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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注意到 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上 法律小组委员会议程项目 4(有关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以及地球静止轨道的
性质和利用的事项)工作组完成了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最后
文本 委员会赞同法律小组委员会的看法(A/AC.105/607 和 Corr.1 第 38 段) 即调查表
的目的应是征求委员会会员国对与航空航天物体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初步意见 委员会还
一致认为 对调查表的答复可为法律小组委员会决定其如何继续审议项目 4 提供一个基
委员会还赞同小组委员会的意见 认为应请委员会会员国对这些事项发表看法 1
2. 1995 年 8 月 21 日 秘书长向委员会全体会员国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 请各会
员国向秘书处就上述要求的情况提出报告 以便秘书处编写一份载有这些资料的报告提

础

交法律小组委员会
3.

1996 年 2 月 15 日前收到的会员国资料载于 A/AC.105/635 号文件中 1996 年 3

月 15 月前收到的资料载于 A/AC.105/635/Add.1 号文件中 1996 年 3 月 18 日前收到的
资料载于 A/AC.105/635/Add.2 号文件中
4.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上 同意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赞同的议
程项目 4 工作组的建议(A/AC.105/639 第 39 段) 即秘书处应鼓励希望提交对调查表的
答复的委员会会员国尽早这样做 2
作为对 1996 年 7 月 16 日秘书长发出的普通照会的答复

秘书处根据 1996 年
11 月 30 日前收到的会员国的资料编写了 A/AC.105/635/Add.3 号文件 1997 年 3 月 31
5.

日前收到的会员国的资料载于 A/AC.105/635/Add.4 号文件中
6. 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希望那些尚未提交答复的委员会会员国尽早提交
答复 并请那些已经提交答复的国家提供补充数据 3
7.

本文件是秘书处根据 1998 年 2 月 2 日前收到的会员国的资料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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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到的会员国的答复*
问题 1 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规定为既可在
外层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本身空气动力特性
外层空间中飞行又可
利用本身空气动力特性
在空气空间中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是的 以所提议的方式参照其客观特性来定义一空间物体将是可行的
然而 能够在空气空间中逗留一段时间的特性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标准 但应充分明
确地指出 这种物体在空气空间中逗留期间 受航空法而不是空间法的管束 特别是关
于空中过境和对地面上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的规定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我们不反对通过本问题中所提出的关于“航空航天物体的定义”
问题 2 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
是否应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而不同
是否应其位于空气
空间或外层空间而不同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根据现行国际立法 适用的管理制度确实有不同 空气空间受制于各国的主权 国
家制定管制空气空间中活动的条例 特别是关于空中运输和地面上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
赔偿责任的条例 而外层空间已被宣布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各国可以自由地加以使用
和探索 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主权要求 使用或占领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占为国家所有 就
象对月球和其他天体一样(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
)(也称为 外层空间条约 )

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在这方面 应当指出 哥伦比亚曾一再表示不同意这种制度 声称它对因其地理位
*

答复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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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应享有的那部分地球静止轨道拥有权力 哥伦比亚的 宪法 第 101 条就将其列作
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 可是 国际法关于外层空间因其利益的普遍性而被视为公共财产
的规定 已经在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书数月之后生效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发射到外层空间的航空航天物体 尽管在其飞往空间(外层空间)目的地的途中顺便
要经过空气空间 但它们仍然属于发射国 因此 适用于空气空间物体的是空间管理制
度 而不是航空航天物体顺便通过的空气空间所在国家的航空管理制度 但是 有关国
家应当保留它在发生危险或侵略时进行合法自卫的权利
问题 3 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 空气动力特性和
所采用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 是否对这些物体有特别的管理程序
或是否应对这类物体规定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是的 对所有空间物体采用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看来是可取的 但是 如果根据其
特性一空间物体象航空器 则在其逗留空气空间期间应考虑适用航空条例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考虑到空间物体 其特征和用途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为它们订立统一管理制
度方面的困难 我们认为应当为每一类空间物体制定一项具体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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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是否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空间中被视为航空器
在外层空间中被视为航天器 包括由此而产生的一切
法律后果 或对于航空航天器的飞行是否根据
其目的地而决定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根据前面一个答复 我们认为航空航天物体应当只有一个法律名称 受制于规
定适用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定 这特别是因为考虑到不可能确切地具体指定空气空间和外
层空间各自在何处开始和何处结束 这个问题使人们难以就界定航空航天物体时拟采用
的标准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因此 根据航空航天物体的轨迹所通过的空间的类型来确
定适用航空法还是空间法将会造成问题 因此 我们倾向于第二种选择 即根据其目的
地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适用这一个制度或那一个制度
考虑到种种因素 将一物体指定为外层空间中的航天器和空气空间中的航空器将是
不可行的 因为这种双重条件除了有其他弊端之外 还将会造成该物体既要作为空间物
体又要作为航空器加以登记
实际上我们赞成航空航天物体只应当有一个名称即空间物体 但在其逗留在空气空
间期间仍须受航空法有关规定的约束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依照我们对问题 2 的答复中所提出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重点应当是航空航天
物体的活动究竟是空气空间活动还是外层空间活动 因此 如果有关活动是外层空间活
动 则无论该空间物体是临时或顺便逗留在空气空间还是在外层空间 空间管理制度应
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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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 管理制度中是否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着陆阶段和
从外层空间轨道进入空气空间随后又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
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定的情况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我们不了解有任何具体的条例涉及空间物体的起飞和着陆或空间物体飞离空气空
间或重返空气空间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我们不认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事项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问题 6

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
其本国和国际航空法准则是否适用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任何物体 无论其名称如何 只要位于空气空间 航空法的规定就应对其适用 不
管该空气空间是否属于国家主权 除非根据前一项答复 商定了一项国际协定 规定适
用于一航空航天物体的立法应当根据该物体的目的地而为航空法或空间法 则这一协定
将对缔约国适用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适用 属于某一国家的航空航天物体当位于另一国的空气空间时 应对其适用本国
空气空间法或国际空气空间法的各项规定 然而 按照对问题 2 的答复 另一国家应当
保留它在发生危险或侵略时的合法自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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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是否有先例
是否存在关于这种飞行通过的国际习惯法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哥伦比亚在这方面没有先例 但是 在国际上 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 例如在阿根
廷 某一卫星残骸所有国在回收残骸时进行了合作 提出为该物体在地面造成的损害提
供付款和赔偿
关于法律
空间物体所造成的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仍开放供非签署国签署和批
准或加入 该公约除其他外还规定了空间物体在地面 对飞行中飞行器或其他空间物体
营救宇宙航行员 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
造成损害所负的赔偿责任 此外
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

也在管束这些事项
黎巴嫩
[原件 阿拉伯文]

在黎巴嫩没有发生过涉及本问题事项的事件
问题 8 关于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
是否有任何国家和(
是否有任何国家和(或)国际法律准则
哥伦比亚
[原件

西班牙文]

如果能够接受对位于空气空间的空间物体适用航空法规定 则哥伦比亚的 商法典
在其航空一节的第 1827 至 1840 条中载有特别关于对地面上的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规定
黎巴嫩
[原件
据我们所知 没有国家法规或国际法规处理这个问题
问题 9 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登记规则

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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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哥伦比亚
[原件
是的

西班牙文]

对航空航天物体应当同样适用关于登记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规则
黎巴嫩
[原件

我们主张对所有空间物体适用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阿拉伯文]
因为这将能

够保证识别空间物体及其来源并因而保证能确定由这些空间物体所产生的责任 并有助
于履行空间领域的国际义务
一般性答复
阿根廷
[原件

西班牙文]

在这方面 我们想指出 阿根廷共和国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之前已经
答复了调查表 该答复载于 A/AC.105/635/Add.4 号文件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澄清或增补
要做
我们相信法律小组委员会将能在其下一届会议上适当审议这些问题
印度尼西亚
[原件 英文]
如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上一届会议上提出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关于外层空间
的定义和定界这一重要事项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即各国应当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
需要的情况下 力求在拟定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时采取适当的做法
印度尼西亚政府注意到委员会前几届会议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
题的调查表的讨论情况 委员会试图探索解决外层空间定义和定界方式的可能性 然而
在就调查表提出详细的看法之前

印度尼西亚需要就下列事项获得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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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调查表的讨论其目的是否是要为航空航天物体确定一个特殊的管理制度
(b) 对调查表的讨论是否将导致从委员会的议程中删除外层空间定义和定界这一
问题
(c) 如果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该特殊管理制度是否能解决外层空间的
定义和定界问题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

英文]

联合王国政府承认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以及审议航空航天物体这一领域法律问题在
今后可能产生的影响 但它遗憾地通知秘书长 无论是联合王国还是欧洲都仍在对该调
查表进行积极的讨论 这一事项将继续受到密切的注意 对调查表的答复一经商定后将
在适当时候提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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