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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及(或) 
其 1967 年 议定书 缔约国的宣言 a/ 

前   言  

 我们 作为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及(或)其 1967 年 议定书 缔约

国的代表应瑞士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邀请 于 2001 年 12 月 12 日和

13 日聚集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缔约国会议  

 1.  有鉴于 2001 年是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 的五十周年  

 2.  认识到 1951 年 公约 作为基本的难民保护文书的持久重要性 该公约

在经过其 1967 议定书 修正后 列出了可适用于其范围内的各种人的权利 包

括人权和最低待遇标准  

 3.  认识到其他人权和区域难民保护文书 包括 1969 年非洲统一组织 关于

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 和 1984 年 卡塔赫纳宣言 还认识到自

1999 年 Tampere 欧洲委员会结论以来设立的欧洲共同庇护制度的重要性 处理独

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和有关邻国的难民 流离失所者 其他形式的非自愿流离失所

和回返者问题区域会议的行动纲领  

 4.  承认这一国际权利和原则制度 包括其核心的不驱回原则的实质性和弹

性 其适用性根植于国际习惯法中  

 5.  赞扬难民接待国所发挥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同时还承认一些国家 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沉重负担 以及许多难民情况持久未决和缺乏

及时和安全的解决办法  

                                                 
a/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及 或 其 1967 年 议定书 缔约国部长级

会议于 2001年 12月 13日在日内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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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注意到为难民提供保护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各项复杂因素 包括武装冲

突的性质 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现行侵犯事件 目前的流离失所格局

混合的人口流动 收容大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及维持庇护制度的高成本 相关的

人口贩卖和人口走私的增长 保障庇护制度不被滥用 并排除和遣返那些没有资

格享受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的问题 以及缺乏解决长期存在的难民情况的办法  

 7.  重申经 1967 年 议定书 修正后的 1951 年 公约 在国际难民保护制度

中占有一个中心位置 并相信应根据情况进一步发展该制度 以补充和加强 1951

年 公约 及其 议定书  

 8.  强调包括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在内的国际团结加强了各国对保护难民的责任

的尊重 难民保护制度也由于各国之间以休戚相关 实际责任和负担分担的精神

进行国际合作而得到加强  

执行条款  

 1.  庄严地重申我们愿意根据 1951 年 公约 和(或)其 1967 年 议定书 的

目标和宗旨 充分和有效地履行这些文书中为我们规定的义务  

 2.  重申我们认识到难民问题的社会和人道主义性质 愿意支持上述文书中所

载的价值和原则 这是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四条的 在这方面需要尊重难民的

权利和自由 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他们的苦难 采取行动解决难民流动的原因以

及通过促进和平 稳定和对话等方式 防止其成为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3.  承认推动普遍加入 1951 年 公约 和 (或 )其 1967 年 议定书 的重要

性 而同时又承认一些庇护国家虽未加入上述文书 却一直慷慨地收容了许多难

民  

 4.  鼓励所有尚未加入 1951 年 公约 和(或)其 1967 年 议定书 的国家

尽可能不加保留地加入上述文书  

 5.  又鼓励那些作出地域限制或其他保留的缔约国考虑撤销限制和保留  

 6.  呼吁所有国家 根据适用的国际标准 采取或继续采取措施 加强庇护

包括通过和执行确定难民地位和处理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国家难民法和程序 使

保护更为有效 并对易受害群体和包括妇女 儿童和老年人在内的有特殊需要的

个人 予以特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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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呼吁各国继续努力 以保证庇护体制的完整性 特别是通过仔细地适用

1951 年 公约 第 1F 条和第 33 (2)条 尤其是为了新的威胁和挑战的原因  

 8.  重申难民署作为任务在于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和促进持久解决办法的多边

机构的基本重要性 并回顾我们作为缔约国在难民署行使其职能时与其进行合作

的义务  

 9.  促请所有国家审议为了加强执行 1951 年 公约 和(或)其 1967 年 议定

书 而可能需要采取的方式并保证各缔约国与难民署加强合作以促进难民署监督

这些文书条款执行情况的责任  

 10.  促请所有国家尽快地可预测地和充分地响应难民署发出的捐款呼吁 以

确保充分地照顾到高级专员办事处任务范围内的人士的需要  

 11.  认识到许多非政府组织为要求庇护者和难民的福利作出的宝贵贡献 如

在对他们的接待 辅导和照顾方面 在寻求基于对难民的全面尊重的持久解决办

法方面 和在协助各国和难民署维持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完整性方面 这是通过

提倡活动以及旨在打击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和加

强公众对难民的支持等提高公众意识和信息活动来做到  

 12.  我们承诺在国际团结和分担负担的框架内 通过在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

的全面的战略提供更好的难民保护 以便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 特别

是那些接待大规模难民流入或处于长期难民情况下的国家建立能力 并加强应对

机制以确保难民能获得更安全和更好的逗留条件 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  

 13.  认识到预防是避免发生难民情况的最好办法并强调国际保护的最终目的

是为难民找到一个符合不驱回原则的持久解决办法 并赞扬那些继续促进这些办

法的国家 特别是自愿遣返和在适当和可行时采取当地融合和定居的办法 而同

时又承认在安全和保持其尊严的情况下 自愿遣返是难民的最好办法  

 14.  向瑞士政府和人民慷慨地担任关于难民地位的 1951 年 公约 和(或)其

1967 年 议定书 缔约国部长级会议的东道国表达我们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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