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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34、71 和 135   

预防武装冲突 

人民自决的权利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 

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2020 年 10 月 2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人权监察员第二份

临时报告(见附件)，报告记录了阿塞拜疆自 2020 年 9 月 27 日发动持续军事侵略

以来，对平民、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实施的有针对性及不分皂白的攻击、使

用违禁武器的情况、对记者的袭击、犯下的战争罪和暴行。土耳其武装部队以及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雇佣军直接参与其中。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 34、71 和 135 下的文

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米海尔·马尔加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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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阿塞拜疆 2020 年 9 月-10 月对 

阿尔扎赫人所实施暴行的第二份临时报告*
 

2020 年 10 月 18 日，斯捷潘纳克特 
 

  

 * 附有图片和信息图表的完整报告请查阅：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735。 

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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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从 2020 年 9 月 27 日凌晨起，阿塞拜疆开始对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共和国)沿边界全线发动空袭(包括无人机袭击)和炮击，进行狂轰滥炸。 

 村庄、城镇和首都斯捷潘纳克特均遭到密集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民用

物体(如住宅、学校等)以及对平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均遭到大规模破坏。

阿尔扎赫儿童、妇女及全体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仍受到迫在眉睫的切实威胁。 

 阿尔扎赫共和国人权监察员在发布这份第二份临时报告更新版前，曾于 10

月 9 日发布第二份临时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 日发布第一份临时报告。1 本报

告例数了 9 月 27 日至 10 月 9 日期间对平民居住区进行有针对性攻击的事实及其

造成的伤亡，还列报了雇佣军部署情况以及多管火箭炮系统和集束弹药的使用情

况。报告还分析了阿塞拜疆针对亚美尼亚族人大肆散布仇恨言论的危急形势及其

结果。 

 为编写本报告，委托开展了实况调查，进行了面谈，分析了向阿尔扎赫人权

监察员提交的申请、向公共当局提出的询问以及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 

 阿塞拜疆的侵略行为还包括对亚美尼亚格加尔库尼克州瓦尔代尼斯地区村

庄发动不分皂白的攻击，亚美尼亚人权维护者的特别报告2 介绍了这一情况。 

 10 月 10 日，在莫斯科达成停火协议，从中午开始生效。但阿塞拜疆继续采

取攻击性军事行动，甚至用重型导弹攻击首都斯捷潘纳克特等人口聚居地区，造

成了新的伤亡。 

 阿塞拜疆对阿尔扎赫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军事侵略是在新冠状病毒

病(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发动的，因此更应该受到谴责。3 月 23 日，鉴于冠

状病毒病带来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在世界各地立即实现全球停火。 

  

__________________ 

 1 阿尔扎赫监察员，“关于阿塞拜疆 2020 年 9 月对阿尔扎赫人所实施暴行的临时报告”，2020 年

10 月 2 日， 

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722?fbclid=IwAR2sGPltWWisSe61tVQeHOVZ27Ngd4sSt6

sHrigYNrZm4bs_GPXWYctOWcE。 

 2 亚美尼亚监察员，“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在亚美尼亚格加尔库尼克州被阿塞拜疆军事袭击破

坏的村庄进行实况调查活动的特别报告”，埃里温，2020 年， 

https://ombuds.am/images/files/dc1b379419a1a9aaeec5191128277502.pdf?fbclid=IwAR0RTdx9q8

m8qdOOO_Ccwfykv0VHZDBY7TsciCFamuDjUIRcjo-Cx2XfWQ0。 

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722?fbclid=IwAR2sGPltWWisSe61tVQeHOVZ27Ngd4sSt6sHrigYNrZm4bs_GPXWYctOWcE
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722?fbclid=IwAR2sGPltWWisSe61tVQeHOVZ27Ngd4sSt6sHrigYNrZm4bs_GPXWYctOWcE
https://ombuds.am/images/files/dc1b379419a1a9aaeec5191128277502.pdf?fbclid=IwAR0RTdx9q8m8qdOOO_Ccwfykv0VHZDBY7TsciCFamuDjUIRcjo-Cx2XfWQ0
https://ombuds.am/images/files/dc1b379419a1a9aaeec5191128277502.pdf?fbclid=IwAR0RTdx9q8m8qdOOO_Ccwfykv0VHZDBY7TsciCFamuDjUIRcjo-Cx2XfW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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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节. 对阿尔扎赫人民生命、尊严、健康、关键需求和财产造成的

损害 

 1.1. 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有针对性或不分皂白的攻击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利用空袭、炮击、火箭弹和坦克袭击了 120 多个平民居住

区，包括人口稠密的居住区(首都斯捷潘纳克特；舒沙、哈德鲁特、马图尼、马尔

塔克尔特、阿斯克兰、克尔巴贾尔、贝尔佐尔等城镇；Taghaser、Vardashat、

Spitakshen、Maghavus、Nerkin Horatagh、Alashan、Mataghis 等村庄)，其中大部

分是有针对性或不分皂白的攻击，造成平民伤亡。在不分皂白的攻击的情形中，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没有遵守区别军事目标与平民的义务，因为不能将平民作为攻

击目标；也没有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将对平民的伤害降至最低。在许多情况中，

袭击平民是有针对性和蓄意的行为，因为军事目标距离民用物体非常远，而且阿

塞拜疆军队使用了导弹和攻击无人机等精确武器装备。袭击地点附近没有军事目

标进一步证实了袭击的蓄意性，这构成战争罪。 

 截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已有 31 名平民(8 名女性和 23 名男性，1 名儿童

和 30 名成年人)被杀。3 其中 60%在其居所遇难。 

 106 名平民受伤，其中 86 人伤势严重。伤势主要包括上下肢和面部骨折，伤

口呈弹片伤。大约一半的平民重伤发生在其居所，大约三分之一发生在公共场所，

12 名平民在其工作地点受重伤，6 名平民在向较安全地点转移时受重伤。 

 这些平民大多是在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袭击首都斯捷潘纳克特(10 人死亡、36

人受伤)、马图尼镇(6 人死亡、15 人受伤)和哈德鲁特镇(至少 6 人死亡、5 人受伤)

时遭受伤亡。哈德鲁特与其他地点的情况不同。10 月 10 日，阿塞拜疆武装部队

一个较大的破坏团体部分控制了该镇，处决了哈德鲁特的平民，包括属于弱势群

体的平民。我们掌握的初步数据显示，自 10 月 10 日以来，哈德鲁特被处决的平

民人数可能高于所报告的数字。4 

 在针对平民人口发动广泛和系统性攻击的过程中，出于对亚美尼亚族人的歧

视性意图，肆意破坏房屋和其他财产。此外，住宅、幼儿园、学校、关键基础设施

等民用物体也遭到大规模破坏。4 初步数据显示，6 700 多处私人所有的不动产(住

宅、公寓、商店等)、1 110 多处基础设施、公共和工业建筑(电力、天然气、电信、

供水、桥梁、学校、幼儿园、文化中心、工厂等)和 640 多辆汽车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阿塞拜疆的敌对行动以及对民用物体不加区别、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攻

击，阿尔扎赫共和国总人口的约 60%(超过 90 000 人)已逃离家园，前往较安全的

地方避难。其中一些人搬到了本国的其他居住区，另一些人搬到了亚美尼亚共和

__________________ 

 3 阿尔扎赫监察员，“阿塞拜疆的战争罪导致阿尔扎赫 19 名平民被杀、80 人受伤、2 700 多处财

产和基础设施受损”，2020 年 10 月 5 日，https://artsakhombuds.am/en/news/463。 

 4 亚美尼亚公共电视台，“Քաղաքացիական բնակչությունը՝ Ադրբեջանի թիրախում”，2020 年 10

月 5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DKVYQp8Fo&feature=emb_logo。 

https://artsakhombuds.am/en/news/46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DKVYQp8Fo&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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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居民中绝大多数不得不住在避难所，以躲避阿塞拜疆不分皂白和有针对

性的攻击。因此，数万名儿童、妇女、老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不仅

面临持续不断的安全威胁和心理恐惧，而且面临食物、医疗保健、教育等基本权

利和条件部分被剥夺的情况。由于阿塞拜疆袭击平民区，学校关闭，留在该国的

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而前往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儿童在融入新环境和新学

校方面自然也面临困难。 

 习惯国际人道法要求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一方面区别平民与战斗人

员，另一方面区别民用物体与军事物体。只能对战斗人员和军事物体发动攻击。

决不能对平民和民用物体发动攻击。 

 根据保护平民居民的一般规则，平民居民本身和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

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同样，禁止故

意以平民和民用物体为目标。 

 无差别攻击的概念是区别原则得到落实的一种体现。后者要求各国永远不能

使用无法区别平民目标与军事目标的武器。 

 1.2. 针对记者的有针对性袭击 

 媒体代表的工作对于报道来自冲突地区的准确、客观、全面的循证信息、避

免给紧张局势火上加油、保护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阿塞拜疆武装部队

对从事武装冲突地区报道工作的平民记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袭击。这些袭击造成

7 人受伤，1 名记者团的随行人员死亡。5  

 具体而言，2020 年 10 月 1 日，一群记者在马图尼城中心遭到定点炮击。炮击

导致法国《世界报》的两名记者、亚美尼亚媒体 24News․am 的一名记者和“亚美

尼亚”电视台的摄影师受伤，随行的当地居民被炸死。6 一名《世界报》记者伤势

严重，进行了一次危险的手术才挽回了生命。俄罗斯电视网“Dozhd”的一名副总

编辑以及其他外国和亚美尼亚记者也身陷此次炮击，但躲进了防空洞里才避免受

伤。7 同一天，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还定点袭击了一辆载有法新社记者的汽车。8  

__________________ 

 5 亚美尼亚统一信息中心，“24news.am 和亚美尼亚电视台的记者在阿塞拜疆轰炸中受伤”，2020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facebook.com/ArmenianUnifiedInfoCenter/posts/798135994355663。 

Dozhd 电视台，“Обстрел города Мартуни в непризнанном Нагорном Карабахе. Репортаж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Дождя,”2020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qfIvkSf-8。 

 6 亚美尼亚统一信息中心对法国记者遭定点袭击的报道， 2020 年 10 月 1 日，

https://twitter.com/ArmenianUnified/status/1311717564742021120?s=20. 

阿尔扎赫信息中心对同一事件和医疗手术结果的报道， 2020 年 10 月 1 日，

https://twitter.com/ArtsakhCenter/status/1311718300913676289?s=20。 

 7 塔斯社，“ Замглавреда телеканала“Дождь”Дмитрий Еловский попал под обстрел в 

Нагорном Карабахе ”， 2020 年 10 月 1 日 ，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

panorama/9601327?fbclid=IwAR1o59E8m9_IdWCuUR7DuYtOkOSn8XOAFEqm7xkYFvHZL6Bl

3nwiz4GPA98。 

 8 亚美尼亚统一信息中心对同一事件的报道，2020 年 10 月 1 日， 

https://twitter.com/ArmenianUnified/status/1311631007452405760?s=20。 

https://www.facebook.com/ArmenianUnifiedInfoCenter/posts/79813599435566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qfIvkSf-8
https://twitter.com/ArmenianUnified/status/1311717564742021120?s=20
https://twitter.com/ArtsakhCenter/status/1311718300913676289?s=20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9601327?fbclid=IwAR1o59E8m9_IdWCuUR7DuYtOkOSn8XOAFEqm7xkYFvHZL6Bl3nwiz4GPA98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9601327?fbclid=IwAR1o59E8m9_IdWCuUR7DuYtOkOSn8XOAFEqm7xkYFvHZL6Bl3nwiz4GPA98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9601327?fbclid=IwAR1o59E8m9_IdWCuUR7DuYtOkOSn8XOAFEqm7xkYFvHZL6Bl3nwiz4GPA98
https://twitter.com/ArmenianUnified/status/1311631007452405760?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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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阿塞拜疆还在马尔塔克尔特镇定点袭击一辆载有亚美尼亚和外

国记者的小型巴士。9  

 10 月 8 日，三名俄罗斯记者在舒沙遭袭击的圣救主加扎切索特大教堂所在

区域采访时受伤(一名记者伤势严重，其他两人伤势较重)。这是在阿塞拜疆武装

部队第一次袭击 4 小时后再次袭击该大教堂，他们知道一定会有记者现场报道该

突发事件。此外，有报道称，第二次袭击发生时在该地区使用了无人机，这意味

着阿塞拜疆掌握了记者在现场的经核实信息。10  

 值得一提的是，(1) 所述事件中的所有记者都穿着带有明显“媒体”标识的

特别制服(他们的车上也有“媒体”标识)；(2) 记者遇袭时正在平民居住区开展专

业活动，并不在敌对行动热点地区，甚至不靠近任何军事物体。 

 对在平民居住区从事媒体活动并佩戴明显标识的记者的袭击行为持续发生，

这表明这些行动的目的是阻止报道敌对行动和向国际社会传播客观信息。阿塞拜

疆这一非法目的的另一项例证是于 10 月 12 日对俄罗斯记者谢苗·别哥夫提起刑

事起诉，11 该记者积极、详细地报道了军事活动以及阿塞拜疆在阿尔扎赫犯下的

战争罪。 

 根据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地区担任危险的职业任务的新闻记者应被视为

平民，从而享有国际人道法给予平民的所有保护。 

 1.3. 对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的有针对性袭击 

 自 10 月 3 日以来，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经常蓄意袭击全国各地(但主要是首都

斯捷潘纳克特)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电力、通信、供气和供水系统、桥梁、食品

等)，目的是剥夺数万名和平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继续生存的手段。阿塞拜疆在

攻击这些物体时，还使用了远程精确导弹和攻击无人机。 

 全国各地超过 25 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物体和设备被完全摧毁，大量网络遭

到破坏。特别是，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袭击了斯捷潘纳克特的中心电站和地方电站、

其他城镇和村庄的地方电站以及许多电网。因此，超过 10 个电站被摧毁或严重

损坏。阿尔扎赫的所有人口都定期断电几天。 

__________________ 

 9 Factor 电视台，“ՀՐԱՏԱՊ.Կրակահերթ լրագրողների մեքենայի վրա Մարտակերտում”, 2020

年 10 月 2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sAef__znJM&fbclid=IwAR1UQznp0FAa1OzxJfU6YFckbnTk

b_uoRANK3PrYM0JYUaig19dsfKYs5p8。 

 10 168.am，“这位俄罗斯记者强调，我应该重申以下事实：他亲眼看到了如何对圣母大教堂实施

了定点打击，当时在场的只有儿童、妇女和老人。阿尔曼·塔托良”，2020 年 10 月 10 日，

https://en.168.am/2020/10/10/40074.html?fbclid=IwAR1nxJDCXJDQrpPPPfM0Lnsa_KZCjswV1V

qU5HdbGM7Wnkhr5FHNmPdjwm0。 

 11 阿塞拜疆国家新闻社，“总检察长办公室对公开呼吁侵犯阿塞拜疆领土完整的社交媒体视频展

开调查”，2020 年 10 月 12 日，https://azertag.az/en/xeber/161144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sAef__znJM&fbclid=IwAR1UQznp0FAa1OzxJfU6YFckbnTkb_uoRANK3PrYM0JYUaig19dsfKYs5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sAef__znJM&fbclid=IwAR1UQznp0FAa1OzxJfU6YFckbnTkb_uoRANK3PrYM0JYUaig19dsfKYs5p8
https://en.168.am/2020/10/10/40074.html?fbclid=IwAR1nxJDCXJDQrpPPPfM0Lnsa_KZCjswV1VqU5HdbGM7Wnkhr5FHNmPdjwm0
https://en.168.am/2020/10/10/40074.html?fbclid=IwAR1nxJDCXJDQrpPPPfM0Lnsa_KZCjswV1VqU5HdbGM7Wnkhr5FHNmPdjwm0
https://azertag.az/en/xeber/161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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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还故意袭击了该国腹地的几座水电站，目的也是为了破坏

电力生产系统。 

 9 月 27 日以来，另一个蓄意攻击目标是电话和互联网通信网络。首先，阿塞

拜疆黑客在几天内在系统中到处制造各种问题，影响数万名平民，使其长时间无

法通信。自 10 月 3 日以来，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再次使用精确导弹和攻击无人机

有系统地蓄意袭击通信站和通信网。由于这些袭击，数十处关键通信基础设施(基

站、信号塔、枢纽等)被摧毁或严重损坏。 

 此外，中央天然气管道有几次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地方天然气管道更是多

次成为目标，导致所有天然气客户都被切断供气、供暖和热水。 

 有某些证据表明，阿塞拜疆还将特定的水站和水管作为攻击目标，所有这些

对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网络的蓄意袭击都对阿尔扎赫的妇女、儿童、老年人和全

体居民的生命和健康构成了生存威胁。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蓄意袭击了包括首都斯捷潘纳克特在内的该国不同地区

的食品储存物体，其中一些已经受损。显然，这些针对人道主义供应品关键基础

设施的袭击旨在剥夺平民的基本生存条件。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还有系统地蓄意定点攻击全国各地的道路网，包括州际公

路网。除了袭击道路和公路的不同部分外，阿塞拜疆还瞄准了一些重要桥梁，目

的是使境内交通运输和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交通运输陷入瘫痪。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还蓄意以产业物体(工厂、水电站、农业目标、服务业等)

作为攻击目标，直接破坏了数以百计的此类商业活动，对它们的生产、供应和服

务产生了负面影响。 

 阿塞拜疆还不加区别地蓄意袭击了大量公共和宗教机构，如学校、幼儿园、

文化中心、大教堂等。遭受毁坏的地点遍及南北，从边界到腹地皆有。 

 2020 年 10 月 8 日，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对舒沙镇圣救主大教堂发动了两次蓄意

袭击，该教堂是阿尔扎赫公认的文化和宗教象征。对这一战争罪行的分析表明，袭

击完全是蓄意的、有针对性的，因为阿塞拜疆部队在几个小时内使用可控制的攻击

无人机两次袭击了大教堂。阿塞拜疆的这一行为与其毁坏阿尔扎赫的亚美尼亚文

化遗产的一贯做法一脉相承，还表现出毫不尊重亚美尼亚身份中的基督教元素。 

 1.4. 针对战斗人员的战争罪的事实和风险 

 来自公开和非公开来源的明确信息表明，一定数量的阿尔扎赫共和国军人或

其遗体在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一些阿塞拜疆媒体和社交媒体代表已经

传播了一些视频和照片，展示了一些对阿尔扎赫战斗人员可能犯下的罪行。考虑

到这些初步证据和 2016 年 4 月战争的大量实例，阿尔扎赫军人和(或)其遗体很有

可能再次广泛受到阿塞拜疆武装部队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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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6 年 4 月战争期间，约 90%在阿塞拜疆控制下的士兵和(或)其遗体遭

受战争罪的侵害，而施害者受到阿塞拜疆当局的表彰和鼓励。12 特别是，在 2016

年 4 月战争中，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对阿尔扎赫的平民和战斗人员实施了酷刑、处

决和尸体肢解。根据国际法，所有这些行为都被视为战争罪。因此： 

 1. 酷刑。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13 严格禁止酷刑。有关条款除其他外，载于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12 条14 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32 条。15 禁止酷刑是国

际人道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16  此外，国际法院已作出裁断，“禁止酷刑是习惯

国际法的一部分，并且已经成为一项强制性规范(强行法)”。17 日内瓦四公约没有

具体规定酷刑的定义。因此，1984 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18 第 1.1 条规定的

定义可以适用。该公约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

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

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

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

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在库纳拉奇案中，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审判分庭制定了国际人道法下的酷刑罪定义，

该定义比《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定义更宽泛。定义如下：“在国际人道法

领域，根据习惯国际法，酷刑罪的要件如下：㈠ 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造成肉体或精

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㈡ 该作为或不作为必须是蓄意的；㈢ 该作为或不作为

必须旨在取得情报或供状，或旨在处罚、恐吓或威胁受害者或第三者，或旨在以

任何理由歧视受害者或第三者。”19  

 2. 处决(暴力侵害生命权)。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严格禁止暴力侵害生命权。

有关条款除其他外，载于《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12 条20 和《日内瓦第四公约》

__________________ 

 12 阿尔扎赫人权监察员，“关于阿塞拜疆在 2016 年 4 月战争期间所犯暴行的报告”，2016 年 12 月

9 日，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568。 

 13 阿塞拜疆自 1993 年起成为缔约国。 

 14 “(受伤或患病的战斗人员)不应……遭受酷刑……”。 

 15 “各缔约国特别同意禁止各该国采取任何足以使其手中之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之措施。

此项禁令不仅适用于……酷刑……，并适用于……其他任何残酷措施。” 

 16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3 条规定了国际人道法不可或缺的核心原则，其中明确指出：禁止对“不

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武装部队人员……因……伤……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

员”施以“虐待及酷刑”(第 3(l)(a)条)。 

 17 见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2012 年 7 月 20 日判决书，《2012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9 节。 

 18 阿塞拜疆自 1996 年起成为缔约国。 

 19 见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库纳拉奇案，2001 年 2 月 22 日判决书，第 497 节。 

 20 “(受伤或患病的战斗人员)不得加以谋杀和消灭……”。 

https://artsakhombuds.am/en/document/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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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条。21 禁止暴力侵害生命权是国际人道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22 成熟的习

惯法尤其禁止攻击被认为丧失战斗能力的人。丧失战斗能力的人除其他外，指的

是：(a) 在敌方权力下的任何人；(b) 任何因昏迷、船破、受伤或疾病而毫无抵抗

力的人；但此人须不从事任何敌对行为，并不企图脱逃。23 

 3. 肢解尸体。禁止肢解的习惯法性质及其对阿塞拜疆的适用性显然有许多

论据作为支撑。其中一些论据如下：(a) 国际法学会早在 1880 年通过的《陆战法》

(牛津手册)第 19 条规定：“禁止……肢解躺在战场上的死者。”；(b) 澳大利亚、加

拿大、希腊、以色列、荷兰、西班牙、美国等 20 多个不同国家的军事手册禁止在

武装冲突期间肢解或以其他方式虐待尸体；24 (c) 在至少 25 个代表各大洲不同

法律制度的国家的国家立法中，在武装冲突期间肢解尸体被视为刑事犯罪，这些

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美国、委内瑞拉、

意大利、西班牙等；25 (d)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的“损害个人尊严”战争罪

涵盖了禁止在国际武装冲突中肢解尸体，根据犯罪要件，该规定也适用于死者；26 

(e) 伊斯兰会议组织27 通过的 1990 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第 3(a)条规定：“在

使用武力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禁止肢解尸体”；(f) 阿塞拜疆的国家实践也证

明该国接受上述习惯规则。特别是，1993 年，阿塞拜疆内政部命令部队“在军事

行动期间，在战区……不许亵渎敌人的遗骸”。28  

 人权监察员的代表还参观了阿尔扎赫的停尸房，检查存放在那里的阿塞拜疆

军人尸体是否有任何肢解的迹象。他们未记录任何尸体被肢解的现象。 

 监察员欢迎 10 月 10 日宣布人道主义停火，强调需要交换关于可能的战俘和

遗体的信息，确保创造有利条件，以根据国际人道法规范移交战俘和遗体。然而，

极为令人担忧的是，即便在宣布停火后，阿塞拜疆方面继续对阿尔扎赫平民和战

斗人员开展攻击性军事活动，犯下新的战争罪行。 

__________________ 

 21 “各缔约国特别同意禁止各该国采取任何足以使其手中之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之措施。

此项禁令不仅适用于谋杀……也适用于其他任何残酷措施……”。 

 22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3 条规定了国际人道法不可或缺的核心原则，其中明确指出：禁止对“不

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武装部队人员……因……伤……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

员”的“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第 3(l)(a)条)。 

 23 广泛的国家实践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二卷：实践，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编辑，2005 年，第 930-938 页。 

 2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

Beck，2009 年，第 410 页。 

 25 同上。 

 26 国际刑事法院的犯罪要件，将损害个人尊严，特别是羞辱和贬损，定义为战争罪(《国际刑事法

院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1 目和第 3 项第 2 目)。 

 27 阿塞拜疆于 1991 年加入该组织。2011 年，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28 阿塞拜疆内政部，内政部部队司令部，第 42 号命令，巴库，1993 年 1 月 9 日，第 5 节；引自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二卷，第 26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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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节. 使用违禁手段和方法 

 2.1. 使用违禁武器 

 阿塞拜疆自对阿尔扎赫发动大规模侵略以来，多次在平民和民用物体所在地

区使用多管火箭炮系统和集束弹药。 

 使用多管火箭炮系统会影响大片区域，瞄准精度不够，而集束弹药则会释放

几十枚或数百枚子炸弹或子弹药，并将其散布在大片区域。集束弹药不能瞄准特

定战斗人员或武器，在人口聚居区使用集束弹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平民伤亡。集

束弹药在冲突后也会对平民构成威胁：未爆炸的子炸弹会形成不稳定的“雷场”，

将更多平民特别是儿童置于危险之中。 

 阿塞拜疆于 9 月 27 日至 28 日和 10 月 2 日至 8 日，对首都斯捷潘纳克特、

舒沙和哈德鲁特镇以及斯捷潘纳克特附近的肖什村动用了 LAR-160 和 SMERCH

集束弹头导弹。29 另有许多报告指出在其他定居点和其他日期使用集束武器的情

况。阿尔扎赫共和国国家紧急状态局称，自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0 日，该局仅在

斯捷潘纳克特就发现了 180 多枚集束弹药。30  

 阿塞拜疆在以阿尔扎赫的平民定居点及和平居民为攻击目标时，还使用军用

无人机(无人机)为手段，肆意进行蓄意的侵略性攻击。31 阿塞拜疆针对阿尔扎赫

的和平人口使用了以下类型的无人机： 

• 智能无人机、“轨道飞行器”2 型和 3 型、浮空无人机等； 

• 攻击无人机，包括 Harop、Zaoba-1K、Sky Striker； 

• 智能攻击无人机、Bayraktar TB-2、AN-2 型等。 

 这些攻击已造成人员伤亡以及私人和公共财产被毁。阿尔扎赫的几乎所有平

民定居点(包括人口稠密的城镇)都遭到了上述无人机有针对性的攻击。 

__________________ 

 29 亚美尼亚通讯社，“阿塞拜疆军队向阿尔扎赫平民发射国际禁用弹药”，2020 年 10 月 4 日， 

https://armenpress.am/eng/news/1030241.html?fbclid=IwAR2jiDqQP28JLqXwgwRW4Ef1k6Ly9VJ

1cZJXJDGO3nARnijw1Mooq66JfOw。 

A1plus，“Արցախի մայրաքաղաք Ստեփանակերտը հրետակոծությունից հետո”，2020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28Q96gqh4&feature=emb_logo 

Hetq,“Oct. 4-Stepanakert: After the Shelling,”2020 年 10 月 4 日,  

https://hetq.am/en/article/122543?fbclid=IwAR21Vrav5u9M7yu5AgUBEXjnot6k85Xy0GtWrSp2Jvf

ErvhW5pXvmeyiY2A。 

 30 亚美尼亚通讯社 , “Ստեփանակերտում սեպտեմբերի 27-ից սկսած գտնվել է մոտ 180 

կասետային ռումբ”, 2020 年 10 月 10 日,  

https://armenpress.am/arm/news/1031170.html?fbclid=IwAR27rZ7X-

NPf0UwHdSIMQBIG0aN4z3dbRFE9IPc3F-vKf7zyN2XAsVTtx9o。 

 31 News.am, “Ադրբեջանական ԱԹՍ-ի մասնիկները Հադրութում”, 2020 年 9 月 29 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ktBBYQqtU。 

News.am, “Խոցված ադրբեջանական ԱԹՍ-ն Վարդենիսի տարածքում”, 2020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Nl3XfU3Eo。 

https://armenpress.am/eng/news/1030241.html?fbclid=IwAR2jiDqQP28JLqXwgwRW4Ef1k6Ly9VJ1cZJXJDGO3nARnijw1Mooq66JfOw
https://armenpress.am/eng/news/1030241.html?fbclid=IwAR2jiDqQP28JLqXwgwRW4Ef1k6Ly9VJ1cZJXJDGO3nARnijw1Mooq66Jf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28Q96gqh4&feature=emb_logo
https://hetq.am/en/article/122543?fbclid=IwAR21Vrav5u9M7yu5AgUBEXjnot6k85Xy0GtWrSp2JvfErvhW5pXvmeyiY2A
https://hetq.am/en/article/122543?fbclid=IwAR21Vrav5u9M7yu5AgUBEXjnot6k85Xy0GtWrSp2JvfErvhW5pXvmeyiY2A
https://armenpress.am/arm/news/1031170.html?fbclid=IwAR27rZ7X-NPf0UwHdSIMQBIG0aN4z3dbRFE9IPc3F-vKf7zyN2XAsVTtx9o
https://armenpress.am/arm/news/1031170.html?fbclid=IwAR27rZ7X-NPf0UwHdSIMQBIG0aN4z3dbRFE9IPc3F-vKf7zyN2XAsVTtx9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ktBBYQq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Nl3XfU3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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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咨询意见指出，禁止使用无法区别平民目标与军

事目标的武器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不可侵犯”的原则。法院指出，根据这一原

则，人道法禁止某些类型的武器，“因为它们对战斗人员和平民具有滥杀滥伤作

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 1996 年审查马尔蒂奇案起诉书时，根据习

惯国际法，包括禁止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手段或方法进行不分

皂白的攻击，审查了使用集束炸弹的合法性。 

 日内瓦四公约和联合国《集束弹药公约》(阿塞拜疆不是缔约国)对选择作战

方法或手段的权利进行限制，禁止使用这种危险武器。国际法律文书和习惯国际

法禁止使用集束弹药，认为集束弹药是致命和不人道的。这些类型的弹药具有滥

杀滥伤作用，危及平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额外的损害和痛苦。 

 因此，国际法禁止袭击记者等平民和民用物体，并禁止在无法确保区别军事

目标的任何情况下使用集束弹药。 

 2.2. 部署和使用恐怖主义团体成员作为雇佣军 

 有很多有力的证据证实，阿塞拜疆方部署了雇佣军与阿尔扎赫和亚美尼亚作

战。此外，同样的证据揭示土耳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土耳其向阿塞拜疆部署了来自叙利亚北部、利比亚的雇佣军，用其对抗阿尔

扎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据多家媒体和调查报道，大约 3 000-4 000

名雇佣军以 1 500-2 000 美元的酬劳受雇参加正在进行的针对阿尔扎赫和亚美尼

亚的战争活动。国际媒体、一些外国人权组织、国家政府(如美国、法国、俄罗斯、

伊朗)等也经常证实土耳其部署雇佣军参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情况。32  

 亚美尼亚外交部在 9 月 28 日的声明中还证实，该部掌握了土耳其当局在中

东招募雇佣军以部署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地区的信息。该声明指出，“土耳

其正在一些中东国家招募恐怖主义分子和雇佣军，并将他们送往阿塞拜疆”。33  

 亚美尼亚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审议了域外国家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步骤。34  

__________________ 

 32 《卫报》,“叙利亚反叛武装准备部署到阿塞拜疆，显现土耳其的野心,”2020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28/syrian-rebel-fighters-prepare-to-deploy-to-

azerbaijan-in-sign-of-turkeys-ambition。 

人权组织 -Afrin -Syria, “土耳其正从叙利亚北部向阿塞拜疆派遣更多的叙利亚雇佣军车队,” 

2020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6061181444110&id=114977619885802。 

BBC Arabic Service, “ 30” ,البلدين بين النار خط على سوريا مقاتال تحاور عربي سي بي بي: وأذربيجان أرمينيا  September, 2020,  

https://www.bbc.com/arabic/middleeast-

54346711?fbclid=IwAR3c0djgE8veTgg54FArDq2AFYLh_5vP3eousEuIR9dnyd3_7rsbImHuVo4。 

塔斯社, “亚美尼亚外交部称土耳其从中东向卡拉巴赫派遣雇佣军,”2020 年 9 月 28 日, 

https://tass.com/world/1205995。 

 33 同上。 

 34 亚美尼亚外交部，“关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外长的电话交谈”，2020 年 9 月 30 日，

https://www.mfa.am/en/press-releases/2020/09/30/fm_armenia_russia_/1047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28/syrian-rebel-fighters-prepare-to-deploy-to-azerbaijan-in-sign-of-turkeys-ambi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28/syrian-rebel-fighters-prepare-to-deploy-to-azerbaijan-in-sign-of-turkeys-ambition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66061181444110&id=114977619885802
https://www.bbc.com/arabic/middleeast-54346711?fbclid=IwAR3c0djgE8veTgg54FArDq2AFYLh_5vP3eousEuIR9dnyd3_7rsbImHuVo4
https://www.bbc.com/arabic/middleeast-54346711?fbclid=IwAR3c0djgE8veTgg54FArDq2AFYLh_5vP3eousEuIR9dnyd3_7rsbImHuVo4
https://tass.com/world/1205995
https://www.mfa.am/en/press-releases/2020/09/30/fm_armenia_russia_/1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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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亚美尼亚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关于土耳其方面参与敌对行动、雇佣军恐

怖主义分子的存在以及这些雇佣军中恐慌情绪的事实。35  

 例如，法国总统宣称，他们“掌握的信息确凿地表明，叙利亚战斗人员通过

加济安泰普(土耳其)离开圣战分子战斗人员的战区，加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

区”。36  

 战争爆发几天后，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有关土耳其派遣数百名叙利

亚雇佣军支持阿塞拜疆的信息属实。3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不会允许恐怖主义组织将

毗连我们北部边界的地区变为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将冲突转移到高加索地区

将带来比卡拉巴赫冲突大得多的灾难，”38  

 雇佣军发布的视频证实了这些雇佣军的部署及其在阿塞拜疆的存在。雇佣军

的位置是由相关专家确定的。39  

 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指挥和控制雇佣军各个层面的活

动，既包括单个雇佣军的行为和表现这些最微小的细节，也包括决定实现哪些目

标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等最广泛的问题。 

 根据收集的信息和证据可以确定，土耳其招募并部署在阿尔扎赫和阿塞拜疆

边界的外国作战人员属于 1989 年《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

约》和 1977 年 6 月 8 日《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

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等国际法律文件所指的雇佣军。 

__________________ 

 35 亚美尼亚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提供关于土耳其方面参与敌对行动、雇佣军恐怖主义分子

的存在以及这些雇佣军中恐慌情绪的事实”，2020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sns.am/en/press-

releases/2020/10/03/national-security-service-presents-facts-on-participation-of-the-turkish-side-in-

hostilities-presen/471/。 

 36 爱丽舍宫——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府,“ EN DIRECT | Déclaration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à son arrivée au Conseil européen,” 2020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v=2683576861957360&ref=watch_permalink。 

 37 前沿新闻国际，“五角大楼证实土耳其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转移叙利亚雇佣军的信息”，2020

年 10 月 1 日，http://frontnews.eu/news/en/71955/?fbclid=IwAR0aXoUMjbq_XPccAl2lDSYK6j7J

eCQib-TnSRIGwTLU4Dos5EZ--Yf2okE。 

 38 新闻在线，“03 ”,خطيبزاده: ايران اجازه استقرار تروريستها در مناطق همجوار مرزهای شمالی خود را نميدهد October, 2020,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

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

%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

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

%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

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

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39 Razminfo, “Ադրբեջանում արաբախոս վարձկանների գտնվելու առաջին տեսաապացույցը”, 03 

October, 2020, https://razm.info/146655。 

https://www.sns.am/en/press-releases/2020/10/03/national-security-service-presents-facts-on-participation-of-the-turkish-side-in-hostilities-presen/471/
https://www.sns.am/en/press-releases/2020/10/03/national-security-service-presents-facts-on-participation-of-the-turkish-side-in-hostilities-presen/471/
https://www.sns.am/en/press-releases/2020/10/03/national-security-service-presents-facts-on-participation-of-the-turkish-side-in-hostilities-presen/471/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v=2683576861957360&ref=watch_permalink
http://frontnews.eu/news/en/71955/?fbclid=IwAR0aXoUMjbq_XPccAl2lDSYK6j7JeCQib-TnSRIGwTLU4Dos5EZ--Yf2okE
http://frontnews.eu/news/en/71955/?fbclid=IwAR0aXoUMjbq_XPccAl2lDSYK6j7JeCQib-TnSRIGwTLU4Dos5EZ--Yf2okE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www.khabaronline.ir/news/1438346/%D8%AE%D8%B7%DB%8C%D8%A8-%D8%B2%D8%A7%D8%AF%D9%87-%D8%A7%DB%8C%D8%B1%D8%A7%D9%86-%D8%A7%D8%AC%D8%A7%D8%B2%D9%87-%D8%A7%D8%B3%D8%AA%D9%82%D8%B1%D8%A7%D8%B1-%D8%AA%D8%B1%D9%88%D8%B1%DB%8C%D8%B3%D8%AA-%D9%87%D8%A7-%D8%AF%D8%B1-%D9%85%D9%86%D8%A7%D8%B7%D9%82-%D9%87%D9%85%D8%AC%D9%88%D8%A7%D8%B1-%D9%85%D8%B1%D8%B2%D9%87%D8%A7%DB%8C?fbclid=IwAR3mGS2g6eDJ9mmkikH3MpAihwUHB3jw9BZBQiL6ryOTQmrJ3kF400zFqBM
https://razm.info/14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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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塞拜疆是 1989 年《公约》的缔约国；土耳其不是上述公约的缔约国。然

而，禁止在敌对行动中使用雇佣军具有习惯法性质，对任何国家都有约束力。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在 2019 年 9 月 26 日第 42/9 号决议中强烈谴责利用雇佣军阻挠

人民行使自决权行为，认为这是一项复杂罪行，招募、雇用、训练和资助雇佣军

的人负有刑事责任。该决议认为雇佣军的活动对和平、安全和人权构成威胁。40  

 部署和使用这些武装分子不仅违反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根据国际公法承担的

义务，而且因侵犯人权和违反相关人道主义原则的根本实质而构成重大威胁。 

 这种情况在土耳其遵守其国际法律义务方面提出了重大法律问题。因此，《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规定了一项基本

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组织或鼓励组织非正规军或武装团

队，包括佣兵在内，侵入他国领土”。 

 此外，阿塞拜疆和土耳其都是《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公约》的缔约国。

该公约规定各国有义务预防、起诉和惩治直接或间接地非法和故意地提供或募集

资金，其意图是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或者明知全部或部分资金将用于实施，

除其他外，“意图致使平民或在武装冲突情势中未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任何其他

人死亡或重伤的任何行为，如这些行为因其性质或相关情况旨在恐吓人口，或迫

使一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第 2(1)(b)条)。 

 尽管该公约作为一项文书旨在打击犯有某些罪行的个人，而不是谈论(至少

不是直接谈论)缔约国的消极义务(本身实施被禁行为)，但必须指出，根据国际法

院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案的裁决，“如果国家因此而有义

务在其权力范围内防止其能施加一定影响力的个人实施[被禁行为]，但不被禁止

通过自身的机关或通过受其严密控制因而根据国际法其行为被归为国家行为的

个人实施此类行为，这将是自相矛盾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43，

第 113 页，第 166 段)。 

 值得一提的是，10 月 6 日，欧洲人权法院收到亚美尼亚要求对土耳其采取临

时措施的请求，原因是土耳其通过直接军事存在和部署雇佣军参与了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冲突。欧洲法院批准了这一请求，并呼吁土耳其不要采取行动助长侵犯

平民根据该公约所享权利的行为，并遵守公约规定的义务。 

 2.3. 针对亚美尼亚族人的大规模仇恨言论 

 阿塞拜疆于 9 月 27 日对阿尔扎赫和平居民发动了侵略性的军事空袭和炮击，

与此同时，对亚美尼亚族人的仇恨言论(仇视亚美尼亚情绪)铺天盖地，这些言论

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通过监测大众媒体特别是社交网络，发现了源自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仇恨言

论及煽动仇恨和鼓动暴力的言论，包括鼓动杀戮的叫嚣。与此同时，大量社交网
__________________ 

 40 联合国第 42/9 号决议“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人民行使自决权问题，”2019 年 10 月

4 日，https://undocs.org/en/A/HRC/RES/42/9。 

https://undocs.org/ch/A/HRC/RES/42/9
https://undocs.org/ch/A/RES/42/9
https://undocs.org/en/A/HRC/RES/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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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个人和团体页面传播含有仇恨亚美尼亚人言论的视频和文本；暴力场面及鼓动

杀戮和破坏的叫嚣。大量假用户配置使用亚美尼亚人的名字和姓氏，并向真正亚

美尼亚人的账户发送威胁和恐吓信息。 

 上述材料通过脸书、推特、抖音等社交媒体网络进行传播。其目标是亚美尼

亚人社交媒体用户，包括未成年人。与此同时，更具攻击性的材料通过抖音传播，

目的是在和平人群中散布恐惧和惊慌情绪。人权监察员与专家的协商表明，这一

特定社交网络比其他网络更危险，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施加控制。 

 阿塞拜疆当局协调组织下的仇视亚美尼亚情绪和针对亚美尼亚族人的大规

模仇恨言论得到独立专家的深入分析和记录，并由阿尔扎赫监察员予以公布。41  

 阿塞拜疆国家主导的针对亚美尼亚族人的仇恨言论所导致的结果，也在 2016

年 4 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爆发期间显现。阿尔扎赫监察员在其特别报告中

阐述了阿塞拜疆侵略引起的广泛人权问题，包括斩首、酷刑和肢解战斗人员和平

民的遗体，以及滥炸民用物体等。42  

 这是由来已久的仇视亚美尼亚情绪的延续，欧洲人权法院“Makuchyan 和

Minasyan 诉阿塞拜疆和匈牙利”案也证实了这一点(第 213-221 段)。这与阿塞拜

疆当局释放和颂扬 Ramil Safarov 有关，Ramil Safarov 残忍杀害了亚美尼亚军官

Gurgen Margaryan。欧洲人权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对阿塞拜疆的仇视亚美尼亚政策

不利的裁决。它不仅确认阿塞拜疆在国家层面鼓动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仇恨犯罪，

而且还裁定此种做法不可容许。 

 斯特拉斯堡法院谴责释放和颂扬一名因种族仇恨而犯下谋杀罪的人，这种做

法是造成有罪不罚气氛的危险助长因素。在该案中，欧洲法院裁定违反了《欧洲

人权公约》保障的生命权(第 2 条)，以及与第 2 条一并解读的禁止歧视的权利(第

14 条)。上述情况只是阿塞拜疆仇视亚美尼亚的宣传所致结果的一个例子。 

 土耳其政府也在散布仇恨言论。据土耳其议会议员 Garo Paylan 所述，土耳

其政府公开支持军事冲突，从事战争宣传，并公开对亚美尼亚使用好战言论。此

外，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社区在这种仇恨言论的氛围中也受到恐吓。挑衅者举着

阿塞拜疆国旗聚集在亚美尼亚主教辖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社区和在土耳其生

活和工作的亚美尼亚公民不再感到安全。43  

 所有这些因素清楚地表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针对亚美尼亚平民采用了族裔

清洗和煽动恐怖手段的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 

 41 阿尔扎赫监察员，“阿尔扎赫监察员临时公开报告阿塞拜疆组织的对亚美尼亚人仇恨言论中的
仇视亚美尼亚情绪”，2018 年 9 月 25 日，https://artsakhombuds.am/hy/document/570。 

 42 阿尔扎赫监察员，“阿尔扎赫监察员临时公开报告关于阿塞拜疆军队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平民
作为人盾并不分皂白地对其进行攻击的法律评估事实”， 2016 年 4 月 21 日，
https://artsakhombuds.am/hy/document/566。 

阿尔扎赫监察员，“阿尔扎赫监察员关于阿塞拜疆在 2016 年 4 月战争期间所犯暴行的第二次临
时报告”，2016 年 12 月 9 日，https://artsakhombuds.am/hy/document/568。 

 43 Garo Paylan - Կարօ Փայլան, “Press Statement,” 3 October, 2020,  

https://www.facebook.com/792138110876107/posts/3362613830495176/。 

https://artsakhombuds.am/hy/document/570
https://artsakhombuds.am/hy/document/566
https://artsakhombuds.am/hy/document/568
https://www.facebook.com/792138110876107/posts/336261383049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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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阿尔扎赫共和国人权监察员机构是一个按照《巴黎原则》运作的独立国家人权机

构。该机构根据《宪法》和《人权监察员法》成立于 2008 年。 

第一位人权监察员是 Yuri Hayrapetyan，任职时间为 2008-2016 年。 

第二位人权监察员是 Ruben Melikyan，任职时间为 2016-2018 年。 

现任监察员为 Artak Beglaryan，2018 年 10 月 31 日当选。 

邮寄地址：1 Knunyantsneri street, Stepanakert 375000, Artsakh 

电话：+374 (0)-47-979045, (0)-47-979046。 

电子邮件：info@artsakhombus.am  

网站：https://www.artsakhombuds.am  

推特：https://twitter.com/ArtsakhOmbuds  

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ArtsakhOm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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