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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二委员会应墨西哥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六七三次会议上

的建议作出的决定，秘书长在此散发一件提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资料

汇编.. A 节载有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和第三十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提到该宪

章的发言部分.. B 节是联合国各决议和文件中提到该宪章部分的汇编，将作为本

文件增编印发.

A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和第三十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提到《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的发言

当世界经济的复杂性着重指出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时候，任何人都已不再可

能把他自已选择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 一个集团的发展先须获得他方的合作和团结，

而另一个集团寻求的经济成长却要求作能够公平照顾三分之二人类的利益的结构改

革.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章》本质上便是建立在这种政治真理上，因此是国际经济谈判的最好的参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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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大会主席，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A/Pv. 2326，第 6 页)

现在，工业国家必须作出它们的选择，明确地表示实实际际地参加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政治意志.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以及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确定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体制和目标. 这

些文件宣布了经过全面、民主辩论得出的原则，指出将来遵循的道路，它们差不多得

到国际社会一致的支持. 它们的基本启示是对话精神，如果要实际执行 J 必须要

有所有会员国的诚恳支持.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大会主席，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 A/P V. 2326， 第 8 页〕

指定一九六0年代为第一个发展十年、一九六四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

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是我们必须在本届会议继续前进的重要踏脚石.对

这些大事加以分析就显示出国际共同责任和互相依赖的概念的逐步演进，从一种相当

抽象的想法变成今日普遍承认的实际需要.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秘书长，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A/Pv. 2326，第 16页)

虽然对发达国家来说，要它们如此地改变它们的特权，以至于实际上不再构成特

权，可能是最困难的事，但是它们应该象别国一样热衷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使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成为事实，从而保证每一个国家

都能在持久的基础上获益.这是一件巨大的事业;它应该成为对后世子孙的一个启示，

并应鼓励每一个人s 尽其本份，来确保一个能使人类达到真正完美境界的世界得以产

生.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委内瑞拉，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 A/PV. 2327，英文本

第 91 至 9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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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和第二十九届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章，使整个发展程序增加了新幅度，在各项问题上加上了新的紧急性。 本届特

别会议是给予国际社会调整其优先次序的又一个机会。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挪威，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A/P V. 2328，英文本第

41页〕

我已经说过我国政府对本届特别会议的希望是我们能在国际发展十年的中点，

达到一个转挨点. 在对各项原则宣言、战略、行动计划和宪章作出决定之后，必

须采取具体步骤，把这些决定综合实行，以建立一个更有正义、更有组织的世界。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挪威，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A / PV. 2328, 英文本

第 49至 50 页)

阿根廷认为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是加强与巩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的一个

里程碑，它的基础在于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与行动纲领，也就在于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章.

我们深信，一个新时代的来到是不再有疑问的事实. 这个新时代意味着各国

经济关系结构上的实质改变事情的必然性已取代了对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口头辩

论.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阿根廷，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A / PV. 2329，第

2 页〕

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后来加上的各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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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义务宪章，事实上提供了指导原则，在平等和全体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

国际经济秩序所必需的改变应该有所启示.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毛里塔尼亚，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A/ PV. 2330, 

英文本第 11 页)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以及大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于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联合国文件重申了和平共存的原则，在社会经济进

展和加强国际和平安全之间及裁军和发展之间建立了一个适当和必要的关系，和所

有国家促进全面彻底裁军的职责;重申贸易方面的最惠国原则，反对在经济关系中

实行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别待遇. 这些联合国的正

式文件也谴责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本届大会的任务，以及联合国在经济领域的今后活动，都是要实际执行这些基

本文件，首先是执行关于进行必要的和前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导致工业化、前

进的农业改革和消除单一文化制度等等规定.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苏联，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A / PV. 2330，英文本

第 28 页)

因此，苏联准备一本建设性的精神与大家一起切实执行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

会议的决定、《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后来的"七十七国集团"提案中所提

出的进步观念和各项提案. 我们希望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也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作出相当的贡献.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苏联，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A/PV. 2330，英文本

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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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的努力和计划相比较，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

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各项决定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不啻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最

彻底和最实际的概念，因为它们反映了发展的长期需要，以及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

愿望;不过还有些国家没有接受这个概念，因为它们认为这个概念对它们牺牲其它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享有的特权有所非难.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南斯拉夫，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 A/PV. 2330 ，英

文本第 63 至 65页)

真正的相互依赖是不自私的、质朴的、无限制的、甚至不以国际大家庭内一个

扩大的小集团为限. 反而，承认相互依赖意味着要发动相互的合作。 真正的相

互依赖并不是象从国际发展战略，或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所

承继下来的那样一大套没有去发动执行的倡议. 它不仅仅是宣布许多不受尊重的

权利和不被遵守的义务二 相反的，真正的相互依赖是富有创造性的同盟行动的纯洁

成果，它将能履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十五个基本要素之一一一发展的国际

合作.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 B 利比里亚，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 A/PV. 2331 ， 英

文本第 3 至 5 页〕

我们认为帮助我们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指导方针已经在大会第六届特

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大会上届常会所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章之中拟定出来。

(大会 s 第七届特别会议，民主也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J A/PVo 2331，英

文本第 17 至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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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最近通过的一些基本文件，特别是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

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列举发展中国家的愿望.瑞典已宣布接受这些文件。

我们认为这些文件是我们将来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些文件的执行将会是费时长久

而又困难的政治程序. 谈判需要在许多国际会议上举行. 但是要走向一个新的

和较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现在是必需采取开始几步的时候了.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瑞典，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A/ PV. 233 1，英文本

第 31页〕

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该以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

乌干达在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上所强烈支持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基础. 这

两个文件着重地指出我们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和我们选择我们的经济发展道路

的权利.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乌干达，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 A/PVo 2331，英文本

第 77 至 80 页)

那次会议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打下的基础，由于在你

活力充沛地主持下的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而更为加强.

关于这一点，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绝大多数国家一-即使不是全部一一由于同意

限制在本届会议上讨论的问题的数目，因此选择了效率和实际，又因为我们所将讨

论的问题完全是在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章的规定范围之内，所以也没有忽略取得一个更公平的经济秩序的共同愿望.

当然这些文件并不是以所希望的全体一致票通过的. 但是，它们的整个内容

反映了我们组织内极大数目的会员国的关切和希望，因此，它们具有一种特别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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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低估这个重要性或忽略它，将对各国间和国家集团间的经济关系有很大危险。

我所以说危险是因为这些文件中所载列的合理主张已是低到不能再低，没有它们，

则我们希望会成为过去的那些经济上的的不公正现象可能延长下去，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扩大从而导致激烈的变动就象国际社会在最近几年里所眼见

的那样.

我们虽然由于实际和现实的理由对本届会议提出的问题数目作了限制，但是这

个事实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我们一方面有必要对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采取综合的

办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努力中所必须有的连续性. 这些正是我们所举

出的文件的基本特征，也是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这，

个在五年前通过的战略，一旦被执行并适应了新的国际情况以后，将能保存它的充

分价值.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突尼斯，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才PV.2332，英文本

第 2 至 3 页〕

在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期间且和在有关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讨论中，不

结盟国家在一系列连续而不同的谈判过程中能够采取共同的立场并保持它们的团结.

尽管一些先进国家对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载的许多原则和规

定表示了保留 s 尽管一些国家投票反对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但对载于这份历

史性文件中的原则的承认已在全世界各地不断地普遍起来，不论这是在一些发达国

家的政府一级，或是在文化与学术双方面的社会机构和会社一级，这可以由在许许

多多工业国家里所展开的支持新的经济秩序的连续不断的讨论上看出来.

因此，我国代表团再度坚持必须执行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

会议中所作的决定，这些决定已在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p

达喀尔会议，及上周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中一再重申过了. 这些决

定是与加速改革世界贸易和货币制度的需要有关的同时首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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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使它们国家的代表能与先进国家的代表在平等的立场上参与一切谈判.

(犬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埃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四目， A/PV. 2332，英文本

第 21 和 23页〕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订明了消除发展的政治障碍的需要，其中包括占

领、外国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订明了消除这种

障碍是一切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应以个别和集体的行动求其实现。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埃及，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 /p v. 2332，英文本第
31 页〕

因此我们完全支持从新的、公正的关于国际分工的方法和概念来代替它们，从

而取消全世界性的不均衡现象. 我们积极地参与关于人口、粮食、工业及其它对

国际社会有重要性的问题的多边谈判. 波兰已准备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及联合国系统内为改革国际经济关系所作的其他决定的执

行，作出贡献. 我们以兴趣和同情接受了七十七国集团的立场文件及最近在利马

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结果. 载在这些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对促进和平

与国际安全，对促进全球的经济合作和发展，都能作出贡献.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 9 波兰，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pV. 2332，英文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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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完全依照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定下的原刷进行扎伊尔化，这是"对于

以武力造成的、使得一个国家失去其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手段的不正义情况的一

种补救" (大会第 3281(XXIX) 号决议人

根据联合国制订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规定，我们坚信条件较差国家对

自己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是健全和积极的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

这个主权使得条件较差国家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并根据新的国际

程序，给予外国投资者所有应得的保证，因此有下列好处: (1) 使商品生产固和消

费国进行和谐的经常的协商;但) 根据稳定价格的原则，为前品建立一个适当的定

价机构j (3) 建立缓冲储货.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扎伊尔，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Pv. 2332 ，英文
本第 56 ， 59-60 页〕

还应当指出，自从七十年代这个十年开始以来，联合国已经完成大量的概念工

作，边过了《国际发展战略人《定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人

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我国曾对其起草工作贡献过全部力量. 虽然

这三个文件是以共同意见(伴随着若干发达国家万面的看起来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保

留态度)通过的，但可以说，这三个文件是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所应当建筑于其上

的基础.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摩洛哥，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Pv. 2333 ，英文
本第 4 2 页〕

其实，占-t!tJ在面积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只利用其自然资源的潜力的一部

分于生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际上能够放出大量资源去从事发展，只要它们具

有真诚的政治意愿并实行经济合作就行.

坑足这样，那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序言中所作的下述宣告就是特别

有忘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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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宪章的基本宗旨之一是在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如何，

一律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建立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Q " (大会第 3281(XX工X) 号决议，第 2 页)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摩洛哥，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J/EV.2333 ，英文

本第 4 7 页〕

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立场文件并不是，事实上也不应该是满篇的控

诉和互相指贵，而是一份认真而且很有根据的文件，其中提出的六章，都是建立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最迫切需要的，也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行办法. 稍后我们要

指出，这份文件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比较，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我们按照七十七国集团的文件，提出以下各点意见. 夫于七十七国集团文件

中合理提倡的国际贸易和同品综合方案，必须想出新的行动办法和准则，使发展中

国家能够更充分实际参与确定它们的问品的消费价格.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墨西哥，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PV. 2334 ，英文

本第 4 页〕

我们发言开始时就说过，我们发现七十七国集团的立场文件和《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幸》有一些相似的地万. 我们应该将该《元幸》视为支配国际经济关系

的总克法;它确已包括了国际贸易的原则(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

和第二十八条) j 转让真实资源，为发展筹供资金以及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第十条、

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 ;科学和技术(第九条和第十二条)j 工业化(第十一条)j

粮食与农业(第四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九条) Q 

我们认为，联合国第六届特剔会议所获得的成果和第二f九届常会所核可的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元幸》都为目前极为必要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打下了基础.

如联合国秘书长在他最近夫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书导言中正确地说过的，我引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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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一九七四年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细:领》

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目的就在于以公平和正义的广泛原则为基

础，建立多边合作的结构. 我们固然必须认清要圆满达成这个目标有极大的

困难;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所经历的过程是正确的. 它引导世芥各国到达一

个地步，在历史上首次甚至可以对这些广大的、合程的目标加以考虑."

( A/l 000 1/ A d d. 1 ，第 6 页) 0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墨西哥，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A/P V. 2334 ，英文

本第 12-15 页〕

既然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一无疑是创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奉本文件，本届大会特别会议就应该向我们证实我们已经完全发动了新的全球性的

战略. 我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 <<宪芋》在国际上的地位同宪法在国家管辖范

间内的地位是类似的，因为如要使这两者能够执行，都必须有一套规则才行.

我们认为，各机构和国际组织已经开始执行《宪幸》了. 在某些情况下，已

经发展出了某些如则;在另外的情孔下，也在就这种鼠则进行谈判. 我们在政治

万面也采用了最豆袅的构想.

我还主是法示，我国坚决认为，才安且当方向进行的谈判可以对《克车》原则，包

括被均每为引起争辩的部则，应该如何运用的问题，达成我们所袅的一般性的协议.

不过，虽然我们一再表示过和解及了解的指神，同时事实上按照《宪幸》第二

十四条，即将召开的大会第三宁届会议应该有系统地审议《宪幸》执行信况，包括

所驭得的进展和可能成为必袅的改进柑桔补，然而我们的协商指神还是不容许我们

接受如同我国总统说过的一个站不住的宪章或一项软弱无力的讼律.

我们要重复的是，我们认为《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完幸》是使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农亿元主式和实质的最恰当的工具;我们在结束我们发言之前，要提出于列各项具

俗的六议也提议，我们希望这次第七届特别会议能够加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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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墨西哥，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νPV.2334 ，英文

本第 12-15 ， 16 页〕

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当前的这种情况，因此同心协力，提倡一个基于平等和

公平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自从一九七三年九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最

高级会议以来，我们已经采取重要步骤未建立这个新的经济秩序. 联合国大会第

六届特别会议期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通过，联合国大

会第二十九届常会期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通过，以及在达喀尔会议和

最近在利马通过的各项决议，在发展中国家为它们的经济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中，都

构成主要的里程碑. 可是，这不应当使我们忘记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还是漫长的、

艰险的、崎岖的.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 E 柬埔寨，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A/PV.2335 ，英文

本第 8-10 页〕

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苹》的各项基本原则变成现实.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奥地利，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A/PV. 2335 ，英文

本第 48-50 页〕

大会的审议是为了'使新的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能够见

诸实行.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A/ 

PV. 2335 ，英文本第 52-55 页〕

《是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草》的历史性决定为改变当前不平等的制度提供了奉本方针.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不丹，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Þy只PV.2336 ， 英文本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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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的处理和最终解决是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加强分不开的. 备国主运立

经济、科学和技术关系时应考虑到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这一万面，忽意志民主共

和国同亚洲、美洲和拉丁美洲已获民族解放的国家当然是 25见一致的， 大会第二

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备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为这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各国主权、平等权利、互不干涉、放弃使用武力和互利的原则来发展这些

关系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的. 正是因为有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

的国家存在和演变，它们之间才需要建立真正平等和互利的经济关系. 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幸的通过是朝向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 把这个完幸付诸实践是

一个怠迫的任务.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焦志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A/PV.2336 ，

英文本第 6-7 页〕

这个信ðt很清楚地表切:如呆要在瓶少踌国公司的权力和影响万面以及在制止

陈国公司自'::1政治和经济活动方面获得任何成功，多半要靠迅速执行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各项决议和载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完车》的各项准则.

1~~~:志民主共和函，家它的所有社会主义且国一样，一直根据那些体现在第一六

届如刻会议的各驮决议和《备国经济权利和义分完芋》的各取进步}Jf!. Y{Ù ，来发展它

j司发辰中画家的夫系。

1i~~ ;~:志民主共和国不 t;;白白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万面发展双

边夫系;并且同联合国m~行主运设性的合作" 它这样做也就耳目助了第六届特别会议

的仨-项决议和《谷国经济权利和义分542在》的实施.

为了把第只届特别会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纪年》的公布进步J忌则变成实

l';-j'~ ~J ~:/范文不缺少设怡和计划的a 为了兴现这个目标，大会各主信机构斋主是位各种

二IJ 敦白''1 >Í:i乍工作。~~己疑的，这次自叫起-刻会议将近一步影响国际经济夫系的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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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A!PV. 2336 , 

英文本第 12 ， 16 和 21 页〕

经济发展和合作的问题在旧的经济结构和现存的谷种金融机构的体制内是不可

能获得解决的. 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方式和万、法. 新的原则，例如第六届特别会

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各项文件中所载的

那些原则都必须加以实施. 因此各国在这次会议里对这些原则的执行表示它们的

政治意愿和团结一致才显得特别重要.

(大会第七届特剔会议，保加利亚，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A/EV.23362 英

文本第 29-30 页〕

哥斯达黎加觉得有义务执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原则。 作为第三

世界国家，我们对七十七国集团拟订的工作文件中的各项提议表示支持。 我国代

表团相信，这些文件表达了争取具有公正的国际关系的世界的那些国家的共同观点。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哥j他黎加，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A/pV. 2337, 

英文本，第 8 一 1 0 页)

第六届特剔会议通封的《建立听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包含了

解决世界经济困境的最低限度因素。 稍后，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以通过《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究成了该项工作。

我刚才提到的那三个文件代表本组织一次有诚意的行动。 实际上，自从本组

织成立以来，我们这个大家庭还是第一次都么认真地处理发展不足这个现存的棘手

问题，并且尝试以现实而又不自满的精神去加以解决。

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智慧的精神终于获待了胜利。 今后， <<宣言》

、《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将是本组织的一都分资产。 当体

制已经楚:立起来并且为大家所按受之后，本组织各成员国就应该认真地去执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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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责任去实现这些文件的内容，避免摘任何无结果的为立，坚决地去走坦率、诚

恳合作的道路，并充分考虑到贫穷国家(我国就是其中一个)一直到现在的不公平
的地位。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达荷美，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A/pV. 2337， 英文

本第 12一-15， 16页〕

当我们建立旨在纠正过去不公正的情况的新结构时，我们必须谨慎，以贷制造

新的不公。~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二

十五条都要求我们采取各种有利于最不发达的、内陆的和岛峙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别

措施，帮助它们究服其特殊困难，从而对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在为

新的秩序建立结构和制作方案时，我们必须经常地顾到这些考虑。

发展中国家的处理方法趋向于强调一一而这是很正确的一-各国对其自然资源

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以及保证这些资源有一个公平而稳定的价格的需要。 我国

代表团穿全赞同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非t 由发展中世界反映在七十七国集团所拟订

的立场文件里。 n 我们认为这个文件的每一个主要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马耳仰， -jr_七五年九月五日， A/pV. 2337，英文

本第 4 7 页)

压j 际贸易的障碍，诸如保护的措施、倾销和其他限制等等再也救不了其创始者，

其实，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赖的原则，贫穷的大海里是不可

能存在一个富饶的小岛的。 能源危机和原料危机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这

个世纪所迫切黯要的是在抵们的社会经济制度里不仅晏来一次改变，而且确实需要

来一次革命。 这正是我们首先在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

领》里已经接受过的，而且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二T九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所规定的义务。

因此，在这次如七届特别会议知问板们所斋晏做的是执行这些主大的决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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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决定才能把这个世界从威胁着它的混乱中强救出来。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马里，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 A/pV. 2338，英文本

第 1 8 页)

在联合国的体制里，许多重要的文件已经被拟订出来，并且获得通过，促请消

除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新殖民主义和歧视的各种表现。

毫无疑问，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所

阐明的进步原则应成为当前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作各项块定的基础。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乌宽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

A/pV.2338， 英文本第 43-45 页)

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巴在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里面具体地表现出来。 一般地说，这些决

定已经成为我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与承诺的要素。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阿富汗，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 A/pV. 2338，英文

本第 5 8 页)

应当尽一切努力去寻求对话，以便有效地执行《行动纲领》与《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 但是，也应当非常清楚地说明，会员国所采取的与《行动纲领》

和《宪章》所设想的答项原则和措施相违背的任何政策，都将违反新的国际秩序的

精神和实质。

(大会第七届特知会议，阿富汗，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 A/p V. 2338，英文

本第 59一60 页)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应当成为资本主义垄断的剥削对象。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

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应当集中注意力去执行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各项进步的标准

和原则;这些标准和原则都包含在一九六四年第一届贸发会议所核准的国际贸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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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贸易政策的各项原则里，也包含在《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元幸》和联合国友其

机构所通过的其他进步的决定里.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八

日， A.刀 V. 2339 ，夹文本第 7 1 页〕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改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的最直要前提之一是

根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所载的各项新

的民主原则，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加以根本

的改造.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蒙古，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Pv. 2340 ，英文本
第 6 页〕

联合国大会的这些室主号文件体现了下列那些函际关系的奉本脉则:主权平等、

互不干涉内政、互不歧视、各国以平等身分参与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各国有权自

行选择他们的政浅经济制度、有权对自己的自然资源自由地，行使主权等等.

在国代表团深信，只有在当代的国际夫系中实际地执行这些原则，才能为各国

是立头正平等和互利的合作创造条件. 我曾提及的《宣言》和《宪幸》其各项基

本准则和屎则是进一步段进国际经济夫系的主」个系统的指施和制定大会这一届特别

会议的谷现沃定的必虽是先沃示件， 1副时也应为上述这些提供合法的奉础.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蒙古，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Pv. 2340 ，夹文本

第 7 页〕

虽然过去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所作的努力已经产生确实的成果，例如

"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最后还

有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边过的各项决议，其中订立了一个奉于各国问公平和主权平

等的新的国际上经济秩序，从而导致国家间差距的1B2结和不公平现象的消除，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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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国家缺乏政治;意愿，使得许多这些决议都没有能够获得实施崎

A/PV.2340，英文(犬合第七届特别在议，科威特，一为七11年六月八日，

本F 第 1 7 页〕

因此，科威特呼吁所有工业化国家收回他们对构成"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战略、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8J;í谷项决议的保留，因为达是

建立一切犬小贫富国家，不问经济和社存发展的差异，也不问给济和社合制度如何p

都从事建设性合作的一个新经济制皮的唯一途径。

科威特特别重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完芋》的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规定:

所有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个剧地，和集佐地采驭行动，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种

族歧视、新殖民主义与一切均式的外国伎略、占领和统治，以友其经济和社会后呆，

作为友层的先决条件. 该条款祉认为实施胁迫政策和措施的国家，对于受到影响

的问家、勺i土和民乐负有经济上的竞任，必须补救和充分赔偿这些国家、做土和民

jjEbvzl 且 jts资源和一切其他资源所挝爱的剥削、消耗和识害.

〔大会结七届KE刻会议，科威特，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PV.2340 ，兴文

本，第 28 ， 29→30 页〕

主J]代泛 tiii 认为公立一个坊的且i 际经济我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

扣义分;二年、达喀尔豆'言柏行动纲领以求在阿尔及尔和利马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的各

勘以朱主:)足足立一个玩的国际经济袄序的奉本因素.

〔大会给七届今=刻会议，喀交 i兰联合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PV.23帕，

兴文本，结 3 8 页〕

毛1]萄牙在任何场合呈却已经豆·申过它运守关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议序宣言和行

75jj丸吃ßL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完芋J1Jr机定的谷驭屎则. 我们想再次表明我们愿

;专:尽一切办讼为是立在公司气平等主权和相互依赖的奉础上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而

贡献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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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葡萄牙，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J/PV.2340 ，英文

本，第 53-55 页〕

一年前，正是在这个论坛里拟订了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的宣言和执行这个宣

言的行动纲领. 这两个文件是在第六届特别会议里通过的. 随后，联合国大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又颁布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这样就为拆除已经被证明是

不健全的旧结构提供了一套扼要的任务规定，以便建立一个更能满足贫穷和处于不

利地位的国家的需求和希望的崭新制度.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圭亚那，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J/EV.2340 ，英文

本，第 6 1 页〕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寻求各种方法，去执行一九七四年四月第六届特别

会议边过的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伏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大会第二十八届常会

在一九七三年于二月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克车.

一个星期来，许多代表在八月份的大会呈已经详细地论述了现存的国际经济制

反明显失败的症结所在，以期实现符合世界各民族问的公平正义原则的全球性发展.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索马里，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ρv.2341 ，英文

本，第 3 6 页〕

这样的一种改造已因下列事实而加强:有一批资本主义和工业国家已经加入了

我们的阵营，承认了合作的必要性，以flf.)从第二世界人民的内在潜力里取得好处，

并且接受第二世界国家的晏求，给予他们其正的支持. 这些要求在第六届特别会

议的各项结朵里，在行动纲领、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竿里都非常活楚地显示出来.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也门，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 A.刀v. 2341 ，英文本，

第 7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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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的发展，要改变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晏求也加强了. 这些发展

突出地显示了制，度的内在不公和不健全. 第六届特别会议边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以及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宠幸都为是立新的农月二提供了

架构. 这标志着把国家间的经济夫系加以完全改组是很有必要的.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孟加拉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A.刀 V. 2342 ，英

文本，第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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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届大会中所进行的对话是继续性的2 而且由来已久，我希望也有它的

前途. 我们讨论的范围，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去年第二十九届常会所赞可的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里已明确的

指出. 宣言和宪章扼要地开列了目的在改善各国收入分配和经济机会的新"全球

契约"的一般原则。 要达成这个目的，就要通过主要和根本机构的改革，连同在

资源转让、国际贸易、工业化、农业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等领域内作出一个综合、

相互有关的适度方案，来矫正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着的经济不平衡现

象。

尽管某些国家对宣言和宪章表示保留，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认为这些文件

为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提供了健全的准则。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巴基斯坦，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A/'PV. 2342, 

英文本，第 21 页。)

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这届会议是第六届特别会议有系统的延长，并相信所要

通过的各项决议必须基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的规定。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匈牙利，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A/PV. 2342，英

文本第 46 页。)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过分简单地，不现实地把世界各国归入两种类型，而应以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基础，订立一去可以灵活运用的多种国家类型表，要能

够在情况改变时加以修改，并且符合客观标准和已有资料，只有这样才能适用我刚

才提到的而且是我们认为公正的，现实的和有效的国际发展合作不可少的标准。

(大会，第七届怜别会议，西班牙，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A/pv. 2342，英

文本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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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第二十九届常会通过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就是各国经济

权利和\>t~宪章。 现在又过了十六月以上，对目前世界经济趋势和情况予以分
析和评价的结果更证实了全世界必须承认一切国家相互依存的事实。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泰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 A/J:飞 2343 ，

英文本第 6 页。〕

请让我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和欢迎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

议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文件予以通过的事实。 这个文件

使得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有了新的特征。 它的执行对目前世界经济状况的改善将有

决定性的贡献。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九月九同/A/J:飞 2343

英文本第 51 至 52 页。〕

请让我进一步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策划，对稳定发展和未来远景都

提供了保障。可是，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掷二十条是否会获得尊重和履行以及在

商业合同里我们是否会获得"不次于经常给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条件"，则

要由我们的伙伴负责。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A/'p飞 2343

英文本第 57 页。)

发展中国家与日俱培的愿望已经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完幸和关于工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中反映出来。 这些宣言是要

工业化国家记得它们在协助缩小贫富羞距方面的责任。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3 新加坡，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A/J? Vo 2344，英

文本第 28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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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我们达成协议解决办法的努力应该根据下列

三项文件: 第一是联合国宪章;第二是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第 3201 (S-

V工)号和第 3202(S-VI) 号决议内所载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第二是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第 3281( XX 工 X)号决议内所载的各国经济权利和

义务宪章‘ 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工作文件被认为是本届会议所设立的特设委员会

所收到各项文件中的基本讨论文件，这一工作文件，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根据我刚

才提到的三件文书的原则.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它

完全支持该项文件，并要求采纳其中所设想的计划和程序.

最后，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在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所载

的各项基本原则中得到肯定. 该宪章规定了下列的原则: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和政治独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一切民族实行自决和对于以武力造成的，使得

一个国家失去其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手段的不正义情况，应予补救.

该宪章第十六条又说:

"所有国家有义务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行动，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

种族歧视，新殖民主义与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和统治，以及其经济和社

会后朵，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

(大会第 3281(XX工X) 号决议)

该宪章认为实施这种胁迫政策的国家对于受到这种政策影响的国家肋领土和民

族负有经济上的责任，必须补救和充分赔偿它们所造成的损辛辛. 该宪章同一条规

定，任何国家没有权利促进或鼓励足以妨碍被武力占领的领土获得解放的投资.

若干国家，特别是美国，违反联合国的所有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国家问友好

关系的屎则、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关于是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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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种族主义以色列政权提供大量最新式、杀伤力最大的武棒和无数美元，使该政权

能够继续冥顽不灵和进行侵略，并鼓励它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继续违犯所

有国际宪章和公约的原则.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A/ 

P飞之 345，英文本第 27， 34 至 35，和 36 页) ) 

比较弱小的国家克服了政治上的困难，成功地把它们的愿董在第六届特别会议

通过的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表达出来. 尽管这些文件极有价

值，它们仍然是意向的申明，对于认可这些文件的国家并不含有特殊承诺.

我现在要谈到国际贸易. 国际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已经为基本商品贸易方面的国际合作定出了标准并且

作出了建议.

〔大会，集七届特别会议，哥伦比亚，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ι/FY. 2345, 

英文本，第 46 和 52 页) ) 

芬兰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政策已在我们安成通过第六届特剔会议的各项决议，不

附任何具体保留，以及我们投票赞成各国经济和权利义务宪章上面表现出来.

改善进入市场的机会和货品能否获得有紧密的关东. 我要着重指出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幸兔六条的重要意义，它说:"所有国家同有义务促进一切在稳定、

有利和公平的价格上交易的商品的正常流动和进出，从而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公平发

辰……..气(大会第 3281 (XX 工X) 号决议人

(大会s 第七届特别会议，芬兰，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J A/PY. 2346 ，英文

本第 2 和 6 页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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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一位发展中国家元首倡议举行的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结呆有各种不同

的判断，但是无疑地，我们最高国际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为它所追求的这种目

的召开这个会议，其本身已是国际合作，从事世界发展原则的一个胜利. 关于这

一点，尽管有极大意见上的差别，但对于大会第 3201(S-VI) 号决议所通过的宣

言的重要性却没有异议，这宣言被目为世界所知的第一个"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宣

言'\ 对大会同时通过的第 3202(S-VZ) 号决议所载的行动纲领的极大实际价

值也没有异议，这行动纲领是支持宣言并为其执行拟定了措施.

我们希望，一旦工业化国家恢复了它们的正义感，并深信对能源，原料和发展

等等问题需要同等注意时，双方的对话就会重新开始. 我们还希望，这对话能协

助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工业化国家能根据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的大会决议，真有诚意进行对话的话.

从大会要求召开这届特别会议的第 3172(XXV工工工)号决议里看出，我们负有

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法和特殊承诺的责任，以便继续努力，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调节全球发展方面合作的工具，使上述历史性文件所载的奉本原则能切实实行-这

就是大会通过的第 3201(S一V工)和 3202(S-V工)号决议所载的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叙，以及大会通过的第 3281(XXIX) 号决议所载的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卡塔尔，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 Þý'Pv.. 2346， 英

文本，第 16 ， 18 和 26 页).. ) 

为了促进本着新的精神和根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内的观念所构想的合作，

我们应计划给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个范国和结构，使它在其识权范国内充分负起

作为决策机构的各种任务.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马达加斯加，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A/Pv. 2346 

英文本第 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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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说得很多了. 这难道不是我们必须困结一致的

最好证据吗? 不管一个国家是否接受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在已建立的经济秩

序上所负的责任并不减少，并必须阻止或纠正在财富分配上出现的任何极大的不均衡.

它必须调整它的贸易顺差或采用援助政策，以便重新分配它的资源，和重新建立均衡.

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在世界经济均衡方面都担有责任.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老挝，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A/P飞 2347，第

1 1 页)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是当今国际关系上具有真正历史重要性的文件，它开始

生效已有九个月了. 但是，在各国依然存在的不公平的国际分工里，还不能看出任

何变动的迹象. 最近的经济指标也没有显示已开始认真应用可以导致世界收入分配

的改善和促成繁荣机会的措施.

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基本商品，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只有

采用消除影响发展中国家输出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有效措施才能增进. 建立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里，都适度地注意了这个问起.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尼瓜多尔，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A/P飞 2347

英文本第 26 和 33页) ) 

你有特殊的荣幸，领导了这个世界论坛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先幸，你的大名

将在史册中留传下去. 在目前历史关头，如呆我们能将大会第六届特剔会议认可的

是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内考虑的各项复杂问起，用具体而且肯定的准则归

纳起来，那就更加重要了.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玻利维亚，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J (A/P飞 2347，

英文本第 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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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地应付这个危机，我们必须提出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以

替代目前杂乱的经济制度.

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以后通过的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这种经济秩序提供了协商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

请本届大会特别会议注意，在圭亚那举行的英联邦财政部长会议所作的重要决定，及

其所认可的英联邦专家小组中期报告(A/ A C. 1 76/5 ) J 其中有许多促进公正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建议. 这些建议的通过将有助于实现我们所接受的目标.

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决心已促使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所

接受.

塞浦路斯政府高兴地注意到，本届特别联大和特设委员会进行的历史性讨论，

具有认真积极的气氛，而且，对于这新的史无前例的情况，共同寻求妥善措施的迹

象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相信，现在需要的是:对一切国家间的相互权利，义务和

责任有明确规定的目标和原则，来进行富于构想的，革新的规划. 去年的常会和

特别会议通过的文件内已载有这些原则，权利和义务，我国政府坚定地赞可这些新

文书.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塞浦路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J (A/P飞 2348

英文本第 1 6 J 1 8 至 20 和 2 1 页) ) 

多米尼加共和国希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久就成为有生命的和继纹成长的现实，

它相信这不是幻想. 我们有真实程由支持这个希望.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

根据已经存在，那就是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s 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J (A/ 

E飞 2348 J 英文本第 4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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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来，第二世界和超级大国之间，对于究竟是维护还是反对第六届|特别联大

《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基本原则、究竟是改造

还是保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 E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中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A/'p飞 2349，第 8

页) ) 

我们认为，这个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的一些正义

主张和合理要求。 文件正确指出: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

及《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

〔犬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中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A/'p飞 2349 ，第

8 页) ) 

第七届特别会议已令人信服地证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虽还处于新生价段，但它

远非只是一个教条上的论点或夸饰的形象。 相反地，它已经并将日益构成各国经济

关系赖以运转的枢轴。 依我看来，我们的工作似已充分证明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

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第二十九届常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车》都远非引起破坏或混乱的因素。

相反地，正如构成所谓七十七国集团的一百个发展中国家在会议开始时就主张的

那样 J <<宣言人《行动纲领》和《宪章》都是平衡的文书，执行这些文书将是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法利益的最佳保证。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墨西哥，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A/'P飞 2349，第

17 页) ) 

这样我们就结束我们的工作了。 我们所达成的决定，将使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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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进步思想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记入史册。 这些决定表达了我们对执行第六届

特别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第二十九届常会所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

义务宪章》的更加坚定的决心。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大会主席，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A/'F飞 2349

第 23 页) ) 

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本届会议的讨论和最后文件都强 F

调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重要意义

《宣言》和《宪章》确定了和平共存的原则;建立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同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之间的明白依存关系;并包括应该作为国际经济关系基础的一些进步原则。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s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A/' 

PV. 2349，第 1 1 页) ) 

第七届特别大会的演展和所取得的成果确认了确保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

执行联合国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规定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所载原则的需要. 各位都知道，这也证实了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和平共处原则

重申各国负有设法对有效国际管制下全面彻底裁军作出贡献的义务、重申裁军和经济

发展之间的联系、在贸易中适用最惠国地位和非歧视原则、平等互利、各国对其自然

资源的权利和其他进步原则的需要.

〔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苏联，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A/'F飞 2349，第

15 页) )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先生建议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就在那时联合国通过了是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并着手进行各项

改革，这些改革会使它成为比旧金山开会以来三十年期间所负担的任务相同或更大的

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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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委内瑞拉，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 A/P飞 2350，

英文本s 第 1 2 页) ) 

在富有的国家方面，它们今天似乎认识到为了维持本身的和平，决不能再拒绝

它们处于较不利地位的伙伴们认为必须改革处于危急情况下的那一种制度的论点.

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宣言及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才能先后出现.但

是我们还需要促成有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条件.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布特弗利卡先生(临时主席)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 A/P飞 2351 ，英文本第 8 至 1 0 页) ) 

我相信，第七届特别会议是走向那个目标的重要一步，因为它继续了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工作并创立各国都能参与的特设委员会，以发动改革联合国系统在国际

合作与发展领域内的结构的过程. 因此，在过去几年大会所产生的第 3172(XXV工工)

号和 3343(XX工x) 号决议，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和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外，又增加了一个里程碑.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尼加拉瓜，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A/Pv. 2355, 

英文本第 6 1 页) ) 

显然地，一个独立发展政策必须含有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的意思.而

且这完全符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原则.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扎伊尔，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 ÞýPv. 2355， 英

文本，第 7 7 页) ) 

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宣言，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

和利马协议的各项原则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仍保持其充分的效力和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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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秘鲁，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A/P飞 2356 ，英

文本，第 2 1 页) ) 

这就是萨尔瓦多坚决支持关于建立拉丁美洲经济系统的倡议的原困. 拉美经济

系统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是具有同样积极

精神的.

(大会E 第三十届会议，萨尔瓦多，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A/P V• 2356 

英文本第 9 3 至 9 5 页) ) 

我国代表团深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行动纲领，大会已通过的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以及本组织各会员国的切实执行，都是世界经济关系正常化的紧要因素.

这些文书的目的是使各国经济政策合理化，以便达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问力量的

均衡.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赤道几内亚，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J A/P飞 2356，

英文本第 113 至 115 页) ) 

这些一般的道义鼠则可以包含在管制国家间关系的国际道义准则之内. 国际社

会已经通过了国际发展战略，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护县乡，午四·
.，.....-::一

主!. S 0 

〔大会，集二十届会议，菲律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J A/PV. 2359 J 

英文本第 3 1 页) ) 

在精神和内容上执行宪幸宗旨和原则的机会正在增加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以及其他文件的通过都是

这方面的实证。 因此，对联合国宪章的疑问是绝对不必要的.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A/P飞

2360 J 英文本第 78-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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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

纲领)) J 是建立基于公平原则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至要事项. 最近结束的大会第七

届特别会议同样地也是进行辩论和作出建设性决定的重要论坛.

现有国际经济合作的结构既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

利益，因此也不再符合本组织大部分会员国的需要，所以重建国际经济关系已成为

必要的事项. 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决定与《经济和义务宪幸》以及第七届特别

会议的决定所列的新原则和工具，应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它们应为所有国家

连勃的经济发展作出准备;它们应在无差别的基础上和为了所有有关各国的相互利

益而调整所有各国间的公平经济合作.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波兰，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A/PY/2361 ，英文本

第 43 页. ) ) 

今年发生的另一件豆大的国际孚件是专门讨论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大会第七届特

别会议的召开. 九月十六日会议结束时一致边，过的决议，其豆豆导性实在元需再加

强调. 这个文件是在《是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究幸》边过后一年出孔的. 它的具体指施，目的证达成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全面目标，虽属平fL，但在原则上却是朝着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和增加发展中国家个别地或集体地拉进友展的能力，迈进了第一步.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伊朗，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A/pY/2361 ，兴文本主自

73-75 页).. J 

我由大会件均会议的审议所得的结论是:未来儿年本组织的主要计划应当在于

元认j和执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边过了《经济权利和义务究

丰》及拟订了《行动计划》就是割着这个方向所采的一个步骤.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希腊，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ι/FY2362 J 英文本第

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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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第二十九

届常会边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是我们走向独立目标的路途上的草妄里

程碑. 它们要求采取的措施其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朵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其中最豆要的措施是沟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想法的差距.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印度，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A/.l?V/2364 ，英文本

第 86 页. ) )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始终如一地执行符合所有国家利益，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利益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丰》的基本

原则.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蒙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A，ρV. 2364 ，英文本第

123 页). ) 

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完全支持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元幸>> • 我们已经有了

《是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到领>>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多米龙加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AβV.2366 

英文本第 17 页. ) ) 

最使我们感到困扰的就是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情势明显地

漠不关心，而前者却从后者获得它们工业上的大部分尿科. 其中一个恰切的例子

就是大部分发达国家不太愿意或不能在第二个联合国友展十年终止之前将其至少百

分之二手点七的国民生产总额转让与友展中国家. 仅在十六个月以前，这个庄严的

大会极定执行《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纠领>> D 这个大会:ÌÈl过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也已九个月了. 可是啊，这些宣言似乎是已被弃之

不版了.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莱索托，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A.βV.2366 ， 英文本

结 52 和 5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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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幸》所制定的指导原则，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结果明白显示了联合国所能和所应担

负，以作为协议及谈判场所的主要任务.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沃尔特，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A/PV. 2366 ，英文

本第 81 页. ) )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第七届特别会议闭幕词中所简要说明的，我们的辩论和谈

判" ..... Ð是与变革有关的，它并不是讨论如何更顺利地维持现状" • (第二三四

九次会议，英文本第 43 页)所提出的变革的理由被一再复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在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以我无须在此重复. 所需要做出的变革，多年来已由

发展中国家充分明言，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幸》中也已清楚载列. 它们指出了如要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

孔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秩序，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社会所应采取的方向和

措施@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马来西亚，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A/PV. 2367 J 英文本

第 43 页) • )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大会第六和第七届特刻会议以及不结且国家在利马举行的

部长级会议所边过的各项决议. 我们特别指出第六届特别联大所通过并经第七届

特别联大加以豆甲的行动豆豆j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分究幸. 我们要求加速落实其

中的各项规定.

〔大会第二十局会议，阿拉伯叙利jf.共加间，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A/才PV.

, 2367 J 兴文本第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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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常会在裁军和其他领域方面，产生了许多明确的结果，包括《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幸》在内.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科威特，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 A/PV. 2368 ，英文本第

56 页) ) 

因此，喀麦隆将尽其所能，支持和促成能将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关

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化为行动的任何行动，希望《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幸》的目标能够达成.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 A，ρV.2368 

英文本第 46 页) ) 

工业化国家也能够发现，如与经常输出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有合作的指

神时，是无法维持经济的稳定和进步的. 这项事实促使它们必须了解其较不幸的

伙伴们的环境. 孚实上，由于这种态度，才为认可《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

经济权利和义务》的广泛要点铺平了道路.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巴林，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 A/Pv. 2369 J 英文本第 11

Þ'r) ) 

第七届特别会议本身并不是一个终结，而是所进行的程序中另一个向前的豆要

步骤，这项程序是历史性的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行动纲

领》及由大会纠二十九届会议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以后才开始的.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泰国，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 A/Pv. 2369 J 英文本第 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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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最后决议正确地提及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宣言》、《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 ，它们或有和平合作的原则

并强调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巩固及社会和经济的进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A/pY. 2371 ，兵文

本第 41 页) J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以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而在经济上朝前推进

了新的一步.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民主也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ι/PY. 2371 ，英文本第

68 页) J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了第 3281(XX工 X) 号决

议所载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就正好反映了这个期望. 我要提醒各位成员

当时有 120 个国家投票耸成，只有六个国家投票反对. 同时也值得回顾的是，大

会在那项决议的序言里强调指出，这个宪章将成为建立以公平、主权平等和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互相依存为举础的国际经济夫系的新制度的一个有效工具.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布隆迪，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AρY. 2372 ，英文本第

6 页) J 

应该指出的足， 35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强调 r~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完幸》的豆大意义.

〔大会知二十届会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A/ 

PY.2373 ，英文本主&13 页) J 

对于以地理位置作为主要自然资源的巴拿马共和国而言，只要两洋间的运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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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该资源的手段，这个大会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以及第七届特别会

议顺理成幸通过的有关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S_V工工)号决议方面的各

种宣告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切宣告的根据都是:各国"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

经济活动"享有充分和永久的主权.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巴拿马，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 ( A/P V. 23 73 ，英文本第

39-40 页) ) 

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究幸》可视为本组织经济和社会

进展的里程碑.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不丹，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AρV.2374 ，英文本第 63

-65 页) )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将提交一份有关跨国公司的决议草案。 我奉了指示将向

犬会宣读该草案，并由我国代表团抖它提交给主立;当局及处理该事项的委员会。

以下是有关跨国公司及由这些公司中的某些公司所执行的非法和不道德行为的决议

草案全文:

"大会，

"回顾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关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

久主权的第 3171(XXV工工工)号决议，

"又回顾包括关于踌国公司的各款的大会匀 3201(S-V工)号和第 3202

(S-V工)号决议，

"回JM-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车》的第

3281(XX工X) 号次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A/Pv.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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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本第 52 和 53 页) J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本国的宪法就承认联合国大会以第 3281 (xx工 X) 号决议

拟订和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 J 认为只有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在平

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国际经济关系，才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莫桑比克，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A/Pv. 2375 ，英文本第
1 1 页) J 

对所有这些会议而言，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幸~ ，构成了参照构架，也因此开展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现有国际经

济关系的急剧变迁的道路.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塞内加尔，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Aρv. 2375 ，英文本第

69-70 页) J 

我国代表团一方面为某些国家对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观念仍有保留意见和实际

上仍有怀疑表示失望，一方面我们欢迎特别会议设法达成了结合有夫新的纭济秩序

的《宣言和行动钊妇》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幸》的主要原则的一致声明.

友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是议的原则和措施能够具体化到何种程度，仍有待观察.

〔大会主运二十局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索马呈( A/P v. 2376 ，夹文本第
18 页) J 

厄瓜多尔因此认为国际社会和有夫个别国家加速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过程是必

妥的，这项秩序将导致符合目前和可预见的将采的信耍的发展 o <<各国经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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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务宪章》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结果，必须是为本过程提供冲力的基本方讼.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厄瓜多尔，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A，ρV.2376 ，英文本第

102 页) J 

在这方面，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毫无疑义地是一项进展。 当初绝对

没有不负责任地把它构想成一个目的在把富有的国家和足足中国不分成同个集团的

行动。 这种思想同让也们的求变的愿望和理想为这个计划服务的国家和人们约3

向是没有关系的。

从第一个工作前提开始， {宪芋》的目的就是县寻求全世界都能同意的一点，

广泛的种种共 l~j 立场，以佼佼它能ty确立新的世界经济制度。

一致赞成固然最好，但不能以在最豆要的问赵上让步为代价。 对既非附带的、

又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态度必以坐定。 对于世界各白人民的自然资源和国家财

乙:坑龙去这样，很明显的，对于认可各国对跨国公司可以行使不可剥夺的国家主权，

也头这样。 这类公司的集中和培多，把它们变成别国境内外国统治下的品地，使得

得任何国家在客观地尝试建立间家和人民的优先项目时，就会受踪国公司之害。

我EJJL友一边，在这些方面，绝无让步的可能。

本大会边过的文分绝不是特别针对那一个国家。 它反对在示主国家你护下的

超国家集团的非法利益，这些国家因为与起赵法谷和主权的行动一致，它们的颜面

正是受到这些公司的破坏。 立j 丸，允许我坑确白 ， {先车》对各国问的对话现在

是一一将来也是-许可的，但对一切统治的借口却元i讪加以纭止。

这衣是一个以全世界为范岛，并对抗们所{己，议的伟大的世Ji二三:济交化过程提供

iiAJ 节斗汀'架和牢国运础的文书的主运兴怕儿。 它问示文hr软列的各 ))j_剧，虽然最初

不为某L:人了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泊逝，必然会放一年前技坛反对它的孙些国家宣

布为明白的真理。

(大会主卢三十/←会议，主西句，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A/Pv. 2377 ，夹文本主i

7-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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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曾 ìitiYJ主立一个促进封三世芥友展的纭计体系。:Ìfi过主产岛的毛j

效协调，这个体系将有助于永久化护出口产品的价格和销营，规定在易[毛i谷毛ii门互

相文本己的机构，有利于走立多边企业，保证进口商品、资本和技术酌最佳水平。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元车a中规定了这项目标，这元朵是执行该克车的一种最可

靠的办法。 主主个体系的目的在科:证第三世界国家参加~:5二制世公交玩、参加影响所

/f.J国家的决策，因此将为这个体系提供两种奉本工具:一种专门针对毛所抉lÙb 目

的的金融奉金，和提供必泣的国东以各~xi再J .ill:.~i1金融变动及时采取正确行动的d情才;人

单位。

这项计划将大大改变各国之间的关系，并有利于挺立以团结为基础的世界经济

一一不应认为这种民结只是一种道您观念。

倘若认为商品和产品的交易只在富裕的工业以岛的进行，方JJ末，不住会在短期

或中期导致结三世界的际友， WiJ且会在 }71)些相信可以在兰以才主权下自我讯立的国家

内导致放市暴乱问自我灭亡。 在区域一级设立的机构，例如拉丁欠洲经方叫i4系

(拉头经济体系)显示出类似的计划也是在世外一级可行的。 必纵什次指出，拉

夫经济你系， f可各国主济杠利和义务宛卒一样，是一科工夫，目的在治除目前不合

rQ的剂'抗，推动进行世界所信妄的历史性谈判。

(大会jh二十届会议，主兰西者，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A/Pv. 2377 ，夹文本纣

13 页) ) 

结六届特别会议ibi过的建立这种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二十九届常

会:id过的《各国经jjr权利和义务完幸》以及知七届特别会议边过的关于发展和国际

经济合作的有关最后决议，应导使富国放弃它们的经济支配的愿望，使穷国能为了

本身的经济解放而从其自然资源获取最大的利益.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多哥，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 A_/Pv. 2378 ，英文本第 56

页)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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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同今天最迫切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关联已不再令人怀疑. 从第二十五周

年到我们纪念第二十周年的本届会议期间，本组织已经证明它知边不应只对某些会

员国，而应对所有会员国负责. 它对和平维持工作的贡献已因正确评价促进人类

经济和社会福利的需要而得到了平街. 它已超越了在这个历史性的会堂极庄严地

作出道貌岸然的发言而后又迅速忘记的阶段. 它已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幸~ J 并以适当的《行动纲领》正式宣告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尼日利亚，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ι/PV.2378 ，英文本第

61 页) J 

玻利维亚政府与人民是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宗旨一致的. 在这方面，

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希望崇奉这一宣要目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能连同《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幸》一起付诸实施.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玻利维亚，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 AβV.2379 ，英文本第

7 页) J 

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领域方面，我国作为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之一，也参与了它

的正义挺求，这些妥求曾在无数次的讨论会中被提出过，并且举本上在《走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纠锁和军言》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元幸》中交成具体化一一

尽管美国代表团顽国反对，这两项文件还是获得核可.

〔大会第二十局会议，古巴，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 A_/Pv. 2380 J 兴文本%48

-50 页) J 

如JA有着发达经玩的各工业化国家不妥诚地期望获待普遍的繁荣和帮助地位比

较不利国家达成发展时J {肤合国特别纳领》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或《各国经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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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义分元丰》却不能得到进展.

在争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 谈判和协议褂J志 ttti为与二实.

{大会第二十局会议，巴拉圭，

6 页) J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 A/P v. 2382 ，头文本td

葡萄牙已经表示运守《足立新自细雨苦到访持宣言》和《行动川领》以及《各国经

衍权利和义务克车》内的各项;二则. 我们与无你臼地支持最近的行动，说求;二立

一个公正的、人远的国际经济夫系新ti反.

(大会主7二十局会议，如iJ 勾牙，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 A/PV. 2382 ，头文本知

23 页) J 

也门与主~í 二二监井的某位凶二三共 JilJ 参加了利马会议飞 它也极主jt主俱川江忌地参

加了为专门寻求公于正义和县11正面沁则的世外主~13f ~9r 5r}U子而毛主、 ?lL的大会扣别会议

U们次ii_大会在LFJPj 会议结末时μ过的民议和它所LL过的54定各国主沂仅利和义务，

f，、J{ 元二斗，会二达扣可注仁~ ;~二〉ilZ与二五以沁议5;;11沁午 ， t) 可沟边国 F;Jh-.:.它们与支辰

于 μ;二分h，1 的三tti.

〔 jt 会主j-:I 三十局会以，记门，一九七立斗十月九日( A/P V. 23 82 ，六文本5，-; 42 

页)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