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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9月 23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比利时根据第 1624(200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见附

件)。请安排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伦·玛格丽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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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6年 9月 22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信 

 

[原件：法文] 

 

 谨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转递比利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编

写的报告(见附文)。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约翰·韦贝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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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比利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的情况 

 

1.1 比利时已制定哪些措施，以便依法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行

为？还考虑采取哪些补充步骤？ 

 2002 年 6 月 13 日欧洲联盟框架决定第 4.1 条规定：“各成员国应采取必

要措施，惩处煽动实施第 1 条第 1 款及第 2 或第 3 条所指罪行的行为或其共犯

行为。” 

 比利时 2003 年 12 月 19 日颁布法律，在《比利时刑法典》中列入了针对恐

怖犯罪行为及参加恐怖团体的具体规定(第 137 至第 141 之三条)。《刑法典》中

有关共同行为人(第 66 条)和共犯(第 67 条)的各项规定也适用于恐怖犯罪行为。

这些规定的一般性条款，可用于禁止煽动恐怖主义和防止此类煽动行为。 

《刑法典》第 66 条规定： 

 “下列行为，按犯罪或不法行为的行为人处罚： 

 实施此类行为或直接合作实施此类行为； 

 通过任何方式为犯罪或不法行为的实施提供不可缺少的帮助； 

 通过捐赠、许诺、威胁、滥用职权或权力、阴谋或诡计，直接挑动这一

犯罪或不法行为； 

 通过在集会上或公共场所发表演讲，或者向公众张贴、分发、贩卖、出

售或陈列任何书写品、印刷品、图片或标志，直接挑动此类行为的实施，即

使这类挑动行为未产生效果，也不妨碍依法对挑动犯罪或不法行为的行为人

进行处罚。” 

 《刑法典》第 67 条规定： 

 “下列行为，按犯罪或不法行为的共犯处罚： 

 授意实施此类行为； 

 有意识地购置用于犯罪或不法行为的枪支、器具、或任何其他工具； 

 除第 66 条第 3 款所述情形外，有意识地帮助或协助犯罪或不法行为的

一个或多个行为人筹备、推动或完成此类行为。” 

 此外，关于禁止挑动实施犯罪或不法行为的 1891 年 3 月 25 日法律第 1条，

也可用于禁止煽动恐怖主义或防止此类煽动行为，不论是否以此种形式参与恐怖

犯罪行为，也不论此种行为是否实现。该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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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通过在集会上或公共场所发表演讲，或者向公众张贴、分发、贩卖、

出售或陈列任何书写品、印刷品、图片或标志，直接和恶意地挑动此类行为的实

施，依法构成犯罪，即使这一挑动行为未产生效果，也应判处八天至三年徒刑并

罚款 50 至 3 000 欧元。” 

 最后，比利时于 2006 年 1 月 19 日签署了《欧洲委员会防止恐怖主义公约》。

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使比利时能够尽早批准这项公约，从而补充比利时在该

领域的刑事立法规定。 

1.2 比利时已采取哪些措施，以便拒绝庇护任何据相关可靠资料被确凿认定曾

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行为的人？ 

 在这方面可列举多种措施或计划。 

• 排除庇护权 

 比利时是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第一条

第(六)款规定： 

 “本公约规定不适用于存在着重大理由足以认为有下列情事的任何人： 

 (甲)  该人犯了国际文件中已作出规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

人类罪； 

 (乙)  该人在以难民身份进入避难国以前，曾在避难国以外犯过严重政

治罪行； 

 (丙)  该人曾有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行为并经认为有罪。” 

 难民和无国籍者专员署负责透彻审查庇护申请，并查核是否存在排除条款。

排除条款在有关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案件中曾经使用，在已证实煽动恐怖主义

的案件中也可援引，属于上述规定(丙)款的范畴。 

• 修订关于引渡的立法 

 在立法方面，比利时已着手修订关于引渡的立法(1833 年和 1874 年法律)。

议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法律草案，以便在国内法规则中列入一个新的例外条款，

其中规定“比利时不引渡因政治动机或与政治罪有关的行为而被追究的人”。根

据这一修订所定的条件，如果引渡要求系针对某一国际反恐文书界定的罪行提

出，而该项文书明确禁止以罪行的政治性质为由拒绝引渡，且不能作出保留，则

例外条款即发挥作用。 

• 反激进计划 

 另外，比利时当局还于 2006 年 4 月通过了“反激进计划”，旨在全面和统筹

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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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计划以补充现有反恐措施为目的，力求达到下列目标： 

- 制定不同参与部门之间的统筹行动； 

- 协助保护民主价值观，打击社会极化现象，包括采取措施，制止煽动仇

恨及传播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 

 该计划包含七个行动重点，每个重点对应一种可能被用于煽动实施激进行

为、甚至极端主义和恐怖行为的途径(如互联网)。 

 该计划规定了一整套预防和遏制措施。 

• 先发式调查 

 如果有正当理由怀疑严重犯罪(包括涉及恐怖主义的犯罪)即将发生，或已经

实施但尚不为人知，《刑事诉讼法典》第 28 之二条第 2 款准许警察部门在检察官

事先作出书面决定的情况下，侦查、搜集、记录和处理有关数据或资料。先发式

侦查的唯一目的是以法为本，即将行为人绳之以法。 

 先发式侦查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合理的怀疑，在检察官的直接监控下尽早就打

击严重犯罪现象展开调查(不一定要涉及某种已犯罪行或某个嫌疑人)。 

 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开展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先发式侦查由联邦检察官批

准，并在联邦检察官的领导下进行(联邦检察官将在国际调查的框架内寻求司法

互助)。 

 此外，先发式侦查也是政府刑事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 

1.3 比利时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加强国际边界的安全，以便防止煽动实施一种

或多种恐怖行为的人入境，包括采取哪些措施，以打击伪造旅行证件的行为，并

尽可能改善侦查恐怖分子及确保旅客安全的程序？ 

 比利时属于申根区，一直是申根信息系统的参与国。申根信息系统使成员国

主管机关能够开展合作，交流信息，以便对有关个人和货物进行监控。应主管司

法或行政机关的要求，系统中已引入所有体貌特征。 

 最近几年为改善对申根信息系统的利用作了许多调整，在系统中引入了新的

功能，使其成为卓有成效的反恐工具。 

 在打击伪造旅行证件的措施方面，欧洲联盟 1995 年 5 月 25 日颁布的条例要

求该系统各参与国使用统一签证。上述条例规定了防止制作和使用假冒或伪造签

证的程序及详细说明。 

 在短期逗留签证的申请方面，《实施申根协定公约》规定实行双重安全标准，

其中包括国家安全标准。根据第 5 条第 1 款和第 17 条第 2 款，比利时通过申根

信息系统调阅不准入境者文档，并在规定情况下同成员国中央机关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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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也是生物签证实验计划的两个试点国家之一。该计划以建立签证申请

者的生物特征数据库为目标，下一步将扩大到八个国家，称为生物签证实验计划

二。 

 比利时还于 2004 年底引入了防伪水平很高的生物特征护照样本。 

 在实践中，边境管制由主管警察部门负责。主管警察部门每天对被认为可能

存在恐怖主义威胁风险的航班旅客名单进行审查。根据审查结果，机场警察酌情

实行管制。 

 所有与假冒或伪造证件有关的信息都将转交国家警察局负责反恐的部门，由

该部门分析在每个边境口岸收集到的资料。在这方面，“反恐打邪”中央事务处

同海洋、机场、铁路及公路警察部门开展有效协作。每个部门均设有一名反恐联

络员。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联邦警察局已经在侦查假冒证件的信息交流和培训等

方面同第三国开展双边合作。 

1.4 比利时已经参加或打算参加哪些国际努力，或打算主动采取哪些国际行动，

以便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促进了解，防止大肆诋毁其他宗教和文化的行

为？ 

 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实体(*)积极参加欧洲和国际上有关文化间和宗教间对

话、反对歧视及提倡容忍的各项工作和倡议。 

 (*) 比利时是一个联邦国家，教育和文化及相关的国际合作，均由各大区管

辖(弗拉芒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 

 在欧洲联盟内部，比利时积极参与拟订《欧盟反激进和反招募战略及行动计

划》，并在国内和国际上予以执行。 

 比利时还积极参加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工作，其目标之一正是通过建立

社会、文化及人文伙伴关系，增进欧洲地中海各国文化之间的了解和民间社会

之间的交流，拉近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比利时联邦政府及法语区

和弗拉芒语区积极支持安娜·林德促进文化间对话基金会，包括向其提供财政

支助。 

 在联合国一级，比利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不同文明联盟倡议提供实质性

支持，不仅提供了大量资金(25 万欧元，比利时是该倡议的第三大捐助国)，还对

该倡议的内容作出了贡献，向智囊团的工作提供支助。 

 在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期间，比利时外交大臣也提出了许多在欧安组织框

架内促进容忍和相互尊重的倡议，并于近期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欧安组织对不

同文明联盟进程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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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特别重视全球媒体、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中的“仇恨言论”问题，并于

2006 年 5 月 29 日在布鲁塞尔协助安排了关于“因特网和卫星电视在欧安组织成

员国人民与地中海及中东各国人民之间关系中的作用”的相关专家会议。此次会

议的成果将对不同文明联盟开展的工作作出贡献。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支持各项可推动文化间对话和促

进多样性的倡议。例如，在拟订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的两项规范性文书——《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方面，法语

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两项文书促进了各国人民的了解。同样在教科文组

织内，比利时弗拉芒语区坚决主张拟订文化间对话的项目，并将其纳入教科文组

织中期战略。 

 在欧洲委员会内，法语区和弗拉芒语区非常重视欧洲委员会在文化间对话方

面的活动。目前正在起草的《白皮书》，将本着这种精神为 2008 欧洲文化间对话

年作出贡献。 

1.5 比利时已采取哪些措施，以便制止煽动以极端主义和不容忍为动机的恐怖主义

行为，并防止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针对教育设施及文化和宗教机构进行破坏？ 

 如上文所述，比利时制定了将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定罪的立法。 

 此外，1981 年 7 月 30 日颁布的旨在禁止若干受种族主义或仇外心理影响的

行为的法律，也适用于煽动仇恨、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行为。 

 如上文所述，比利时政府通过的“反激进计划”列有预防和遏制措施。 

 该计划采取全面和统筹处理激进现象的对策，要求不同部门和机关之间进行

合作，并尽可能地在预防阶段解决问题。 

 该计划邀请不同族裔、文化和宗教社区的领导人促进相互尊重的价值观，并

谴责不容忍行为。 

 另外，《联邦反对种族主义十点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建议成立一个由

联邦警察局联邦打击网络犯罪股、因特网服务供应商协会、总检察官协会、促进

机会均等和打击种族主义中心等重要行为体组成的联盟，共同打击“网络仇恨”。

将权能及行动领域联合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处理因特网仇恨问题的有效

工作方式。 

 为促进容忍和相互尊重，鼓励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包括在学校内开展这方

面的活动，地方、社区及区域各级均提出了很多倡议。 

 弗拉芒语区通过了针对若干目标群体、特别是宗教信徒的强制融合方案，还

实行各种促进融合的倡议，例如推出以促进媒体多元化为目标的“Trefmedia”

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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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教育方面，鲁汶天主教大学从 2006-2007 学年起为比利时境内的伊玛

目开设课程。其目的是激发和吸引对伊斯兰教学民主面貌的关注，并防止极端分

子的破坏活动。 

 最后，在国家一级，博杜安国王基金会设立了伊斯兰教思考论坛，以增进对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了解，从不同角度看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1.6 比利时如何确保为执行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2 和 3段而采取的所有措

施，都符合比利时根据国际法，特别是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承担的一切

义务？ 

 作为世界上保障人权、人道权和庇护权的各类国际文书以及《欧洲保障人权

和基本自由公约》的缔约国，比利时非常重视尊重和促进人权、人道权和庇护权。 

 比利时遵循欧洲委员会人权与反恐部长理事会提出的指导原则。 

 例如，在比利时为执行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 段而采取的措施方面，应当

指出的是，2003 年 12 月 19 日颁布的将恐怖主义犯罪列入《刑法典》的法律明确

规定，不得将其条款解读为是为了削弱或妨碍如《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

第 8 至 11 条所述的基本权利或自由。 

 总体而言，各项机制都可确保在反恐领域采取的措施与可适用的国际法保持

一致。 

 例如，每一项新的立法或措施： 

 1. 首先由主管行政机关进行审查，这些机关为此设立了适当的法律部门； 

 2. 在有关情况下，可由主管的咨询委员会提出意见，例如，1992 年 12 月

8 日颁布的法律确定了保护隐私委员会的作用，对尊重隐私领域的人权具有重要

意义； 

 3. 还由行政法院进行核查，行政法院必须在任何法规条款通过之前，以王

室令或法律的形式，对这些条款提出意见； 

 4. 如果需要通过或修订法律才能采取拟议的措施，则议会主管委员会和相

关议会会议应对此进行审查。 

 可就已通过的措施在比利时提出行政或司法上诉，必要时还可在人权事务委

员会或欧洲人权法院进行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