得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我们该如何获得这些经验和教训呢？换句话说，是否需

要一种执行机制呢——目前该战略缺少这种机制，如果需要，应该是何种机制？一种像这样

的机制如何与工作队协同工作呢？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和权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问题急需解答，因为根据目前的形势看，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方面，我们的成绩乏善可陈。这一措施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阐明这些答案。但

是，我们很遗憾地发现执行情况进展缓慢，俄罗斯欢迎该战略的通过，这是联合国反恐行动

的一大进步。现在，我希望简单地谈几点，没有什么顺序可言，只是针对一些已经提出的普

遍性问题略谈几点。 

（a） 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和《全球反恐战略》。如果我们 终能够就恐怖主义的法律定

义达成一致意见，显然这将有助于解决一些很急迫的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合作领域方面。然

而，我们不能因为缺少这种定义就放弃或放松执行该战略。《全球反恐战略》的绝大部分条款

都不涉及恐怖主义的定义。 

在此，我希望诸位回想一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虽然它也非常全面，但并不包含腐败

的定义。另一方面，所谓的“部门公约”确实包含恐怖行动的定义。 

（b） 如果恐怖主义既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也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现象，按照反恐战略

及其名称中的“全球”所言，只有通过全球一致行动，才能真正消灭它，那么，为什么在反

恐前线我们却又遇到了某些不和谐的因素，尤其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决议之

间呢？ 

在通过了反恐决议，尤其是第 1373 号决议之后，安全理事会弥补了这些漏洞，并尝试提

供应急反应措施，以快速应对这一显然对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因此，安全理事会

颁布的这些措施能相对直接并迅速地得到贯彻，并迅速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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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 60/288 号决议体现了在谈判该战略的过程中所达成的谅解，也就是说，它

应该包含能够迅速得到执行的措施，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执行的措施，以及被看作长期目

标的措施。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属于第一类措施。 

（c） 《全球反恐战略》有助于进一步协调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工作，并且，

我们认为，技术援助也可以成为它的一个平台或共同基础。 

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主要责任在于各会员国，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声明。 

请允许我与诸位分享一些我国的经验。我们俄罗斯联邦确信，在提供保护免受恐怖主义

侵害方面，商业界和各国有着一致或非常相似的利益。我们相信，促进与商业界和民间社会

的合作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种合作的一个领域，一个国际社会在国际层面尚未开展任何工作的领域，就是研究某

些非传统（主要是金融方面）的渠道，正是这些渠道滋养着恐怖主义。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

联合国副秘书长 Antonio Maria Costa 先生在发言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各国和商业界迫切需要协同工作，以防止一些人利用因特网从事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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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Mojtaba Amiri Vahid 先生 

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副观察员 

 

首先，我要祝贺奥地利政府倡议并成功组织此次有关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国

际反恐研讨会。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巧妙地组

织此次鼓舞人心的大会。我很高兴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处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言，向各位

报告伊斯兰会议组织为国际反恐工作和采取基本措施推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所做

出的贡献。 

多年来，在国际社会上，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阴魂不散，而且，不幸的是，近年来，它

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目前，它依然是对国际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巨大挑战。作为一种

无孔不入的现象，它的可怕危害性影响着世界的每个角落。 

此次研讨会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以借鉴以往经验，确定未来可能会遇

到的阻碍，评估现有战略，并探索如何以结果为导向，在各国、各区域和全球更加有效地开

展反恐合作。 

美国的“9·11”袭击事件以及此后在巴黎、马德里、伦敦、曼谷、沙特阿拉伯、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向世人证明了恐怖主义

无视任何地理边界、财富、宗教、文化或甚至权力。事实上，“9·11”悲剧事件象征的正是我

们的脆弱，集体的脆弱。而且，它让世人明白，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因此，国际

社会也需要采取一种全球性的应对措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能够绝对逃离恐怖主义的

魔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解决并根除这一灾难。2002 年，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

南在他发表于《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正确地指出，“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论坛，能够帮助

国际社会建立一个统一联盟，并确保长期反恐措施的全球合法性。” 

国际反恐斗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26 年第一届国际刑法会议。自此以后，恐怖主义一直

是国际社会各项工作日程的首要内容之一。1937 年，国际联盟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日

内瓦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这是迈向建立一种全球集体反恐观点的第一个重要进步。该

《公约》虽然从未正式生效，但是却为联合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将大量国际标准和法则编纂成

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对各种形式恐怖主义的法律文书奠定了基石。 

这些公约中的每一项都单独针对某项专门的罪行，它们后来代表了一种被称为“逐项完

成”或“主题式”方法的趋势，也就是把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每项行为都分别裁定为犯罪行

为。不足为奇地，这些公约通过强制各会员国毫无例外地起诉、惩罚、甚至引渡恐怖主义嫌

犯的方式，渐渐控制了恐怖分子袭击风潮所带来的危险。说到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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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这些公约是否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它们的目标，尤其是创造出一种不利于恐怖主义发

展的氛围呢。答案可能不一定都是肯定的。而且，如果我们不仔细考虑一下这些公约的内在

局限性以及负责切实执行这些文件的行动者的政治意愿的话，我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我

认为，编撰并通过这些公约毫无疑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这些公约几乎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有效减少这种国际现象不断增长的危险。 

然而，各会员国要想有效和成功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就需要制定同样致力于解决恐怖

主义根源问题的多维政策和战略。强调这一恐怖威胁的根源问题不应被视为是证明恐怖行动

合法性的一种策略。而且，这也不是逃避承担责任、采取法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

的策略。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证明了如果我们确实希望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全面性的战略是

我们唯一应当制定、支持并在全球予以执行的有效战略。国家内和各国间经济不景气，社会

和政治条件不相宜，整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风气下降，社会越来越漠视正义、公平和友爱的

原则，所有这些都会为恐怖主义盛行提供沃土。因此，国际社会不能、也不应将努力和合作

仅仅针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状；即，暴力的使用。国际社会还应不懈努力根除它的根源和温

床。 

区域一级的反恐斗争也为国际反恐斗争做出了贡献。目前，已经有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

在内的 6 个区域组织成功地制定了区域性公约。由于同一区域组织或次区域组织的会员国之

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近似的历史和相近的政策，区域和次区域的反恐措施更容易获得支持

和认同。 

不过，在这一较广泛的课题上面，我将具体局限于探讨伊斯兰会议组织为国际社会推动

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所做的贡献。我将简要向各位介绍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应对本区

域和国际恐怖行动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恐怖主义的问题一直是伊斯兰会议组织议事日程的一项高度优先的工作。1991 年，第六

届伊斯兰首脑会议在达喀尔举行，会议通过的《 终文件》将重点放在了各会员国协调合作

共同打击各种形式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1993 年，第二十一届伊斯兰外

交部长级会议在卡拉奇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提出必须“编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

为守则”。此后，工作组草拟了《行为守则》，并于 1994 年 12 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第七届

伊斯兰高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 

伊斯兰会议组织《行为守则》中的重要条款包括： 

 宣布在任何条件下恐怖主义都没有任何合法性而言； 

 明确谴责恐怖主义的任何举动、方法和行动，不论其任何缘由、动机和目的，同时

对于被占领地区人民按照《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及《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争取独

立和自决的合法权利不抱任何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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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并采取坚决、有效的双边和集体措施防范任何形式的恐

怖行动； 

 承诺不以任何方式筹划或参与资助恐怖分子、煽动或支援性的行动； 

 防范恐怖分子利用各会员国领土谋划、组织、实施、启动或参与任何恐怖行动、或

提供庇护、训练、武装、资助、招募或为此类行为提供任何便利； 

 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行为、起诉或引渡相关罪犯； 

 在交流有关恐怖分子及其活动的相关情报方面开展合作； 

 致力于提高媒体的作用，以消除针对伊斯兰的偏见，并暴露恐怖组织的行动计划； 

 在教育课程中引入人类价值观、伊斯兰的原则和道德准则，它们都禁止采用恐怖主

义的方式。 

1997 年 12 月，第八届伊斯兰首脑会议在德黑兰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关《行为守则》

后续举措的决议。该决议邀请政府专家组根据《行为守则》中所明文昭示的原则考虑采取各

种方法制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草案。 

随后，政府专家组在开罗和吉达召开了两次会议， 终拟定了《伊斯兰会议组织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该《公约》于 1999 年 7 月在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举行的部长级

会议上获得通过。 

事实上，《伊斯兰会议组织公约》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它确定了一整套所有会员国都

应当努力遵守的章程和义务，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与 12 项联合国反恐公约不同的

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公约》给恐怖主义制定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定义，而这正是联合国存在很

大争议并且必须克服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才能 终制定出一项全面的公约。《伊

斯兰会议组织公约》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任何使用暴力或威胁的行为，不管其动机或目的为

何，开展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旨在恐吓人民或威胁伤害他们或危及他们生

命、荣誉、自由、安全或权利，或将环境或任何设施或公共财务或私人财产置于危险境地或

占领或掠夺它们，或危害国家资源或国际设施，或威胁稳定、领土完整、政治统一或独立国

家主权。”该《公约》还确定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包含广泛的适用范围。与此同

时，它还确保了那些反抗外国战略、侵略、殖民和霸权的人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同时也强

调所有人在这方面也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准则。 

《公约》强调即便恐怖主义可能有政治目的，也不应将恐怖主义视为政治犯罪。它还提

供了预防性措施，包括教育、交流信息和专门知识、拦截武器运输、边界安保以及建立一个

有关恐怖组织和活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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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约》要求缔约国参与反恐合作，并规定了大量调查、司法合作和引渡方面的合作

条款。 

该《条约》甚至还包括了有关冻结恐怖组织金融资产和资源的相关条款。 

在第七个国家交存加入书 30 天后，《伊斯兰会议组织公约》将正式生效。许多会员国已

批准了该《公约》，其他一些伊斯兰会议组织会员国也已经进入了批准它的 后的宪法环节。

不过，作为该组织的 高管理机构，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所有会

员国加速完成该《公约》的加入书。 

在“9·11”悲剧事件发生后不久，根据时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主

席哈塔米的倡议，伊斯兰会议组织于 2001 年 10 月 10 日在多哈召开紧急部长会议。《多哈宣

言》宣布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严厉谴责“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坚决反对一切企

图将伊斯兰和“9·11”事件联系起来的做法，并呼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展开对话和国际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2002 年 4 月初，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吉隆坡召开了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第二次特别会议，

在会议期间，各国发表了一份宣言和一项行动计划。各国部长们强调了制定一项国际公认的

恐怖主义定义的紧迫性，并重申有必要区分恐怖行动和争取国际解放及民族自决的合法权利。

他们也一致反对在国际反恐环境下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的做法，因为这有损于全球反恐合作。

此外，他们也决定尽早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规划国际社会打击任何形式恐

怖主义的共同应对措施。 

在《行动计划》中，特别会议还建立了一个开放式伊斯兰会议组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部

长委员会，其任务是提出专项措施的建议，其中包括加快执行《伊斯兰会议组织行为守则》

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的措施。该委员会还获得授权制定相关措施，以加强不同文明、

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对话与理解。 

2005 年 12 月，麦加第三次特别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十年行动纲领，伊斯兰会议组织各国

首脑重申了各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他们还表示将致力于审查各国相关立法情况，以

确定将所有恐怖活动以及为其提供支持、金钱的行为和煽动恐怖行动判定为犯罪行为。此次

首脑会议同意进一步考虑沙特所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反恐中心，

这项提议是 2005 年 2 月由沙特阿拉伯在利雅得组织的国际反恐会议上提出的，此次反恐会议

还提出了其他许多有用的、以行动为导向的建议。 

而且，麦加会议强调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持续性的威胁，呼吁各国

尽快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建立一个审核机制来提供一项全面的战略，并且该战略应

充分考虑到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严格区分恐怖主义和在外国占领或异族统治之下的人民争

取民族自决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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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伊斯兰外交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项 新的决议，该决

议与此前所有伊斯兰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反恐决议保持一致，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各会员国继续

强调各国、国际及区域组织展开国际合作、支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

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联合国一直努力进行磋商，并将于 2007 年 11 月在

Ben Ali 总统的高度支持下在突尼斯召开一次恐怖主义根源问题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将为国际

社会提供一次良机，解决伊斯兰会议组织各会员国在全球反恐行动中所关注的一项主要问题。 

而且，根据现有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禁毒办合作框架，2007 年 4 月 11 日，来自联合国预

防恐怖主义处的专家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官员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

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讨论，会后，双方决定在每年的 4 月定期举行研讨会，磋商并筹划联合倡

议及行动。 

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各项决议、宣言和倡议都强调了联合国在领导和协调全球反恐行动中

的核心作用。它们还强调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会员国随时准备为这些行动做出积极的贡献。

伊斯兰会议组织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支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以透明、公正并

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公约与文件精神的方式，为推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所

做的各项努力。有鉴于此，伊斯兰会议组织之所以坚持为恐怖主义制定一个准确的定义并明

确这一国际现象的根源，其动机是因为它真诚希望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为应对这一国际挑战

制定一个基于准则的方法。 

多哈、吉隆坡和麦加宣言还强调了一个伊斯兰会议组织会员国特别关注的问题，即，坚

决反对任何企图将恐怖行动与伊斯兰及穆斯林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尤其是在“9·11”恐怖主

义袭击事件之后。 

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宗教、国籍或道德伦理背景。事实上，恐怖主义否定宗教所代表的一

切。不容忍、极端和暴力在伊斯兰教或它的信徒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地。即便是从纯粹实用主

义的角度讲，我们也不应该将恐怖行动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即使是与那些被错误引导的对

伊斯兰的诠释联系起来也不行，因为伊斯兰谴责杀戮任何无辜民众，并将这种行为等同于针

对整个人类的屠杀，因此，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做法只会为恐怖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 

因此，近年来新出现的恐伊斯兰症和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偏见风潮引起了穆斯林世界

的深切关注。放任这种情况滋生就等同于为“9·11”等恐怖主义野蛮行为的犯罪者、为宣扬

冲突、仇恨和不容忍的煽动政治家提供了一把胜利之剑。 

我只想附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的一段话，他于 2005 年 2 月在利雅得国际反恐会议上

的讲话，恐怖主义不是文明之间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之间冲突的表现形式。但是，恐怖主

义及恐怖行为不应作为刺激长期文化和政治误解、僵化认识和偏见的借口。 

后，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能继续使用那些已经变相为恐怖主义滋生沃土的政策和方法。

根除恐怖主义也只能通过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参与，在联合国领导下采取全面的全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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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也能剥夺它们因遭受排

斥、不公正待遇和备受冷落及漠视而采取恐怖主义的所谓合法性外衣。从大的层面讲，参与

此次研讨会也是国际社会希望采取这一路线的一个明证。我相信伊斯兰会议组织将会毫不犹

豫地在这些工作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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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Francis Maertens 先生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司司长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是要各会员国注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正在计划

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开展其预防恐怖行动。 

自从去年 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反恐战略》以来，我们与各会员国进行了大量的磋

商，审查禁毒办正在进行的反恐工作，提出新方法和新措施来强化我们的能力，以取得实际

的具体成果。这些工作让我们得以确定了以下六个禁毒办计划加强反恐技术援助的领域： 

 立足于我们在打击犯罪和毒品方面的专门知识，促进各地区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合

作； 

 制定反恐领域 佳的法律和刑事司法做法，尤其是那些立法和行政管理水平还未达

到 新发展水平的国家； 

 扩展在法律研究方面的知识，推动对立法的比较研究； 

 促进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以推动学术培训并发展法律专门知识； 

 在我们的各地区办事处网络内整合我们的反恐法律专门知识。 

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反恐预防工作中这些扩大任务的确定应当充分

融入到另一个重要的程序之中：制定禁毒办的中期战略（2008-2011 年），该战略 近刚获得

我们管理机构的批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 

禁毒办中期战略基于三个重要方法，它们包含了我们的所有工作： 

 促进法治； 

 政策和趋势分析； 

 预防、治疗和重新融合以及替代发展。 

禁毒办未来在反恐预防方面的工作也为我们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行动提供了

类似的方向感。因此，我很高兴看到由于诸位的帮助，我们已经将《全球反恐战略》中的相

关要素融入到禁毒办下一年的中期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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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禁毒办的各个机构致力于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完成《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授

予我们的更多任务。通过结合刑事司法事宜、法律援助或反洗钱方面的相关知识，我们希望

为各会员国提供丰富的能力培养服务，以供各国比较、分享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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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Janos Tisovszky 先生 

联合国新闻部新闻干事 
新闻部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为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国际社会有必要认识到应当明确向世人传达它的重要性及

其实际好处。 

联合国新闻部（新闻部）致力于向 广大的民众宣传联合国的反恐工作。 

自 2005 年设立以来，新闻部一直是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一个成员组织。新闻部通过在工作

队中的工作提高了它以一种更加一致和突出重点的方式宣传联合国反恐工作的能力。 

《全球反恐战略》自从去年获得通过以来一直是宣传和展示联合国反恐行动的框架。 

在推动执行该战略上，新闻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并保持公众对该战略的认识，进而为该

战略及其实际行动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这种理解和支持可以吸引更多的公众更加积极

地参与执行该战略的工作。 

新闻部外联司一直积极将自己的工作直接面向民间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学术界和青年

人，从而宣传推广该战略的影响力。而公众对举办有关这一课题的讲座和情况介绍会的要求

也越来越强烈。仅是在总部，从 2006 年以来，我们就为前来参观访问的团体就联合国反恐工

作这一主题做了近 50 场的情况介绍会和讲座，参与人员多达 1 600 多人。外联司还正在继续

举行好评如潮的“抛弃偏见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主旨是通过积极与民间社会团体和学术界进

行联系和沟通，宣传宽容和多元化的思想。这些工作还可能有助于吸引民间社会团体更加坚

定地支持《全球反恐战略》。 

新闻部遍布世界各地的 60 多个国家办事处所构成的巨大网络一直在积极努力宣散发布有

关反恐战略的信息，将这些信息及时传达给它们的相关受众。这一全球性的网络事实上还包

含了大量的本地受众，这使我们可以采取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沟通，从而在各地区

为《全球反恐战略》赢得更广泛的支持。 

联合国网站每年的访问量超过 5 000 万次，这也极大地提升了联合国反恐工作的知名度。

自《全球反恐战略》通过以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界面更加友好、信息更加充裕的新网站，以

宣传推广该战略以及其执行情况。网站还为所有参与反恐工作的联合国系统实体提供了快捷

的访问途径与导航。 

反恐网站将继续保持其影响力和透明度，让公众更加及时、清楚地了解工作队及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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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该战略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该网站目前只提供两种工作语言的服务，但是新闻部正

积极建设该网站，以提供所有官方语言的服务。该网站也刊登了新的《反恐在线手册》。 

联合国新闻中心每天通过媒体警报向大约 5 000 名记者提供服务，它定期通过新闻报道来

报告反恐行动——包括我们现在的这场研讨会。 

新闻部同样使用更加传统的通讯工具来促进联合国的反恐工作——例如，为本次研讨会

制作的背景资料和更新的概况介绍。 

然而，为执行该战略赢得各方支持需要的不仅仅是提高人们对该战略的认识。更重要的

是让人们了解到国际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实现该战略中某些重要项目给各区域反恐工作带

来了哪些实际好处。我们需要向所有人——不管他或她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展示该战略的

实际价值。 

新闻部的全球通讯宣传工作中将始终以此为核心。然而，正如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需

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一样，宣传该战略也需要我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所有行动者——

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区域组织和专家——都需要向民众明确地传达执行推进该战

略将会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何种实际好处。反过来，这不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理解并支持

《全球反恐战略》，而且也可以为该战略在所有区域的执行提供一个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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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Eric Rosand 先生 

全球反恐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 

 

《全球反恐战略》的通过为国际社会消除和预防恐怖主义灾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标

志着在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历经五年，联合国大家庭重新在长期和普遍存在的反恐问题上

形成了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 

《全球反恐战略》获得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一致支持，它也为从各国和多边组织到民

间社会团体及私营企业的广大行动者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框架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计划。然而，

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协调执行该战略并为相关工作争取更多的支持，这也

是难度 大的工作。各位代表在过去两天中所做的发言和讨论以及在此次研讨会之前散发的

讨论文件都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想法，必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将利用我的

发言机会强调其他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宜。 

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国不仅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工作以及本国之外执行该

战略的活动，还要认识到该战略与它们本国反恐工作的实际关系，认识到它是本区域内消除

恐怖主义的共同努力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确认和说明该战略中各个要素如何能

够有助于制定和实施更加有效的本国反恐措施，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有可能克服联合国反

恐方案中存在的不足，即，它很难使国家反恐人员投入其中并使他们高度关注联合国的反恐

工作。工作队需要帮助培养致力于工作队的成功及战略成功的国家力量。 

既然许多国家认为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应该是根除恐怖主义工作的重点，在各

国首都赢得支持的部分战略可以包括寻找方法来促进战略与两项主要的联合国倡议之间的联

系，这两项倡议是消除这些条件的核心：千年发展目标和不同文明联盟。战略明确提到了这

两者，但是没有就它们如何在实践中与战略的执行相联系提供指导。考虑到工作队中的一些

成员负责监督千年发展目标，也尤其适合宣传不同文明联盟报告的建议，因而工作队也可以

鼓励各会员国和其他行动者认识到他们在这两项倡议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仅相互联系，而且

也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更广泛战略框架的一部分。只要工作队能够确认具体方法，将战略用于

进一步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和 2006 年 11 月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工作组报告所包含建议，它就更

加有可能持续获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 

各国政府需要在执行该战略上负起领导责任，应当通过更加有效地总体执行，主动确保

认真对待战略。在认识到国家在这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的同时，执行《全球反恐战略》的一个

关键在于联合国系统在反恐问题上的协调和统一是否得到了提高。在这方面，一个有效且高

效的工作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今天有代表所说的那样，工作队在协调员联合国副秘书长 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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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尤其是考虑到其有限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然而，

长期的成功取决于它在解决面前诸多挑战方面能够取得多大的进步。我只强调其中几点。 

首先，它将如何吸引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以及从更广义上的安全理事会参与其中？保持

透明性，其中包括为相关会员国定期提供情况简报，从而使会员国能够对它的工作进行评述，

这一点非常重要。明确说明一个有效的工作队如何能够加强安全理事会各个机构的工作，尤

其是反恐委员会和反恐执行局的工作，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其次，由于工作队每个成员机构已经承担了全职工作任务，它们能够投入到工作队的时

间和精力有限。每个代表可能需要尽力从自己的机构中争取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以确保集体

行动有意义。为促进这种投入，工作队中的联合国政府间机构可以考虑正式批准《全球反恐

战略》和工作队的工作。 

第三，除了寻找方法打破限制联合国系统反恐合作与协调的障碍之外，工作队还需要更

加努力规划一个更具连贯性的联合国应对这一威胁的措施。《全球反恐战略》的通过正是朝着

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影响力可能有限，然而，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反恐行动者应

当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借助该战略来推进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将它用作推动他们工作的工

具。 

后，工作队需要想办法让人们了解《全球反恐战略》以及该战略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

的工作，此外，不仅要确保自己的工作体现出不同区域和次区域的视角，还要确保联合国反

恐工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并获得不同地区的当地行动者的支持。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再谈谈我对过去两天讨论的一些想法。首先，显然没有多少人对

联合国应对恐怖主义的效率和效果完全满意，而且，许多人认为，联合国有必要提高联合国

系统各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全球反恐战略》也强调联合国需要采用一种更加有效的

应对恐怖主义的方式，在各行动者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并提供了一个稳妥的解决

方案：支持将联合国秘书处将秘书长反恐执行工作队制度化。反恐执行工作队正在开展非常

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讨论让我产生了几个疑问。 

联合国大会是否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或授予它足够的权利来有效监督执行情况，催生

出更加有效的联合国应对措施，并协调联合国系统内不同部门以及其他国际、区域和次区域

性多边机构的活动呢？ 

它是否已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架构来支持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长期反恐的“总体”措施

呢？ 

在缺少一种相关机制来确保承担执行该战略主要任务的各会员国参与（并可能指导）工

作队工作的情况下，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是否能取得成功？ 

假如没有一个论坛能够让会员国就《战略》所涉各种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战略》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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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成功吗？ 

我认为此次维也纳研讨会是一次引起各国共鸣的成功会议，部分原因在于它有效地强调

了联合国内部需要解决的挑战，以 大程度发挥其在支持执行该战略上能够发挥的作用。然

而，此次正式会议力图在两天之内解决《全球反恐战略》所有方面的问题，这对于我们要在

这一领域的一些常常非常敏感的问题上取得更大进步而言可能不是 佳的形式。我们现在所

需要的是寻找机会深研一些在座的多位代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挑战。因此，讨论应以非正

式的形式进行，与会者包括一些相关国家和来自各学科、各地区、在相关领域拥有丰富实践

知识和经验的非政府专家，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会也能够让与会者摆脱政治束缚，这种束缚常

常限制了代表在联合国内的讨论。采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为相关人士提供一个畅想交流的好机

会，从而有助于他们提出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并有助于各区域之间形成富有远见

的共识，这对于提高联合国反恐方案的作用和效率非常有必要。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建议然

后也可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在 2008 年秋季联合国大会审查《全球反恐战略》执行情况时加

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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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Germán Villalba Chávez 先生 

哥伦比亚情报总局行动专家 
（西班牙语演讲） 

 

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奥地利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组织此次研讨会。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加深对各会员国、反恐执行工作

队内各实体及机构，以及区域组织和专家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所采取行动的

了解。 

哥伦比亚政府高度重视反恐斗争。事实上，哥伦比亚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06-2010 年国

家发展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民主安全与国防政策。 

该政策寻求维护民主制度与法治，确保所有公民的安全和自由，保护人权并促进经济和

社会发展。 

哥伦比亚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上奉行一个基本原则，即，以持续反恐为宗旨的多边

合作战略必须包括调整本国立法以适应国际文书，有效执行现有国际和区域性法律文书，不

仅包括针对恐怖主义各个方面的文件，也应包括其他一些文件，例如，《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它必须包括建立相关机制，保证国际间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并有助于加强情报收

集的能力，这两项工作都有助于预防恐怖主义袭击、摧毁恐怖分子的组织网络以及其支援架

构。 

为执行本国向国际社会所做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承诺，尤其是《行动计划》第 2（a）
条，哥伦比亚已经批准了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的绝大部分国际反恐文书（已批准了 13 项公约

中的 9 项）。目前，哥伦比亚正积极在本国开展工作，以尽快批准尚未批准的公约。 

在哥伦比亚法律中，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以及恐怖行为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这与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所制定的定义相吻合，哥伦比亚通过第 800/2003 号法律批准

了该《公约》，并于 2004 年 8 月正式生效。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哥伦比亚已经开始实施

的公约和即将批准的公约所列出的绝大部分行为已被我国法律列为严重犯罪行为，可被处以

至少 4 年以上的徒刑。 

为与《行动计划》第 2（b）条所规定的义务保持一致，哥伦比亚决心实施并 大限度地

利用联合国各项反恐决议，尤其是第 1373 号、第 1540 号、第 1267 号、第 1566 号和第 162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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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哥伦比亚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将各个国际公约中的相关义务融入

到本国的法律系统中。 

通过第 975/2005 号法律，哥伦比亚提出了法律框架的定义，依照宪法有关条款，使解散

非法武装部队成员的工作与受害者和社会权利所产生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协调一致，以维护持

久的和平。 

哥伦比亚认为，为获取资金，恐怖分子一直从事着其他犯罪行为，其中包括毒品和武器

走私、绑架等。有鉴于此，我们也支持国际社会普遍的看法，即，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

行为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因此，我们一直提倡将共同责任的概念扩展到反恐斗争工作中。 

哥伦比亚将打击恐怖主义资金来源列为反恐政策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因此，我国政府

采取各项措施拓展合作和情报交流渠道，以及时发现、冻结和没收恐怖组织的资产和经济来

源。 

2006年12月29日的第1121号法律代表了哥伦比亚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 新立法行动。

该法律采用了一种内容广泛且主流的方法来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渠道，其中包括所有金融系

统和相关机构必须接受国家金融管理和金融分析与调查部门的监督和检查。这样，哥伦比亚

得以进一步实现其根据《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特别建议所承担的义务。 

哥伦比亚所采取的反恐行动属于国家政策，并符合哥伦比亚所批准的所有国际公约的要

求。哥伦比亚正是通过上述与《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相关条款一致的措施来积极执行《联

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 

 

Paul Goa Zoumanigui 先生 

几内亚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法语演讲） 

 

我希望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管理我们的工作所采取的方式表示感谢，并对此次研讨会的组

织者表示感谢，此次研讨会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为国际社会审查反恐战略，从而进一步调

整该战略以确保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良机。 

我也希望感谢各位发言者，他们的发言加深了我们对各个需要考虑的要素的认识，从而

使我们更准确地评估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为根除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做哪些工作。我国代表

团认为，反恐斗争的各个行动者必须在统一、协调和互补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内采取一切行动，

因为没有任何实体能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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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几内亚共和国和多位发言者一样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

对我们双边和多边合作者，尤其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诚挚谢意，感谢它为我们

提供的多种帮助，尤其是为几内亚外交部和司法部工作人员提供培训。这使我们得以修订本

国的法律文件，从而使我们的法律能更好地考虑到反恐斗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考虑加入我

们尚未加入的国际反恐相关公约。 

几内亚同样在积极参与国际、区域和次区域政府间的会议和会谈，从而促进本国继续在

与国际社会其他行动者的协调框架内执行所有必要的反恐措施。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不留余力地支持反恐斗争，是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是威胁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 严重危险之一。所有恐怖行动，不管由何人实施以及出于何种动机，都是

犯罪行为和不正当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谴责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法来加以应对。政治上的争论

和意见相左绝不应分散我们打击这一威胁整个国际社会的邪恶现象的努力。 

在实际执行该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衡量反恐斗争的成功与否要按照拯救

的生命数量和挫败的恐怖主义袭击而定。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求同存异，

解决冲突，尤其是解决使许多国家陷入极大混乱的地区冲突，并寻找解决发展问题的答案，

我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以多种研讨会为基础的培训和提高认识的方案。 

 

Muhammad Rafiuddin Shah 先生的发言 

巴基斯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这是此次大会我 后一次登台发言了。此次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商讨与联合国反恐

战略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机会。在此，我想与诸位分享我们对该战略的几点意见。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应该是全面的。它应当涵盖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其中包括国家恐怖主义。 

消除极端主义的战略应该不同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对于恐怖分子，我们必须坚决消

灭，而对于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则应努力转化。在讨论《全球反恐战略》期间，巴基斯坦曾

提议采取一种以时间为框架的方法来发展该战略。这种方法能为一种全面的战略提供一个框

架；它有助于确定执行目标，从而有助于我们确定优先性工作。我们还明确提出短期的应对

措施应着重为提高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行动效率提供支持。而长期的应对措施则应着重解决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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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包括长期的政治争端，例如，巴勒斯坦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机制应该制度化。可以通过不同文明联盟的小组会议和其他类似的

方式来实现，包括巴基斯坦总统提出的“开明温和的新文明观”。 

国际社会应帮助国际上那些深受恐怖主义影响的不发达地区和经济边缘化的地区建立经

济发展区。 

为促进彼此深入了解与合作，联合国全体成员应通过建立一个联合国大会反恐委员会来

积极参与反恐战略的决策过程。安全理事会的反恐委员会也应以开放的态度吸纳所有会员国

参与。 

后，我想强调俄罗斯联邦常驻纽约联合国副代表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他指出，我们缺

乏一个执行战略的机制。他对工作队的职责提出了一些疑问。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采取一些措

施弥补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之间的现有差距。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这会为我们未来的审议工作提供很好的精神食粮。 

 

K. Candra Negara 先生的发言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国际安全和裁军司官员 

 

印度尼西亚认为，除了反恐斗争的直接方面之外，各个国家还应寻找各种方式解决恐怖

主义的根源问题，在过去这些年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暴力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吸收库。

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成功，就会让那些以这些因素为借口、力图为自己披上合法外

衣的人失去信誉。此外，尊重法律和秩序、人权，避免歧视任何宗教、种族、国家，以及种

族划分都是印度尼西亚处理反恐问题的基本立场。 

为防止恐怖分子招募新成员和压制激进主义思想，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以下措施： 

 确定那些有可能成为恐怖组织招募目标的人员，并监督激进主义团体的活动； 

 通过举行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对话和研讨会并与宗教和教育界领袖之间合作开展

反暴力运动，提高公众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 

 监督和管理全国所有教育机构的研究方案和课程以及审查可能会煽动仇恨及鼓励恐

怖行动的印刷和非印刷材料； 

 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社会冲突的产生，鼓励温和主义；加强媒体预防暴力激进主

义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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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采取了大量的措施，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促进各种信仰之间的相互对话来解

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印度尼西亚一向积极在本区域和区域间促进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话，

例如，我们组织了首届国际穆斯林学者会议、亚太地区不同信仰间合作以及亚欧不同信仰间

对话。印度尼西亚鼓励所有国家持续推动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话和合作，以扩大它们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容忍，进而促进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合作与和谐。 

印度尼西亚还认为一项有效的反恐战略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其中包括媒体。印

度尼西亚充分认识到了媒体在促进对话、宣扬宽容与共存，以及遏制有利于煽动恐怖行动的

环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加强相互理解和促进不同文明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

媒体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媒体同样也可能会煽动不容忍现象。

有鉴于此，我们一贯坚持言论自由也需承担社会责任感。 

 

Seyed Mohammad Ali Mottaghi-Nejad 先生的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多边政治事务司司长 

 

以仁慈宽容的真主名义。 

我希望就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谈几点看法。 

正如许多发言者所提到的那样，反恐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需要各国和国际社会各

方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决心。在反恐斗争中，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应该在联合国的领导下进

行，而且，我们的反恐斗争也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未来

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各国领导人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相关文件所制定的框架之上。我

们应当确保不偏离这个框架。 

联合国战略应当对国际反恐工作有指导意义。然而，它不应替代现有的国际反恐文书或

改变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我们必须持续努力就恐怖主义和恐怖行动达成一个国际公认的定义，

而且，我们还需要将恐怖主义及恐怖行动与被外国占领国家人民的合法斗争和抵抗行为区分

开来。 

联合国大会应当定期审查行动计划，以提供一个真正全面的战略，一个将恐怖主义所有

根源问题考虑在内的反恐战略。我们认为，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应该成为该战略急需解

决的工作目标之一，此次研讨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入探讨

它的结果。我们始终坚信，在我们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如果放任滋生恐怖主

义的环境茁壮成长，包括外国占领、国家恐怖主义、不公正、排斥和系统否定人权的行为，

我们将无法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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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在反恐斗争中，联合国应拓展自己的合作范围，将诸如伊斯兰会议组织

等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包含在内。我们还需要加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和

宗教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在更有效打击这一邪恶现象中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后，我希望再次感谢这一意义重大的研讨会的组织者，并希望在这两天的讨论中我们

的磋商能够为我们推动执行该战略的前进道路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认识。通过

继续对话和鼓励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合作，我们能够为我们达成共识奠定坚实的基础，找

到应对恐怖主义这一 大挑战的 佳方法和措施。 

 

Jean-Francis Regis Zinsou 先生的发言 

贝宁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法语演讲）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丹麦大使和目前正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的布基纳法索大使

的发言。作为西非地区各会员国维护和平、安全（特别是打击跨国犯罪等）和促进经济及社

会发展的区域融合与合作框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应该积极地参与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针对各位代表就此次大会讨论主题所做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谈以下几点： 

 从事反恐工作的发展机构和组织之间应保持充分的协调与合作。 

 其目标是为了确保各国的职能。我们必须思考并采取行动，不仅制定必要的立法，

而且还应培养执行能力。特别是考虑到执行有关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安全

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该决议也呼吁提高国际社会的认

识并明确各会员国所需的援助。 

 为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创造必要的制度框架，确保物资资源的可利用性。同样重要

的是，对人员进行培训，将他们纳入到信息交流网络，并在援助受害者方面促进合

作。 

 关于资源问题，我们有必要通过提高筹集到的资源的可利用性，促进支援措施。确

保经济和国家安全发展政策的连贯性非常重要。在与诸如公共开支改革调整信贷组

织（PERAC）等国际金融机构磋商达成的预算改革框架内，各国应当更加关注各国

政府的安保需求，它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要素。法律和秩序对于发展而

言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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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执行工作队应当牢记确保这一层面政策连贯性的必要性。 

 

Konrad G. Bühler 先生的发言 

奥地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负责法律事务的参赞 

 

在经过两天富有成果的讨论之后，请允许我代表东道国做 后几点发言，强调此次研讨

会的一些特点以及我们前方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维也纳反恐研讨会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次开创性的盛会。 

首先，此次大会是继 2006 年 9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反恐战略》以来第一次将所

有参与反恐工作的行动者，即，各会员国、联合国及其各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其他国际

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聚集在一起共商该战略执行情况的会议。 

其次，此次会议是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所有成员第一次有机会阐述他们的工作并与更广泛

的联合国成员交流有关执行该战略的看法的一次盛会。我们非常欢迎各位代表所进行的内容

丰富和开诚布公的讨论，并希望将来继续保持这种交流。 

展望前进的道路，我们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将恐怖

主义预防工作转化为联合国系统内的横向议事日程。该战略的条款与联合国的整个工作、它

的主要机构、基金、方案、专门机构和其他所有相关组织的工作都息息相关。将这一预防恐

怖主义的主流工作融入联合国所有相关活动之中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协调。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提出的对《全球反恐战略》的看法中，行动

者已广泛讨论了将恐怖主义预防工作转化为横向议事日程的问题。过去，禁毒办为预防恐怖

主义工作所做的贡献主要集中于预防恐怖主义处所做的工作，预防恐怖主义处根据各会员国

的申请，为它们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签署、批准和执行国际反恐文书。 

随着《全球反恐战略》的通过，禁毒办需要根据其现有职权，提高技术援助提供能力，

这不能仅仅局限于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工作，还要包括反腐败、反洗钱和法治部门的工作。在

打击非法毒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中，禁毒办积累了重要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也应融入到综

合的反恐战略之中。 

我谨代表奥地利政府表示希望此次维也纳会议将起到带头作用。禁毒办在将恐怖主义预

防工作转化为横向议事日程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为把预防恐怖主义融入到整个联合国系统的

主流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后，请允许我感谢各位发言者和与会者在此次维也纳研讨会上所做的贡献和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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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性精神。我们真诚希望这种“维也纳精神”作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泛滥的共同目标的

一种表达方式，将在我们未来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过程中得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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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词和会议闭幕 

 

Kuniko Ozaki 女士致闭幕词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条约事务司司长 

 

议程安排很紧的两天会议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有幸听到如此多令人深省的发言，这些发

言代表了各地区各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系统多个机构、国际及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观点。 

我对诸位提出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它们为这两天内容丰富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我希望对奥地利政府启动、主持和共同组织此次研讨会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同样真诚感

谢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诸位同事所做的工作。 

请允许我重申此次研讨会的实质目标——形成必需的全球行动： 

 提高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认识并推动执行； 

 确定援助会员国执行战略的措施，包括动员各方力量为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工作提供

支持。 

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次研讨会有助于加强各方分享有关该战略及其执行

情况的信息。此次研讨会还有助于各方集思广益，进一步探索该战略的四个支柱内容以及如

何执行它们。它有助于各方了解各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正在采取的步骤。它也有助于提高人

们对联合国、国际及区域行动者能够并应该如何支持各会员国完成这项任务的认识，有助于

人们了解这些机构计划开展什么工作。我们也听到了包括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和私营企业在

这一努力中所起的作用。 

此次研讨会为各方交流好的做法和讨论可能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论坛。当会议结束时，我

们将满载丰富的观点和建议而归。这是一个富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同时，这也仅仅是我们工

作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必须将这些承诺和观点转化为行动。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

持这种动力。 

我认为，在座诸位中的一些代表在此次研讨会上所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成功地执行

该战略需要各方积极和步调一致的参与。我们还多次听到，成功执行的关键掌握在各会员国

的手中。请允许我再次对诸位代表表示感谢，感谢这么多国家的代表接受邀请参加此次讨论，

并与我们分享他们将如何完成自己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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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会也强调各会员国可以充分利用有效的支持来应对这一挑战。诸位都知道，禁毒

办随时准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提高自己提供反恐技术援助的能力。联合国系统内以及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其他提供援助的机构也再次重申它们坚决支持各国完成这一任务。反恐执行工作

队与反恐执行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管道，以确保相关机构

通过一种全面、连贯和“综合”的方式提供援助，从而担负起执行该战略的催化剂作用。 

我希望各会员国充分利用向其提供的援助，《全球反恐战略》也鼓励各国这么去做。我也

希望援助提供方能够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和资源。 

我们面临巨大而严峻的挑战。为我们服务的人民提供 大的福利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取得这项工作的胜利。 

 

Robert Orr 先生致闭幕词 

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 
反恐执行工作队主席 

 

这是一场有关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非常及时和意义重大的会议。 

在我的开幕词中，我曾说过，执行该战略的主要责任落在各会员国身上，联合国系统随

时准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为它们提供帮助。在过去的两天中，在座诸位中的许多代表不仅明

确承认自己所担负的主要职责，而且还描绘了你们为执行该战略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这让我

倍受鼓舞。这种主人翁责任感对于《全球反恐战略》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应予以

积极鼓励。 

刚才，反恐执行工作队的成员已经在发言中向诸位介绍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包括个人

的工作和集体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听到诸位介绍你们正不断推进执行工作，以及建议我们

该任何提供帮助，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所有与会者都表达了本国或本机构对《全球反恐战略》的坚定政治支持，同时，会员国、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成员也纷纷提出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提议和实际的建

议。对于反恐执行工作队所应承担的职责，各会员国代表团所提出了许多实际的建议，其中

包括： 

 确保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声音能够得到认真倾听，并有助于促进受害者与各国之间的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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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有关预防极端主义的 佳做法，推动各国的消除激进化和恢复方案； 

 分享有关保护易受攻击目标的 佳做法，包括从冲突区域的大众运输系统到平民大

众； 

 将武装冲突作为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来加以处理； 

 通过用户友好的协调机制，协调技术援助的提供工作； 

 打击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利用因特网从事恐怖活动的行为，并充分利用因特网来打击

煽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 

 推动各会员国执行有关打击恐怖分子筹集资金的国际标准； 

 防止恐怖分子获得能造成大规模死伤事故的核、生物和化学材料； 

 将人权义务和推广法治观念融入我们反恐工作的所有方面；以及 

 确保以一种全面、综合的方式执行战略，避免工做出现支离破碎或重复的现象。 

无数与会者都表示有兴趣与工作队携手执行战略的条款。在综合性执行方面，这一点显

得尤为重要。我们欢迎这些与会者表达出自己的兴趣，并期望建立相应的形式来促进这种合

作。 

作为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主席，我也非常感谢许多代表表示支持工作队的工作。我希望众

多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成员能够做好准备，与工作队建立持续的

互惠互利关系。 

在此次研讨会上，诸位代表纷纷表示支持《反恐在线手册》，鉴于此，我们将继续对它进

行维护。我希望该手册能继续得到广泛的宣传和利用，因为它确实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让各

国、各区域和次区域的联络点了解战略和以及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所提供的资源。 

后，我想重申禁毒办执行主任在此次研讨会之初所做的一项声明：全世界不是根据我

们的声明、而是根据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来评判我们的工作。此次会议的结果再次证明，要

取得这些实际的成果，各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联合国系统之间必须

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共同携手，我们才能一起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

世界，一个人类神圣的生命不会再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世界。 

 

 

 



210 研讨会：《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会议主席 Thomas Stelzer 先生阁下致闭幕词 

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首先，我必须说我对此次与会者的广泛参与及所表达的兴趣感到万分喜悦。大约 103 个

会员国、众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各类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多名成员齐聚

一堂，追求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而且，联合国系统中这么多的相关各方也在工作队的大旗

下以如此高效的方式来组织和协调他们自己的工作，这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

济济一堂参加此次维也纳研讨会，共商推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方法。我认为我

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两天来的讨论为我们呈现了大量宝贵的观点、建议和

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所有人完成这项工作。这些信息都将载入此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中，其

中包括各位代表在此次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发言和简要发言，并在随后交付出版，以供未来

各方参考。 

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各位代表所强调的一些要点，以此作为我的部分闭幕词。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是人类第一个获得全球认可的反恐框架。但是，它的成功完全

取决于通过具体措施来执行。 

执行该战略的责任主要落在各会员国身上，这项工作需要长期和持续不断的投入。在这

方面，此次研讨会强调了有效执行该战略的各种方法和行动过程，并强调了大量的措施。此

次研讨会特别强调了以下方法的重要性： 

 采用一种“全面综合的”反恐方法，它包含范围广泛的措施，为此，应建立相应的

国家制度框架，为全面执行该战略促进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例如，建立国家联络点； 

 确保所有反恐工作都应遵守法治、人权和国际法的原则； 

 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冲突是所有反恐工作的核心要素，而发展合作在反恐

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采取有效措施执行联合国现有的反恐承诺，包括遵守和执行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

相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人权文件； 

 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其中包括消除暴力冲突和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

的对话和相互尊重，尤其强调“参与、使用、教育和培养”年轻人； 

 确保表现出团结，并向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支持； 

 尽快完成草拟一项全面国际反恐文书的工作，尤其是应就适用范围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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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滥用因特网从事恐怖活动； 

 确保在本国采取相应措施，通过法律来禁止煽动实施恐怖行动； 

 确定与该战略有关的各个领域的 佳做法，并能与其他国家分享； 

 提高在刑事问题、执法、边境管制、合作以及保护易受攻击目标上的国际合作； 

 更好地利用联合国系统、其他国际机构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提供的援助； 

 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好的支持和能力培养援助，以帮助它们执行该战略，其中包括，

确保必要的政治意愿，以及向多边援助机构提供行动和财政资源； 

 鼓励与相关民间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宗教领袖、私营企业（包括媒体）在反恐

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吸引它们的积极参与。 

国际社会应根据各会员国的申请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技术援助和相关的资源，帮助它们加

强执行该战略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应避免工作的重复。同时，还需要为联合

国系统和其他服务提供方提供所需的资源，帮助它们有效完成自己的任务。 

反恐执行工作队在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系统

内的各个组织一直在执行各项反恐措施，而执行工作队第一次将这些组织机构中的 24 个机构

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也有代表谈及工作队应促进其成员为各国提供综合支持和帮助，尤

其是为相关国家特别申请的地区提供援助；这些工作不能取代反恐执行工作队各成员机构现

有的职权——相反，应巩固行动援助， 好地利用会员的现有专门技术与经验；工作队应寻

找适当的方法，帮助各会员国以全面综合的方式执行《全球反恐战略》，采取措施确保各会员

国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并采取措施及时让各会员国了解工作的进度，此外，还需要获得

财政和物质帮助以更有效地帮助各会员国。 

在提供反恐技术援助过程中，禁毒办，尤其是预防恐怖主义处，获得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知识和伙伴，帮助工作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还应认真考虑在禁毒办的职权范围内为各会员国提供服务的领域，哪些领域应该扩大，

补足并提高其现有的反恐技术援助能力，以强化相关法律部门反恐能力和相关能力建设。禁

毒办应积极采取一种横向的方法来提供反恐技术援助，借助工作队在预防犯罪和毒品控制其

他领域的授权。禁毒办应在其现有各个授权领域和职权范围内有效整合各项反恐工作，包括

所要的内部协调。如果成功实现，这将可以作为如何将反恐工作转化为国际议事日程，尤其

是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主流工作的典范和经验。我们还应该探索各会员国和多边机构能如何

为禁毒办提供帮助以应对这一挑战。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应加强自己的重要作用，为执行该战略制定适合于本区域和次区域的

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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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该区域其他相关各方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协调彼此的工作； 

 在区域一级提高司法和执法（包括边境管制）合作； 

 与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合作，为本区域能力建设援助，特别需要关注该区域的需求和

优先性工作； 

 促进批准和执行区域及次区域反恐文书，为国际法律框架和相关反恐计划提供支持。 

民间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企业应与各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及其他国际、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密切合作，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 

推动执行《全球反恐战略》是所有相关各方面临的共同挑战。该战略的整体成功依赖于

我们——联合国的各会员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推动我们为采取具体的行动和获得

可衡量的成果至关重要，同时，包括反恐执行工作队在内的相关联合国机构、其他国际和区

域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私营企业也应提供积极的支持。如果这一工作失败，将是我们所有

人都无法承担的后果。我们必须积极主动、认真投入并坚定不移地打击威胁全球每个人的恐

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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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研讨会 

 

2007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维也纳国际中心  

议程和工作方案 

第 1 天，星期四，2007 年 5 月 17 日 

10.00-13.00 会议开幕 

Maria Berger 女士阁下，奥地利司法部长 

Antonio Maria Costa 先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执行主任 

Robert Orr 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秘书长办公厅）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助理

秘书长、反恐执行工作队主席 

主题一：《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恐怖主义的综合措施 

[该主题预计讨论的问题包括：在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全面行动背景下的战略，

战略的综合性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反恐响应；“综合”落实战略的必要

性；以及反恐执行工作队在这一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主旨发言： 

Bruno Stagno Ugarte 先生阁下，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部长 

简要发言： 

唐国强先生阁下，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Liviu Aurelian Bota 先生阁下，罗马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Eugenio Curia 先生阁下，阿根廷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Christian Wenaweser 先生阁下，列支敦士登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Rytis Paulauskas 先生阁下，立陶宛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团团长 

Vladimir Rushaylo 先生，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执行秘书长兼代表 

Robert Orr 先生，秘书长办公厅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助理秘书长、反恐执行特别工

作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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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Paul Laborde 先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派驻反恐执行工作队的代表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13.00-15.00 午餐时间 

15.00-18.00 主题二：执行各项措施，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预计讨论的问题包括（见《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第一部分）：预防和解

决冲突；促进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法治；人

权和善治；解决政治和经济排外现象；为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支助；在国家和区

域一级采取的行动；以及在反恐执行工作队派驻代表的组织和实体采取的行动] 

主旨发言： 

Baki Ilkin 先生阁下，土耳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简要发言： 

Klaus-Peter Gottwald 先生阁下，德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代表欧盟发言 

Peter Shannon 先生阁下，澳大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Omar Zniber 先生阁下，摩洛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Ángel Lossada 先生，西班牙外交部国际恐怖主义事务司司长 

Jon Erik Stroemoe 先生，挪威外交部高级顾问 

Roberto Lamponi 先生，欧洲委员会法律合作处处长 

Vladimir Goryayev 先生，亚洲及太平洋司副司长，反恐执行工作队政治事务部

代表 

Ann Belinda Preis 女士，高级方案规划干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

队代表 

Andrew Carpenter 先生，战略政策和发展科科长，维和部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Francesco Cappé 先生，安全治理/反恐部门协调员，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

究所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Yael Danieli 女士，国际创伤性应激反应研究学会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附件一 217 

 

主题三：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 

[预计讨论的问题包括（见《全球反恐战略》，行动计划——第二部分）：加强在

刑事事务、执法和边境控制合作领域内的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

打击滥用因特网；保护易受攻击目标；预防和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打击资助

恐怖主义行为；在国家/区域各级采取的行动；以及反恐执行工作队实体/组织采

取的行动] 

主旨发言： 

Ashraf Mohsen 先生，埃及负责反恐事务的外交副助理部长 

简要发言： 

Ali Asghar Soltanieh 先生阁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古巴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Triyono Wibowo 先生阁下，印度尼西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代表东盟反恐

小组主席发言 

Michéle Coninsx 女士，法律总顾问，比利时驻欧洲司法协调机构代表 

David Veness 先生，联合国主管安全和安保事务副秘书长，安全和安保部驻反恐

执行工作队代表 

Richard Barrett 先生，协调员，1267 监测小组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Ulrich Kersten 先生，国际刑警组织驻联合国特别代表，国际刑警组织驻反恐执

行工作队代表 

Krzysztof Paturej 先生，技术秘书处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驻

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Hartmut Hesse 先生，高级副主任，国际海事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Marla Weinstein 女士，法律顾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第 2 天，星期五，2007 年 5 月 18 日 

10.00-13.00 主题三：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 

Nadim Kyriakos-Saad 先生，高级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 

Jeffrey Avina 先生，禁毒办业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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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us Feroukhi 女士阁下，阿尔及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发言 

主题四：提高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从禁毒

办提供技术援助当中学到的经验 

主旨发言： 

Margrethe Lфj 女士阁下，丹麦驻捷克共和国大使（前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简要发言： 

Shigeki Sumi 先生阁下，日本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副代表 

Sheel Kant Sharma 先生阁下，印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Beatrice Damiba 女士阁下，布基纳法索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Gregory L. Schulte 先生阁下，美利坚合众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Carol Fuller 女士，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秘书 

Peter Colgan 先生，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办公室探测和应对科科长 

Ahmed Seif El-Dawla 先生，科长、反恐怖主义执行委员会代表 

Berhanykun Andemicael 先生，协调员、1540 委员会专家 

Arvinder Sambei 女士，英联邦秘书处刑法科科长 

Hiruy Amanuel 先生阁下，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反恐能力建设方案负责人 

Kuniko Ozaki 女士，禁毒办条约事务司司长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发言 

主题五：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尊重法治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则 

主旨发言： 

Cecilia Ruthström-Ruin 女士阁下，瑞典反恐大使 

简要发言： 

François-Xavier Deniau 先生阁下，法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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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 Heller 先生阁下，墨西哥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Carlos Alberto Higueras Ramos 先生阁下，秘鲁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Boubacar Gaoussou Diarra 先生阁下，非洲联盟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保护司司长，联合国驻日内瓦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George Okoth-Obbo 先生，日内瓦难民署国际保护司司长 

Lisa Oldring 女士，人权干事，人权高专办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Serguei Tarassenko 先生，法律事务厅特等法律干事，法律事务厅驻反恐执行工

作队代表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发言。 

13.00-15.00 午餐时间 

15.00-18.00 主题六：前进的道路——推动执行反恐战略 

[预计讨论的问题包括：促进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反恐战略的认识和在政策

方面的承诺；促进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媒体参与执行反恐战略的可靠办法；调

动资源和专家，加强提供技术援助；动员支持反恐执行工作队的工作；以及执行

反恐战略的预计措施/活动，包括预期时间表] 

主旨发言： 

Giampaolo Cantini 先生阁下，意大利外交部反恐部门的负责人 

简要发言： 

Evelyn Puxley 女士，加拿大外交失误与国际贸易部国际犯罪与恐怖主义司司长 

Josaia Naigulevu 先生，斐济群岛检察署署长 

Ilya I. Rogachev 先生，俄罗斯联邦常驻纽约联合国副代表 

Mojtaba Amiri Vahid 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副观察员 

Robert Orr 先生，秘书长办公厅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助理秘书长，、反恐执行特别

工作队主席 

Francis Maertens 先生，禁毒办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司司长 

Janos Tisovszky 先生，新闻干事，新闻部驻反恐执行工作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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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Rosand 先生，全球反恐合作中心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发言。 

闭幕词和会议闭幕 

Kuniko Ozaki 女士，禁毒办条约事务司司长 

Robert Orr 先生，反恐执行工作队主席 

Thomas Stelzer 先生阁下，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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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名单 

 

会议开幕  

Maria Berger 女士阁下 奥地利 

Antonio Maria Costa 先生 禁毒办执行主任 

Robert Orr 先生 秘书长办公厅 

主题一：《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恐怖主义的综合措施 

主旨发言： 

Bruno Stagno Ugarte 先生阁下 哥斯达黎加 

简要发言： 

唐国强先生阁下 中国 

Liviu Aurelian Bota 先生阁下 罗马尼亚 

Eugenio Curia 先生阁下 阿根廷 

Christian Wenaweser 先生阁下 列支敦士登 

Rytis Paulauskas 先生阁下 立陶宛，代表欧安组织发言 

Vladimir Rushaylo 先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 

Robert Orr 先生 秘书长办公厅 

Jean-Paul Laborde 先生 禁毒办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Muhammad Rafiuddin Shah 先生 巴基斯坦 

Taous Feroukhi 女士阁下 阿尔及利亚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 

Meirav Eilon-Shahar 女士 以色列 

Jean-Francis Regis Zinsou 先生 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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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Hajigholam Saryazdi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Claude Heller 先生阁下 墨西哥 

Luis Alberto Padilla Menéndez 先生阁下 危地马拉 

Veróica Calcinari 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Mahmoud Aboud 先生 科摩罗 

Robert Orr 先生 秘书长办公厅 

Taous Feroukhi 女士阁下 阿尔及利亚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 

主题二：执行各项措施，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的因素 

主旨发言： 

Baki Ilkin 先生阁下 土耳其 

简要发言： 

Klaus-Peter Gottwald 先生阁下 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Peter Shannon 先生阁下 澳大利亚 

Omar Zniber 先生阁下 摩洛哥 

Ángel Lossada Torres-Quevedo 先生 西班牙 

Jon Erik Strömö 先生 挪威 

Roberto Lamponi 先生 欧洲委员会 

Vladimir Goryayev 先生 政治部 

Ann Belinda Preis 女士 教科文组织 

Andrew Carpenter 先生 维和部 

Francesco Cappê 先生 犯罪司法所 

Yael Danieli 女士 国际创伤性应激反应研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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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 

Vadim Pisarevich 先生 白俄罗斯 

Jean-Francis Regis Zinsou 先生 贝宁 

Rafiuddin Shah 先生 巴基斯坦 

Zuheir Elwazer 先生阁下 巴勒斯坦 

Meirav Eilon-Shahar 女士 以色列 

Jean-Paul Laborde 先生 禁毒办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 

主题三：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 

主旨发言： 

Ashraf Mohsen 先生 埃及 

简要发言： 

Ali Asghar Soltanieh 先生阁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 

Triyono Wibowo 先生阁下 印度尼西亚 

Michèle Coninsx 女士 比利时驻欧洲司法协调机构代表 

David Veness 爵士 安全和安保部 

Richard Barrett 先生 1267 监测小组 

Ulrich Kersten 先生 国际刑警组织 

Krzysztof Paturej 先生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Hartmut Hesse 先生 海事组织 

Marla Weinstein 女士 国际民航组织 

Nadim Kyriakos-Saad 先生 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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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Avina 先生 禁毒办 

Taous Feroukhi 女士阁下 阿尔及利亚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Baki Ilkin 先生阁下 土耳其 

Verónica Calcinari 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Mohamed Redouane Ben Khadra 先生阁下 阿拉伯国家联盟 

Pornchai Danvivathana 先生 泰国 

Mabrouk M. Milad 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Mohammad Mohammad 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amantha Job 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Amanullah Zeweri 先生 阿富汗 

John Sandage 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Meirav Eilon-Shahar 女士 以色列 

主题四：提高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从禁毒办提供技术

援助当中学到的经验 

主旨发言： 

Margrethe Lфj 女士阁下 丹麦 

简要发言： 

Shigeki Sumi 先生阁下 日本 

Sheel Kant Sharma 先生阁下 印度 

Béatrice Damiba 女士阁下 布基纳法索 

Gregory L. Schulte 先生阁下 美国 

Carol Fuller 女士 美洲国际组织 

Peter Colgan 先生 原子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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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Seif El-Dawla 先生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 

Berhanykun Andemicael 先生 1540 委员会专家 

Arvinder Sambei 女士 英联邦秘书处 

Hiruy Amanuel 先生阁下 反恐能力建设方案/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Kuniko Ozaki 女士 禁毒办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女士阁下 古巴 

Sheel Kant Sharma 先生阁下 印度 

Marcio Reboucas 先生 巴西 

Vadim Pisarevich 先生 白俄罗斯 

Ali Hajigholam Saryazdi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K. Candra Negara 先生 印度尼西亚 

Jean-Francis Regis Zinsou 先生 贝宁 

主题五：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尊重法治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则 

主旨发言： 

Cecilia Ruthström-Ruin 女士阁下 瑞典 

简要发言： 

François-Xavier Deniau 先生阁下 法国 

Claude Heller 先生阁下 墨西哥 

Carlos Alberto Higueras Ramos 先生阁下 秘鲁 

Boubacar Gaoussou Diarra 先生阁下 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CAERT 

George Okoth-Obbo 先生 难民署 

Lisa Oldring 女士 人权高专办 

Serguei Tarassenko 先生 法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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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Daniel Frank 先生 瑞士 

Christopher Miachaelsen 先生 欧安组织 

Mbalembou Pato 先生 多哥 

Christophe Payot 先生 比利时 

Rafiuddin Shah 先生 巴基斯坦 

Christian Wenaweser 先生阁下 列支敦士登 

Zuheir Elwazer 先生阁下 巴勒斯坦 

Baki Ilkin 先生阁下 土耳其 

主题六：前进的道路——推动执行反恐战略 

主旨发言： 

Giampaolo Cantini 先生阁下 意大利 

简要发言： 

Evelyn Puxley 女士 加拿大 

Josaia Naigulevu 先生 斐济 

Ilya I. Rogachev 先生 俄罗斯族联邦 

Mojtaba Amiri Vahid 先生 伊斯兰会议组织 

Francis Maertens 先生 禁毒办 

Janos Tisovszky 先生 新闻部 

Eric Rosand 先生 全球反恐合作中心 

其他希望发言的代表所做的发言： 

Germán Villalba Chávez 先生 哥伦比亚 

Eugenio Curia 先生阁下 阿根廷 

Paul Goa Zoumanigui 先生 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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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iuddin Shah 先生 巴基斯坦 

K. Candra Negara 先生 印度尼西亚 

Seyed Mohammad Ali Mottaghi-Nejad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Jean-Francis Regis Zinsou 先生 贝宁 

Konrad Bühler 先生 奥地利 

闭幕词： 

Kuniko Ozaki 女士 禁毒办 

Robert Orr 先生 秘书长办公厅 

Thomas Stelzer 先生阁下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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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名单 

 

会员国  

阿富汗 Amanullah Zeweri 公使衔参赞，阿富汗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 

阿尔巴尼亚 Zef Mazi 大使，阿尔巴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Albana Dautllari 参赞，阿尔巴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 

阿尔及利亚 Taous Feroukhi 大使，阿尔及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Said Khelifi 全权公使，阿尔及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Thouraya Benmokrane 参赞，阿尔及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Mokhtar Amine Khelif，外交部联合国大会司司长 

Amina Ladjal 参赞，主席 

安哥拉 Fidelino Loy de Jesus Figuereido 大使，安哥拉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Dulce Gomez 一等秘书，安哥拉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代表顾问 

阿根廷 Eugenio Curia 大使，阿根廷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Bettina Alejandra Pasquali De Fonseca 参赞，阿根廷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团 

Diego Malpede，外交部参赞，阿根廷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亚美尼亚 Varuzhan Kababyan，反恐总局反恐司司长 

澳大利亚 Peter Shannon 大使，澳大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Nicola Rosenblum 三等秘书，澳大利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奥地利 Maria Berger，联邦司法部联邦司法部长 

Thomas Stelzer 大使，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Johann Fröhlich，联邦欧洲和国际事务部司法与内政司司长 

Gabriela Kühtreiber 公使衔参赞，欧洲和国际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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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ina Kirnbauer 公使衔参赞，欧洲和国际事务部 

Konrad Buehler 参赞，法律事务，奥地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Larissa Borovcnik，武官，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Oliver Scheiber，奥地利联邦司法部 

Bertram Eisner，内政部 

Anita Zielowski，实习生，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Johanna Weberhofer，实习生，奥地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阿塞拜疆 Fuad Ismayilov 大使，阿塞拜疆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Gulmirza F. Javadov 二等秘书，阿塞拜疆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白俄罗斯 Alyaksandr Sychov 大使，白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Vadim Pisarevich 参赞，白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比利时 Christophe Payot 一等秘书，比利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贝宁 Jean-Francis Regis Zinsou 公使衔参赞，贝宁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玻利维亚 Maria Lourdes Espinoza Patińo 公使衔参赞，玻利维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

表团 

Paul Marca Paco 参赞，玻利维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Julio Lazaro Mollinedo Claros 二等秘书，玻利维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巴西 Eduardo Da Costa Farias 公使衔参赞，巴西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Marcio Reboucas 二等秘书，巴西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文莱达鲁萨兰国 Zamhadi Mahalee 二等秘书，文莱达鲁萨兰国驻法国大使馆 

保加利亚 Konstantina Kostova, 保加利亚共和国外交部联合国与全球事务司国务专

家 

布基纳法索 Béatrice Damiba，布基纳法索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Amadou Traore 公使衔参赞，布基纳法索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Rita Solange Bogore/Agneketom，二等参赞，布基纳法索常驻维也纳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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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 

喀麦隆 James Nche Gabche 公使衔参赞，喀麦隆对外关系部驻德国波恩大使馆和常

驻代表团  

Yap Abdou，喀麦隆共和国总统秘书处长官 

Albert Bomono Megningue，喀麦隆共和国总统秘书处副主任 

加拿大 Evelyn Puxley，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国际犯罪与恐怖主义司司长 

Terry Wood，参赞兼常驻副代表，加拿大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Alan Bowman 参赞，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政治事务司，加拿大常驻纽约联合

国代表团 

佛得角 Hercules do Nascimento Cruz 参赞，佛得角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智利 Eduardo Schott 参赞，智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中国 唐国强，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哥伦比亚 Rosso José Serrano Cadena 大使，哥伦比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Germán Villalba Chávez，情报总局行动专家 

Julian Hipólito Pinto Galvis 二等秘书，哥伦比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

代表 

科摩罗 Mahmoud Aboud，科摩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哥斯达黎加 Bruno Stagno Ugarte，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部长 

Ana Teresa Dengo Benavides 大使，哥斯达黎加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Lydia Maria Peralta Cordero 公使衔参赞，哥斯达黎加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

表团副代表 

Carol Viviana Arce Echeverría 参赞，顾问，哥斯达黎加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

表团 

科特迪瓦 Bakassa Bakayoko 参赞，科特迪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克罗地亚 Vladimir Matek 大使，克罗地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Vesna Baus 公使衔参赞，克罗地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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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 Zelic，国防部国防政策与规划司副司长 

Tihomir Lulic 三等秘书，外交与欧洲一体化部，联合国司政府机构间反恐

工作组秘书 

Antolis Krunoslav，内政部警察学院 

古巴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古巴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塞浦路斯 Marios Kountourides，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多边事务司副司长 

捷克共和国 Ivan Pocuch 大使，捷克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Petr Havlík 参赞，捷克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René Dlabal，外交部 

Eva Reinöhlova，捷克共和国常驻欧安组织维也纳代表团 

刚果民主共和国 Jackson Bumba Vangu，顾问，司法部 

丹麦 Ellen Margrethe Lфj 大使，丹麦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 

Peter Taksoe-Jensen，外交部法律司法律事务副司长 

Lars Bjorn Holboll，特别顾问，外交部安全政策司 

多米尼加共和国 Wendy Olivero Rivera 公使衔参赞，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团 

厄瓜多尔 Rosa Vásquez De Messmer 一等秘书，厄瓜多尔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埃及 Ashraf Mohsen，埃及负责反恐事务的外交副助理部长 

Ramzy Ezzeldin Ramzy 大使，埃及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Hesham Badawy，副首席检察官，高级检察官，司法部检察长办公室 

萨尔瓦多 Eduardo Hernández 公使衔参赞，萨尔瓦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爱沙尼亚 Ulla Uibo 参赞，爱尔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Martin Roger 二等秘书，法律顾问，爱沙尼亚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斐济 Josaia Naigulevu，斐济群岛检察署署长 

芬兰 Juha Rainne，外交部法律司法律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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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François-Xavier Deniau，法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Florence Lambert 一等秘书，法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Philippe Lavault，国防部代表团负责人 

François Revardeaux，外交部 

Raphael Trapp，外交部主管干事 

德国 Klaus-Peter Gottwald 大使，德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Marcus Bleinroth，德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联邦外交办公室常驻副代

表 

Susanne Welter 参赞，柏林联邦外交办公室副主任 

希腊 Dionyssios Kyvetos 一等参赞，外交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与会议司 

Nicholas Cricos 参赞，希腊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危地马拉 Luis Alberto Padilla Menéndez 大使，危地马拉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Sylvia Wohlers De Meie 参赞，危地马拉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几内亚 Paul Goa Zoumanigui 参赞，几内亚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匈牙利 Györgyi Martin Zanathy 大使，匈牙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Zsolt Bunford 二等秘书，匈牙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印度 Sheel Kant Sharma 大使，印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Anup Kumar Mudgal，印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 

Ravi K. Seenambhat Joshi 参赞，印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印度尼西亚 Triyono Wibowo 大使，印度尼西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Abdulkadir Jailani 一等秘书，印度尼西亚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K. Candra Negara，外交部国际安全和裁军管理局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Ali Asghar Soltanieh 大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Seyed Mohammed Ali Mottaghi Nejad 司长，外交部国际司 

Ali Hajigholam Saryazdi 参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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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代表 

伊拉克 Muayed H. Ali，伊拉克外交部法律司参事 

Zina Hussein 三等秘书，伊拉克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爱尔兰 Frank Cogan 大使，爱尔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Ronan O’Laoire 参事，爱尔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以色列 Dan Ashbel 大使，以色列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Meirav Eilon Shahar 参赞，以色列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意大利 Giampaolo Cantini，外交部反恐司司长 

Alessandro Azzoni 一等参赞，意大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Rino Di Sarno，国防部部长理事会主席 

Michelangelo Anaclerio，内政部公共安全司负责人 

日本 Shigeki Sumi 大使，日本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副代表 

Shota Kamishima 二等秘书，日本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约旦 Shehab A. Madi 大使，约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Ghaith Malhas 一等秘书，约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Zeina Al Mukheimer 三等秘书，约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吉尔吉斯斯坦 Jenish Kadrakunov 公使衔参赞，吉尔吉斯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Stanislav Gridnev 二等秘书，吉尔吉斯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拉脱维亚 Aivars Vovers 大使，拉脱维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Andris Pelss，外交部安全政策司国际行动与危机管理处处长 

Martins Klive，拉脱维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黎巴嫩 Bilal Kabalan 临时代办，黎巴嫩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Charles Atta，国内治安部队总干事局局长 

阿拉伯利比亚民 Mabrouk M. Milad 临时代办，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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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国 团 

Mahmoud Aboud Seif 参赞，利比亚外交部国际组织司 

Abdallah Hebrara 参赞，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列支敦士登 Christian Wenaweser 大使，列支敦士登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立陶宛 Rytis Paulauskas 大使，立陶宛常驻欧安组织维也纳代表团团长 

Robertas Rosinas 公使衔参赞，立陶宛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Gintaras Stonys，外交部安全政策司司长 

卢森堡 François Berg，卢森堡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马达加斯加 Alfred Rambeloson 大使，马达加斯加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日内瓦办事处代

表 

Lydia Randrianarivony 参赞，马达加斯加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马来西亚 Riedzal Abdul Malek 二等秘书，马来西亚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Nor’Azam Mohd Idrus 二等秘书，马来西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马耳他 Christopher Grima，马耳他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指定常驻代表 

P. Clive Agius，马耳他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Joseph De Bono，马耳他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助理 

墨西哥 Claude Heller 大使，墨西哥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José Ricardo Cabrera Gutiérrez，司法部长办公室反恐专家组 

Ulises Canchola，外交部联合国系统总干事 

Armando Vivanco 公使衔代办，墨西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José Martin Pérez Carpio，内政部反恐协调官 

Genaro Montes Días，欧盟和世界海关组织海关事务部长，墨西哥海关总署，

财政部，墨西哥驻布鲁塞尔大使馆 

Pedro Echeverría，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国际法主任 

Guillaume Michel 二等秘书，外交部，墨西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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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Omar Zniber 大使，摩洛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Redouane Houssaini 参赞，摩洛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Boutaina Ben Moussa 一等秘书兼顾问，摩洛哥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莫桑比克 Numídio Fanuel Arrone Manhique 二等秘书，莫桑比克外交与合作部法律与

领事事务管理局条约司司长 

缅甸 Kyaw Swa 参赞，缅甸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纳米比亚 Selma Ashipala-Musavyi 大使，纳米比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Penda A. Naanda 一等秘书，纳米比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尼泊尔 Narayan Pant 公使衔参赞，尼泊尔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荷兰 Ilan Cohen，外交部恐怖主义与新威胁司政治事务局政策官员 

Alain Ancion 一等秘书，荷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新西兰 Jennifer Macmillan 大使，新西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Matthew Aileone，新西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尼加拉瓜 Isolda Frixione Miranda，尼加拉瓜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挪威 Jon Erik Strömö，挪威外交部高级顾问 

Odd Berner Malme，挪威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警察参赞 

Trond H. Glomnes Rudi 一等秘书，挪威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 

阿曼 Abdullah Mohammed Al-Amri 参赞，阿曼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巴基斯坦 Muhammad Rafiuddin Shah 一等秘书，巴基斯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巴拿马 Isabel Damían Karekides 大使，巴拿马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Luis Enrique Martinez-Cruz 公使衔参赞，巴拿马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副代表 

秘鲁 Carlos Alberto Higueras Ramos 大使，秘鲁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Elvira Velasquez，秘鲁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菲律宾 Meynardo Lb Montealegre 公使，菲律宾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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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l Francisco Ignacio 二等秘书，菲律宾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波兰 Elzbieta Gryzio 一等秘书，波兰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葡萄牙 Joaquin R.C. Duarte 大使，葡萄牙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Joáo Madureira，法律顾问，葡萄牙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Helena Paiva，外交部部门主管 

Helena Bicho 一等秘书，葡萄牙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 

卡塔尔 Ibrhim Musa Al-Hitmi，国家反恐委员会成员，司法部代表 

Nasser Yousuf Almal，内政部国家反恐委员会成员兼报告员 

罗马尼亚 Liviu Aurelian Bota 大使，罗马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Daniela Brandusa Bazavan 参赞，罗马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Carmen Dragomir，内政与政府改革部副政委 

Elena Budesu 二等秘书，联合国和专门机构事务管理局 

俄罗斯联邦 Ilya Rogachev，俄罗斯联邦常驻纽约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Eduard V. Lokotunin 二等秘书，俄罗斯联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Ernest V. Chernukhin 二等秘书，俄罗斯联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Sofiya A. Zakharova 三等秘书，俄罗斯联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沙特阿拉伯 Omar Bin Mohammed Kurdi 大使，沙特阿拉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Jamal Nasef 一等秘书，沙特阿拉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斯洛伐克 Valer Franko，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裁军、欧安组织与反恐司 

斯洛文尼亚 Andrej Slapnicar 全权公使，外交部安全政策司 

Bojan Bertoncelj 公使衔参赞，斯洛文尼亚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南非 Wayne Malgas 参赞，南非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Barend Jacobus Lombard 参赞，南非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Matlhaba Andrew Mogadingwane 二等秘书，南非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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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Ángel Lossada Torres-Quevedo，西班牙外交部国际恐怖主义事务总干事 

Miguel Garcia-Herraiz，国际恐怖主义事务副总干事 

Ignacio Baylina Ruiz 参赞，西班牙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Angel Marcos Montes，西班牙国家警察情报总局总督察，内政部 

斯里兰卡 Aruni Wijewardane 大使，斯里兰卡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Udam Poshita Perera Wewala Appuhamillage 二等秘书，斯里兰卡驻维也纳大

使馆和常驻维也纳代表团 

苏丹 Sayed Galal Eldin Elsayed Elamin 大使，苏丹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Kulong Manytuil Wijang 二等秘书，苏丹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副代表 

瑞典 Cecilia Ruthstroem-Ruin 大使，外交部 

Hans Lundborg 大使，瑞典驻维也纳大使馆 

Andreas Norman，主管干事，外交部 

瑞士 Daniel Frank，外交部国际法司 

叙利亚阿拉伯共

和国 

Mohammad Mohammad 临时代办，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

代表团 

Bashar Safiey 二等秘书，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泰国 Pornchai Danvivathana 副司长，泰国外交部条约和法律司 

Cheevindh Nathalang 一等秘书，泰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Kakanang Amaranand 三等秘书，外交部条约和法律司 

Kittivudh Pinyowit 三等秘书，外交部国际安全司 

Surachai Nira，高级反恐专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 

Arsim Zekoli 大使，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Donka Grigorova 公使衔参赞，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

国代表团 

多哥 Mbalembou Pato 二等秘书，多哥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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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Lindon MC Millan，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安全部主管 

突尼斯 Mohamed Daouas 大使，突尼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Ridha Kefi，内政与地方发展部多边合作司主任 

Mourad Saidene，内政与地方发展部多边合作司司长 

Sami Bougacha 参赞，突尼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土耳其 Baki Ilkin 大使，土耳其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Sibel Müderrisoglu 参赞，土耳其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Nehir Ünel，法律顾问，土耳其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土库曼斯坦 Esen Aydogdyev 大使，土库曼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Yazkuli Mammedov 一等秘书，土库曼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乌克兰 Romanenko Yuriy，乌克兰安全局反恐中心 

Yevhen Kutuzov，代表，乌克兰大使馆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Samantha Job 一等秘书，联合王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Carole Johnson，代表，外交部外交与联邦办公室 

美利坚合众国 Gregory L. Schulte 大使，美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John B. Sandage，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反恐与制裁政策负责人 

Roopa Rangaswamy，反恐怖主义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跨区域事务办公室主任 

Howard Solomon 副参赞，美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 

Miriam García De Pérez，代办，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

国代表团 

Verónica Calcinari，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副代

表 

也门 Ahmed Alwan Mulhi Al-Alwani 大使，也门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Derhim Assaidi 全权公使，也门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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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Grace Mutandiro 大使，津巴布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 

Roda Ngarande 参赞，津巴布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机构 

巴勒斯坦 

 Zuheir Elwazer 大使，巴勒斯坦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裁军部） 

 Gabriele Kraatz-Wadsack，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处处长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 

 Andrew Carpenter，警务司战略政策和发展科科长 

政治事务部（政治部） 

 Vladimir Goryayev，太平洋司 

新闻部 

 Janos Tisovszky，和平与安全司新闻干事 

安全和安保部 

 David Veness 爵士，副秘书长 

秘书长办公厅 

 Robert Orr，主管政策规划助理秘书长 

Gennady Gatilov，战略规划部特等干事 

Michael H. Jones，战略规划部 

Aida Njanja Fassu，战略规划部 

法律事务厅（法律厅） 

 Serguei Tarassenko，特等法律干事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 

 Antonio Maria Costa，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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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ko Ozaki，条约事务司司长 

Francis Maertens，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司司长 

Jeffrey Avina，业务司司长 

Jean-Paul Laborde，预防恐怖主义处处长 

George Puthuppally，预防恐怖主义处，高级方案干事 

Jo Dedeyne-Amann，预防恐怖主义处预防恐怖主义官 

Michael Defeo，预防恐怖主义处高级法律专家 

Andrea Treso，预防恐怖主义处预防恐怖主义专家 

联合国各机构、委员会、协会、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 

 Ahmed Seif El Dawla，科长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Peter Colgan，核能和核安全司 

Tariq Rauf，对外关系与政策协调办公室检验与安全政策协调主管 

Gustavo Zlauvinen，纽约联络办公室主任 

Lourdes Vez Carmona，对外关系与政策协调办公室高级对外关系与政策官 

Mona Khalil，法律事务办公室高级法律干事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 

 Marla Weinstein，法律局法律顾问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 

 Hartmut Hesse，海上安全司业务安全与人力资源处高级副主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 

 Nadim Kyriakos-Saad，法律部金融一体化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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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 

 Lisa Oldring，法治与民主股人权干事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Ann-Belinda Preis，战略规划局高级方案规划干事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 

 George Okoth-Obbo，国际保护司司长 

Angela Li Rosi，欧安组织和联合国高级联络干事 

 Maria Bances Del Rey，法律干事，保护行动与法律顾问科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犯罪司法所） 

 Francesco Cappè，协调官，安全治理/反恐 

Francesco Marelli，顾问，加勒比海盆雷达网和安全治理 

Francesco Spano，专家，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67 号决议委员会（1267 委员会） 

 Richard Barrett，协调官，基地和塔利班分析支持与制裁监测小组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委员会（1540 委员会） 

 Berhanykun Andemicael，协调官，1540 委员会专家组 

Victor Slipchenko，专家 

其他政府间组织、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非洲联盟/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 

 Boubacar Gaoussou Diarra，非洲联盟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英联邦秘书处 

 Arvinder Sambei，法律和宪法事务司刑法科 

Martin Polaine，顾问，法律和宪法事务司刑法科 

David Fraser，法律和宪法事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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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ssa Khemani，法律和宪法事务司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Vladimir Rushaylo，独联体执行委员会独联体执行秘书 

Sergey Burutin，独联体执行委员会独联体执行办公室主任 

Andrey Ershov，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副司长，主任 

Boris Timokhov，独联体执行委员会部门主任 

Igor Kushnir，主席助理 

欧洲委员会 

 Roberto Lamponi，法律合作局，法律事务总局，法律合作主任 

欧洲联盟理事会 

 Francesco Fini，助理司长，第四反恐总司 

欧洲司法协调机构 

 Michèle Coninsx，法律总顾问，恐怖主义小组主席 

欧洲联盟委员会 

 Dariusz Karnowski 参赞，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国际组织维也纳代表团 

Vera Fuchs，实习生，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国际组织维也纳代表团 

Marin Berket，实习生，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国际组织维也纳代表团 

国际刑警组织 

 Ulrich Kersten，国际刑警组织驻纽约联合国办事处特别代表 

Michaela Ragg，副主任，国际刑警组织驻纽约联合国办事处特别代表办公

室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反恐能力建设方案 

 Hiruy Amanuel 大使，反恐能力建议方案负责人 

国际移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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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von Bethlenfalvy，驻国际组织特别联络代表团团长 

David Reisenzein，发展、政策与媒体部门负责人 

Livia Vedrasco，反恐协调人，项目经理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 

 Mohamed Redouane Ben Khadra 大使，秘书长法律顾问，开罗法律部负责

人 

Mikhail Wehbe 大使，阿拉伯国家联盟驻维也纳代表团团长 

Ali Maan，新闻顾问，阿拉伯国家联盟驻维也纳代表团 

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民主人权办） 

 Kirsten Mlacak，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人权部负责人 

Andrew Powell，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反恐问题顾问 

Christopher Michaelsen，人权干事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Dimitar Jalnev，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方案协调员 

Reinhard Uhrig，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顾问 

Nemanja Malisevic，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助理方案干事 

Mehdi Knani，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成员 

Aziza Umarova，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成员 

Julian Chris Hornek，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旅行证件安全专家/
顾问 

Jean-Pierre Berens，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反恐官员 

Aidai Masylkanova，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助理方案干事 

Ivan Calabuig-Williams，欧安组织维也纳秘书处反恐行动组助理方案干事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Krzysztof Paturej，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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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Carol Fuller，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秘书 

伊斯兰会议组织 

 Mojtaba Amiri Vahid，驻日内瓦代表团代表 

非政府组织与个别专家 

 Kristina Stenman，芬兰埃博学术大学人权研究所研究员 

非洲艾滋病行动组织 

 Herta Kaschitz 

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 

 Jolanta Redo，常驻维也纳联合国负责欧洲和中亚事务的代表 

奥地利伊拉克发展协会 

 Riyadh Al-Amir，奥地利伊拉克发展协会秘书长 

全球反恐合作中心 

 Alistair Millar，主任 

Eric Rosand，高级研究员 

安全研究所 

 Jacobus Cilliers，比勒陀利亚办事处 

天主教教诲师关怀囚犯国际委员会 

 Michael Platzer，天主教教诲师关怀囚犯国际委员会专家 

国际妇女理事会 

 Elonore Hauer-Rona，国际妇女理事会常驻维也纳办事处代表 

国际创伤性应激反应研究学会 

 Yael Danieli，专家 

蒙特里国际研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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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 Chriqui，蒙特里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 

奈夫阿拉伯治安学院 

 Saker M. Al-Mokayyad，国际合作主任 

大同协会 

 Elisabeth Pomberger，大同协会常驻维也纳办事处代表 

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 

 Roswitha Benesch，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代

表 

Karin Tripp，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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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aziz bin Saqr al-Ghamdi 先生的致辞 

奈夫阿拉伯治安学院院长 
（译自阿拉伯语） 

我向诸位表达奈夫阿拉伯治安学院的 热烈问候，并且向诸位保证，在我们学院、联合

国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全面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将

引起知识界对安全的关注，让知识界与治安界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阁下，先生们，奈夫阿拉伯治安学院代表了 22 个阿拉伯国家，它一直以来特别重视打击

恐怖主义，1983 年开始将课程重点放在打击恐怖主义根源上面。在这一框架下，它已经举办

了 257 期培训课程，来自所有阿拉伯国家的 8 500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课程。在国际合作框架下，

其中一些课程已经在加拿大、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以及美国得到实施。

学院共出版了 41 期科学出版物，分发给相关的治安、科学与国际机构。学院启发学生研究恐

怖主义现象的各个方面，并在这一领域授予了 80 个博士与硕士学位。学院还组织了 12 次研

讨会，向 57 次阿拉伯和国际会议提供科学研究论文，举办了 36 次关于恐怖主义的讲座，其

中一些重点强调阿拉伯与穆斯林在打击恐怖主义中的作用，组织地点包括奥地利、法国、德

国、英国和美国。 

奈夫阿拉伯治安学院将继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重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工

作。我祝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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