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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9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71/484/Add.2)通过] 

71/193. 人权与单方面胁迫措施 

 大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这个议题的所有决议，最近一项是 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51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9 月 30 日第 18/120 号决定、1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4/14 号、2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 27/21 号3

 和 2015 年 10 月 1 日第 30/2

号决议4
 及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以往相关决议， 

 重申大会 1974 年 12 月 12 日第 3281(XXIX)号决议宣布的《各国经济权利和

义务宪章》所载相关原则和规定，特别是第三十二条，其中申明，任何国家均不

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来胁迫另一国家，使另一国家在行

使主权权利时有所屈从， 

 表示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

报告员根据大会第 70/1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27/21 和 30/2 号决议提出的报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3 A 号》(A/66/53/Add.1)，第三章。 

 2 同上，《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3 A 号》(A/68/53/Add.1)，第三章。 

 3 同上，《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53 A 号》和更正(A/69/53/Add.1 和 Corr.1 和 2)，第四章，A 节。 

 4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53 A 号》(A/70/53/Add.1)，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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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5
、

6 
并回顾秘书长关于大会 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2/120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
7 
和关于大会 2000 年 12 月 4 日第 55/110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8
 

 强调指出单方面胁迫措施和立法违背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宪

章》以及指导国家间和平关系的规范和原则， 

 认识到所有人权都具有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而且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并

在这方面重申发展权是所有人权的固有组成部分， 

 回顾 2011 年 5 月 23 至 27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第十

六次部长级会议和纪念会议最后文件，
9 

2016 年 9 月 13 日至 18 日在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玛格丽塔岛举行的第十七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

最后文件，以及以往各次首脑会议和大型会议通过的文件，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

这些文件中商定响应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的呼吁，反对和谴责此类措施或法律

及其持续适用，坚持努力予以有效推翻，并敦促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同时要求适

用此类措施或法律的国家立即全面予以废除， 

 又回顾 1993 年 6 月 14 至 2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促请各国避免

采取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宪章》的单方面措施，因为此类措施给国家间贸易关

系制造障碍，有碍充分实现所有人权，
10 
而且也严重威胁贸易自由， 

 铭记 1995 年 3 月 12 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社会发展问题哥

本哈根宣言》、
11 

1995 年 9 月 15 日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
12 

和 2016 年 10 月 20 日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

三大会)通过的《为所有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基多宣言》及《新城市议

程》基多执行计划
13 以及关于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

成果文件中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 

 5 A/71/287。 

 6 A/HRC/33/48。 

 7 A/53/293 和 Add.1。 

 8 A/56/207 和 Add.1。 

 9 A/65/896-S/2011/407，附件一。 

 10 见 A/CONF.157/24(Part I)和 Corr.1，第三章。 

 1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12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13 见第 71/256 号决议，附件。 

http://undocs.org/ch/A/RES/52/120
http://undocs.org/ch/A/RES/55/110
http://undocs.org/ch/A/71/287
http://undocs.org/ch/A/HRC/33/48
http://undocs.org/ch/A/53/293
http://undocs.org/ch/A/5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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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强烈敦促各国不颁布和实行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

合国宪章》，阻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方面经

济、金融或贸易措施， 

 表示关切单方面胁迫措施对国际关系、贸易、投资与合作的消极影响， 

 表示严重关切不符合国际法和《宪章》的单方面胁迫措施使一些国家的儿童

境况受到不利影响，此类措施给国家间贸易关系制造障碍，有碍充分实现社会和

经济发展，有损受影响国家民众的福祉，尤其对妇女、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儿童、

老年人和残疾人造成后果， 

 深为关切尽管大会、人权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最近各次主要会议就

这个问题通过了建议，单方面胁迫措施仍继续在违反一般国际法和《宪章》的情

况下颁布和实施，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人道主义活动和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所有

各种消极影响，包括域外影响，由此对其他国家管辖下的人民和个人充分享受所

有人权制造了更多障碍， 

 铭记任何具有胁迫性质的单方面立法、行政和经济措施、政策及做法对发展

中国家发展进程和增进人权工作的所有各种域外影响，此类影响给充分实现所有

人权制造了障碍， 

 重申单方面胁迫措施是执行《发展权利宣言》
14 
的一大障碍， 

 回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5 

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14 
的共同第一条第二款，其中除其他外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剥夺人民自

己的生存手段，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发展权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持续努力，并特别重

申其关于单方面胁迫措施是执行《发展权利宣言》障碍之一的衡量标准， 

 1. 敦促所有国家停止采取或执行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联

合国宪章》以及指导国家间和平关系的规范和原则的单方面措施，特别是造成种

种域外影响的具有胁迫性质的措施，因为此类措施给国家间贸易关系制造障碍，

有碍充分实现在《世界人权宣言》
16 
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中阐述的权利，尤其是

个人和人民的发展权利； 

 2. 强烈敦促各国不颁布和采用不符合国际法和《宪章》、有碍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充分实现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何单方面经济、金融或贸易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 

 14 第 41/128 号决议，附件。 

 15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16 第 217 A(III)号决议。 

http://undocs.org/ch/A/RES/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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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谴责以虚假借口，包括以支持恐怖主义的虚假指控，将会员国列入单方

面名单，这些做法违反国际法和《宪章》，同时认为此类名单是针对会员国，特

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的一种手段； 

 4. 敦促所有国家不要采取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宪章》的单方面措施，因

为此类措施有碍受影响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充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

损他们的福祉，而且阻碍他们充分享受人权，包括人人享有足以维持健康和福祉

的生活水准的权利以及获取粮食、医疗保健、教育和必要社会服务的权利，并且

确保不以粮食和药物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 

 5. 强烈反对此类对国家主权也构成威胁的措施的域外性质，并在这方面促

请所有会员国既不认可也不适用此类措施，而是酌情采取行政或立法措施，反制

单方面胁迫措施的域外适用或影响； 

 6. 谴责某些大国持续单方面适用和执行单方面胁迫措施，并反对以此类措

施及其域外影响为手段，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或经济压力，

以阻止这些国家行使根据本国自由意志决定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因为此类措施对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实现所

有人权造成了消极影响； 

 7. 表示严重关切不符合国际法和《宪章》的单方面胁迫措施使一些国家的

儿童境况受到不利影响，此类措施给国家间贸易关系制造障碍，有碍充分实现社

会和经济发展，有损受影响国家民众的福祉，尤其对妇女、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儿

童、老年人和残疾人造成后果； 

 8. 重申粮食和药物等必需品不应被用作政治胁迫的手段，而且人民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手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被剥夺； 

 9. 促请已提出此类措施的会员国遵守国际法原则、《宪章》、联合国和世界

会议的宣言和各项相关决议，履行本国作为国际人权文书缔约国应尽的义务和责

任，尽早废除此类措施； 

 10. 重申在这方面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利，人民可据此权利自由决定政治地位

并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11. 回顾根据大会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所载《关于

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大会第

3281(XXIX)号决议宣布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所载相关原则和规定，特

别是其中第三十二条，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

施来胁迫另一国家，使另一国家在行使主权权利时有所屈从，并从该国获取任何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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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反对所有引入单方面胁迫措施的企图，并敦促人权理事会在开展落实发

展权的工作中充分考虑到此类措施的消极影响，包括通过颁布并在域外适用不符

合国际法的国内法律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13.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履行与促进、落实和保护发展权利有关的

职责时，考虑到单方面胁迫措施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持续影响，并在其提交大会

的年度报告中将本决议作为优先重点； 

 14. 着重指出单方面胁迫措施是执行《发展权利宣言》
错误!未定义书签。 

的一大障

碍，并在这方面促请所有国家避免单方面实行经济胁迫措施以及在域外适用本国

法律，因为正如人权理事会发展权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所确认，这种做法

与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而且有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15. 确认 2003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

第一阶段通过的《原则宣言》17
 强烈敦促各国在建设信息社会过程中避免采取

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措施； 

 16. 重申关于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议题为“变革我们的

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果文件
18 第 30 段，其中强烈敦促各国不要颁

布和实行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阻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全面

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方面经济、金融或贸易措施； 

 17. 回顾人权理事会第 27/21 号决议
3 
决定任命一名单方面胁迫措施对

享受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并欢迎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方面所

做的工作； 

 18.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供一切必要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以便有效完成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并且请他们在履行其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职责

时对本决议给予应有注意和紧迫考虑； 

 19. 回顾人权理事会表示注意到其咨询委员会的研究进展报告，该报告就

评估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受人权所产生不利影响以及促进问责的机制提出

了建议；
19

 

 20. 表示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在 2015 年举行的第一次关于单方面胁迫措施与

人权问题的两年期小组讨论会有助于提高对单方面胁迫措施对于在目标国家和

非目标国家享有人权造成的消极影响的认识，并邀请理事会在即将举行的 2017

年第二次两年期小组讨论会上开展后续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 

 17 A/C.2/59/3，附件，第一章，A 节。 

 18 第 70/1 号决议。 

 19 A/HRC/28/74。 

http://undocs.org/ch/A/RES/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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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邀请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关注适用单方

面胁迫措施的消极影响，并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22. 重申支持人权理事会邀请理事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所有特

别报告员和现有专题机制在各自任务授权范围内适当注意单方面胁迫措施的消

极影响和后果； 

 23. 表示感兴趣地注意到单方面胁迫措施对享有人权的消极影响问题特别

报告员的报告
5 
所载提议，并请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的报告中

列入更多资料，说明在人权理事会讨论其提议的过程； 

 24. 重申人权理事会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组织一次研讨会，探

讨适用单方面胁迫措施对于对象国境内受影响民众享受人权的影响，尤其是对妇

女和儿童的社会经济影响； 

 25. 请特别报告员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单方面胁迫措施对充分享受人权

的消极影响，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26. 邀请各国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以便完成其任务，尤其包括就单

方面胁迫措施对充分享受人权的影响和消极后果提出评论和建议； 

 27.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题为“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项目中题为“人

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的分项下优先审议这个

问题。 

 

2016年 12月 19日 

第 65 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