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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普遍相信，只有上游国能够给下游国造成损害，途径是影响流往下游

国的水流的数量或者质量。但是，人们一般并没有认识到，下游国通过凭借先占

利用水流以及对水流主张权利的方法，也能够给上游国造成损害。基于对阻止未

来利用这一概念的分析，本文认为，沿岸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充分地解决所有沿岸

国的关切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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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国际水法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联合国大会（下称“联大”）在

1970 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其法律机构国际法委员会从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角度

就国际水道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在这项决议通过 40 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一

项生效的全球性条约就国际水道的管理与分享事宜作出规范。联合国国际法委员

会历经近 25 年的时间完成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下称“《水道公

约》”）的草案，将之提交联大审议。而后，联大又用了 3 年多的时间对之进行

审议。 终，在 1997 年 5 月 21 日，《水道公约》以超过 100 个成员国的绝对多

数获得通过。然而，尽管已经通过了 13 年，《水道公约》仍然没有获得使之正

式生效所必需的批准国家数目。截止 2010 年 7 月仅有 19 个国家成为《水道公约》

的当事国，而该公约的正式生效需要 35 个国家的批准文件。 

公约获得批准的进程如此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 其中 主要的一个

原因是，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同不致损害义务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是两者

之中孰更优先的问题上，许多水资源专家和水资源官员存有误解。这种误解的结

果是，人们对上游国和下游国的权利与义务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混乱。通常情况

是，下游国力挺不致损害义务。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义务能够保护他们的现

有利用，而且，对于可能影响这种现有利用并进而给他们造成损害的任何工程项

目或者措施，它能够阻止上游国进行建设或者采取。基于这一认识，下游国要求

上游国的任何活动都应当通知他们，从而确保这一活动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大

多数下游国坚持认为这是下游国的一项单边权利，而且不适用于上游国。在这一

思维支配下，人们还普遍认为，只有上游国能够给下游国造成损害，而下游国不

可能给上游国造成损害。 

相反，上游国总体上普遍认可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因为他们认为，对于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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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所涉国际水道中获得公平的分享，这一原则奠定了基础框架。他们把现有

利用仅看作是决定公平合理利用的众多因素之一。大多数上游国拒绝把他们已经

规划的措施通知下游国。因为上游国的抗辩是，下游国并没有把他们在共享河道

上已经规划的措施通知上游国。总之，每一方都认为《水道公约》偏袒对方，但

是国际水法却在实际上是支持自己一方的。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下列问题：下游国一方或者上游国一方如何能够确实影响

乃至损害另一方，特别是阐释，通过阻止上游国对共享水道之水的未来利用，下

游国能够损害上游国。 

二、上游国和下游国的获得通知权利 

前已提及，关于国际水法的一个重大误解：损害只能由上游国给下游国造成。

基于这一错误认识，一大批的水资源专家，其中既有法律工作者也有非法律工作

者，都认为获得通知是下游国的一项专属权利；这是因为只有上游国能够给下游

国造成损害。换句话说，损害只能够通过水的流动“传递”到下游国，进而相应

地，下游国没有必要就其正在建设（或者从事）的或者计划建设（或者从事）的

任何工程项目或者活动，通知上游国，因为这些工程项目或者活动根本不会给上

游国造成损害。有了这一所谓正当理由，很自然地又产生了下列论点：既然河水

已经离开了上游国的土地，那么下游国还怎么可能给上游国造成影响乃至损害

呢？ 

明显而清楚的事实是：上游国对河道利用所引起的水量和水质方面的变化，

其物理影响可能给下游国造成损害。上游国由于修建大坝、运河和输水管道，或

者由于蓄储、分流共享河流中的水，都能够减少水流的数量。上游国由于其工业

废物、城镇废水或者农业退水所造成的污染，能够对共享河流的水质产生影响。 

相对而言，下游国通过阻止上游国对水资源的未来利用而能够给上游国产生

影响，甚或造成损害，却很不明显，而且通常也并没有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影

响或者损害却是的确存在的。因为下游国的先占利用以及对该水流的权利主张，

能够阻止上游国对水资源的未来利用。下游国境内共享水道上的工程项目有助于

有关下游国在事实上获得对利用这些项目所提取的水的权利，进而有助于下游国

在法律上主张这一权利。然而，上游国未来能够利用的这些水量及其利用就这样

被下游国所阻止了。而这些下游国在抗辩上游国的请求时，通常会援引先占权原

则以及不致损害义务。也就是说，上游国根据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而对共享水道中

这部分水的一部分主张权利时，将会遭到下游国基于历史性权利、现有利用以及

不通过影响两者而造成损害义务的对抗。 

尽管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广泛了解，但是它在外交文书、学术著

作、国际法律文件、司法裁决以及工程项目中已经得到了阐释。早在 1961 年，

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同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汗默德·阿尤布·汗

针对当时的两国共享河流恒河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见交换（当时，现在的孟加拉国

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尚未建国）。在其中一份给阿尤布·汗总统的交换信件中，

尼赫鲁总理这样写道：“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指出一下。在你的信中第七段，

你仍然似乎对上游国同下游国之间的权利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意味着下游国可

以在共享河道上单方建设工程项目，而上游国则不应当有权利这样做。果真应该

如此的话，它将使得下游国能够单方创设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性权利，并让这些权

利肆意膨胀，从而彻底地阻止上游国的任何开发和利用。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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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这一观点。”[2]89 值得注意的是，同当时的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

相比，印度是恒河的上游国。尼赫鲁总理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明显地超前于他所

处的那个时代。信件这一段中“单方”和“阻止”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显示出尼

赫鲁总理对于沿岸国之间总体关系方面的，以及特别是对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

的，一种既清晰又简要的理解。 

另一起体现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的事例是埃塞俄比亚 1997年 3月 20日的

一份普通照会。她就埃及当时正在修建并将从尼罗河取水的托西卡工程项目（或

称新谷工程项目）照会埃及政府。埃塞俄比亚是尼罗河流域的上游国，而埃及则

是下游国。普通照会声明：“埃塞俄比亚希望在本照会中准确而清晰地表明，埃

塞俄比亚将不允许其对于尼罗河之水的份额受到诸如托西卡工程项目一类的既

成事实的影响。关于托西卡工程项目，埃塞俄比亚既没有受邀参与会商，也没有

接到任何通知。”在对该普通照会这段内容以及托西卡工程项目的评论中，约

翰·瓦特柏利（John Waterbury）教授这样写道：“首先，修建那些使用大量的

水的工程项目可以成为或者将成为基于已有使用而主张新的先占权的基础。在埃

塞俄比亚看来，埃及在新谷（或者通过和平运河在西奈）的行为抢先剥夺了埃塞

俄比亚利用尼罗河之水的权利。如果优先适用‘先到先得’原则，那么，埃塞俄

比亚为了保护埃及在新谷或者西奈项目上的尼罗河使用权，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

工程项目。也就是说，为了不给埃及造成损害，埃塞俄比亚自己则将遭受重大损

害。”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些观点，瓦特柏利教授继续写道：“基于在这一工程项

目上同埃及的辩论，可以确立的是，与地里逻辑相反，下游国通过抢先剥夺上游

国的选择机会，简言之就是通过阻止未来利用，能够给上游国造成明显损害。”
[3]84-85 与上文所引用的尼赫鲁那一段相似，埃塞俄比亚使用的“既成事实”这一

术语以及瓦特柏利教授使用的“抢先剥夺”和“阻止”，明确地表达了下游国的

工程项目对于上游国的影响的理解。 

基于同样的思路，斯蒂芬·麦卡弗里（Stephen McCaffrey）教授提出了下列

问题：“如果一个下游国持续不断地开发水资源以致于达到了阻止一个上游国对

国际水道未来的其他合理利用的程度，难道这还不构成对上游国的‘重大损害’

吗？由此，下游国就其计划的新项目难道不应当对上游国承担任何程序上的义务

吗？”对于这两个问题，麦卡弗里教授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归纳道：“正

如上游国的利用可能会给一个下游国造成损害一样，如果为了下游国的利益而限

制上游国的现有利用或者将来利用，那么，一个上游国也可能遭受损害”。[4]788 

瑞士 高法院于 1878 年判决的斯威里康大坝案（Zwillikon Dam Case）也涉

及到了这一问题。该案发生于瑞士苏黎士州的斯威里康和阿沟（Aargau）两个村

庄之间；这两个村共享一条名为约拿巴克（Jonabach）的溪流，斯威里康村地处

上游，而阿沟村位于下游。上游的斯威里康村在溪流上修建了一座水坝，但是它

的这一行为遭到了下游的阿沟村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阿沟村对于溪流享有既

得权利，而这一权利将会遭受来自大坝的不利影响。瑞士 高法院的观点是：“当

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成员间关系发生争议时，应当适用源于睦邻法则的国际法规

则。根据这一规则，一方在行使自己的任何权利时都不得影响他的任何邻居的权

利。两者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必须根据有关具体情况，找到

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5]39-40 因此，瑞士 高法院早在 1878 年就宣告，所有

的沿岸者在使用共享河流方面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应当理解为合理的安排方

案。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平等性和共同接受的安排方案这两项要素确确实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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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使用这一概念的基石。 

除了上面已经讨论的国家实践、学者评论和司法裁判以外，还有一些条约规

定了下游国给上游国造成损害的事项。涉及阻止未来利用概念的 新一项条约是

2002 年 5 月《塞内加尔河水事宪章》。它由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缔结，

而后几内亚于 2006 年加入而成为当事国。就沿岸国之间分配塞尔加河水资源事

宜，宪章第 4 条列举了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中包括这样一项原则：“每一沿岸

国在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可用水量和/或实施未来工程项目可能性的活动或者工程

项目之前，负有通知其他国家的义务”。该段明确保护塞尔加河的所有沿岸国，

无论是上游国还是下游国，从而使得上游国几内亚和马里在《宪章》中获得了来

自下游国（即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用于保护其权利的清楚而明示的承诺。 

根据上述文献资料进行判断，可以发现，关于下游国如何能够通过阻止上游

国未来利用的途径影响上游国，有一个不断得到更多理解的过程。正如下面将要

讨论的，尽管上述文献资料并没有援引任何国际法律文件，但是仔细阅读一些国

际法律文件就会发现，国际法律文件并不是没有考虑这一问题。 

三、《赫尔辛基规则》和《水道公约》之下的沿岸国关系 

在联大于 1997 年通过《水道公约》之前，《关于国际河流之水利用的赫尔

辛基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赫尔辛基规则》）是国际水法领域 具权威的

文件。它由国际法协会在 1966 年通过，为国家、学者广泛接受和引用，并被视

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然而，《赫尔辛基规则》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这是因为

国际法协会是一个非官方的、非政府的组织，尽管国际法协会的学术成果在事实

层面上对国际法的发展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赫尔辛基规则》中所反映的国际法协会的研究成果，其核心是公平合理利

用原则。的的确确，该规则中所列举的用于决定什么构成公平合理原则的事实因

素目前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和援引；而且，总的来说，在 30 年后的《水道公约》

中又一次得到了重述。这些事实因素包括流域的地理、水文和气候条件，过去的

和现有的利用，每一流域国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以及依赖于该流域的人口。它们同

时还包括其他资源的可得性，替代措施的成本，不必要浪费的避免，流域国之间

的补偿实践，以及，在不对其他流域国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下，可以满足一个流

域国需要的程度。《赫尔辛基规则》中并没有关于对下游国不致损害义务的任何

条款。唯一提到的就是有关公平合理利用的事实因素中考虑了现有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赫尔辛基规则》项下的通知请求权并没有对上游国和下游

国作出区分。该规则第 29 条要求：“一个国家，无论他在一个集水区流域的位

置如何，对于可能会改变流域机制并可能引发……争端的任何拟议建设或者安装

活动，应该特别通知那些利益可能遭受重大影响的其他流域国”。该规则第 3
条还将“流域国”界定为“其领土包括一个国际集水区流域的一部分的国家”。 

前已提及，《水道公约》总的来说在第 6 条中对《赫尔辛基规则》关于公平

合理利用的事实因素给予了重述。的确，《水道公约》承认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间组织对这一领域的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所做出的富有价值的贡献。

不过，与《赫尔辛基规则》不同的是，除了关于公平合理利用事宜的第 5 条和第

6 条以外，《水道公约》还有一条关于不致重大损害义务的单独条款。[6] 

《水道公约》第 7 条就不致重大损害义务作出了规定。该条要求水道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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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适当措施，从而防止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就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和不

致损害义务原则这两项原则中哪一个具有优先地位达成一致意见，实践证明是非

常困难的；而且，这一问题在起草《水道公约》工作的 23 年中，也一直困扰着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的先后七个总报告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有着

互不相同的意见：要么将两项原则并列，要么让一项原则从属于另外一项原则。

联合国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曾经就这一问题召开工作组全体会议进行讨论。

情况是，工作组中沿岸国关于这两项原则的针锋相对的意见主导了讨论。前已论

及，下游国倾向于支持不致损害原则，因为这一原则可以阻止既有利用免遭因上

游国采取行动而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反，上游国倾向于赞成公平合理利用原则，

理由是对于那些可能影响下游国的活动，这一原则为上游国利用其对国际水道的

共享权益提供了更大的范围。经过冗长的争论，工作组 终就这两项原则之间的

关系达成了妥协意见。就关于公平合理利用的第 5 条和第 6 条以及关于不致重大

损害义务的第 7 条，该妥协意见对它们进行了处理和联系。第 7 条的新措词要求

造成重大损害的国家“适当顾及第 5 条和第 6 条规定”，采取措施消除或者减轻

这种损害。正如前面所讲，第 5 条和第 6 条是关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规定。这

一新措词为上游国和下游国双方共同接受。因为“许多下游国认为这一新的表述

方式是完全中性的，不会使人认为不致损害规则从属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而许

多上游国的认识却恰恰相反，即，这一表述方式足以有力地支持不致损害规则从

属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这一观点”。[7]13 尽管这一妥协性表述为联大在 1997
年 5 月 21 日通过关于《水道公约》的决议扫清了道路，但是误解似乎随后再次

出现并且很快蔓延开来，从而使得《水道公约》的生效进程变得如此缓慢。 

然而，尽管现在使用的是这一妥协性表述，国际法领域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

《水道公约》已经将不致重大损害原则从属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1][7][8][9][10] 这
一结论是基于对《水道公约》第 5、6 和 7 条的认真研读。第 6 条列举了一系列

决定公平合理利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了：⑴“一个水道国对水道的一种或多

种使用对其他水道国的影响”；以及⑵“对水道的现有和潜在使用”。在确定是

否给其他沿岸国造成重大损害时，还需要将这两项因素中的同质项与其他因素结

合起来运用。因为可以通过剥夺其他沿岸国享有水流从而影响他们的现有利用的

途径，造成损害。 

更为重要的是，《水道公约》第 7 条第 1 款要求水道国承担义务，在其境内

利用国际水道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防止对其他水道国造成重大损害。一旦发生

了给其他水道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公约第 7 条第 2 款要求造成损害的国家

“适当顾及第 5 条和第 6 条的规定，同受到影响的国家进行协商，采取一切适当

措施，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讨论补偿的问题”。前已提及，

公约的第 5 条和第 6 条规定的是公平合理利用。而在这里，第 7 条第 2 款是要求

在对其他水道国已经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时，适当顾及第 5 条和第 6 条的规定。

该款还表明，在某些情形下，例如补偿的可能性可以考虑的情形下，造成损害也

是可以容忍的。自然而然地，仔细研读公约的第 5、6 和 7 条必然得出这一结论，

即，不致重大损害义务已经的的确确地从属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因此，可以得

出类似于《赫尔辛基规则》的这样一个结论：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水道公约》

从而也相应地是国际水法的基础性和指导性原则。 

在肯定这种思维方式后，查尔斯·伯恩（Charles Bourne）教授指出：“不

过，先占学说如今几乎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反对，而公平利用学说则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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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平利用学说，每一沿岸国永远有权享有‘在有益性使用国际集水区流域之

水方面的合理和公平份额’，而且，‘过去对流域之水的使用，特别是包括既有

使用在内’，仅仅是确定有关国家份额时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8]158 

卢修斯·卡佛里克（Lucius Caflisch）教授则更进一步。他认为：由于大多

数河流流域的典型地形特征——上游国位于山区而下游国则地处平原，国际河道

现有的主要使用者通常是下游国。在他看来，如果不致损害原则优先于公平合理

利用原则，那么，这将会十分有利于下游国而不利于上游国，而“任何新的国际

成员，尤其是位于上游的新的国际成员，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受到阻碍”。[7]13 

关于这两项原则之间的关系，麦卡弗利教授这样评论道：“……一方面，不

致损害原则并不具有成为一项独立的规范的资格；另一方面，它既不包含一项绝

对的标准，也不能在两者相互发生冲突时取代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相反，在有关

国家之间发生争执时，以及，事实上，或许禁止某种形式的严重损害时，[不致

损害原则]起到的是一种辅助性作用。”[10]408 

在通知其他沿岸国的事宜上，《水道公约》第 12 条规定：“对于计划采取

的可能的措施，一个水道国在予以执行或允许执行之前，应当及时向那些国家发

出有关通知。”因此，公约并没有限于仅向下游国发出通知。此外，它规定的是

“对其他水道国”的重大不利影响。的确，公约甚至并没有在任何条款中使用“下

游”国和“上游”国的术语。在所有的条款和段落中，它使用的是“水道国”这

一表述。公约第 2 条将水道国定义为“部分国际水道位于其领土内的本公约缔约

国……”。值得注意的是，《赫尔辛基规则》强调，无论一个国家在一个集水区

流域的位置如何，他都享有通知请求权，因此，它比《水道公约》更进一步。 

除了上述讨论之外，还应该强调的是，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既包括

上游国也包括下游国在内的共享水道所有沿岸国的合作与睦邻基础之上的。这些

基本原则，正如《水道公约》所列举的，呼吁所有沿岸国着眼于实现国际水道的

佳和可持续的利用并从中受益，经常地交换数据资料，参与国际水道的使用、

开发和保护。在《水道公约》通过后的仅几个月，国际法院就有了对这些原则予

以详明阐释以及强调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首要地位的机会；对此，下文将详加讨

论。 

四、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 

1997 年 9 月，国际法院对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之间的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

目案作出判决；[11] 此时，是联大通过《水道公约》之后的第 4 个月。盖巴斯科

夫-拉基玛洛项目案是第一起提交国际法院并由其作出判决的国际水事争端案

件。该案争端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其中包括条约法，国家责任，环境法，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国际水道。[12]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于 1977 年缔结了一项条约，规定在多瑙河上修

建两个船闸系统。本案争端起因于此。项目建设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但是，

到了 80 年代中期，匈牙利境内的环境保护组织声称船闸系统具有不利影响，于

是开始抗议项目的建设，并迫使匈牙利政府在 1989 年停止了项目建设。捷克斯

洛伐克坚持认为该项目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并且单方决定实施一项临时替代方

案；该方案由完全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上的一座船闸系统构成。然而

这意味着，大部分多瑙河水将被截（引）入 1997 年条约规定的、位于捷克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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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境内的溢水河道。捷克斯洛伐克声称，根据 1977 年条约，这一方案是公平

的。1991 年 5 月，匈牙利决定终止 1977 年条约，并且援引了几乎所有能够终止

条约的理由，既有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项下的理由，也有生态上的必

要性。当年 10 月，捷克斯洛伐克对临时替代方案予以实施，将大部分多瑙河水

截（引）到了溢水河道。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于 1992 年 12 月分立为捷克共和国和

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国家，以及斯洛伐克根据约定继承工程项目中属于捷克斯洛

伐克的部分，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多瑙河上筑坝并将

多瑙河水截（引）入其境内。基本上是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下，两国于 1993 年

4 月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简要地讲，国际法院于 1997 年 9 月作出了判决。判决匈牙利无权以环境上

的理由而于 1989 年中止或者放弃工程项目中的工作，而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

后来的斯洛伐克）也无权运行基于未经匈牙利同意所制定单方方案的项目。国际

法院进一步认定，匈牙利既无权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项下的任何理由也无

权基于生态上的必要性而终止 1971 年条约，因而它判决 1977 年条约仍然有效。

国际法院判决，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必须根据当前形势进行善意协商，必须根据他

们可能商定的形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 1977 年条约目标的实现。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涉及了一个沿岸国给其他沿岸国造成损害的问题，并将这

种损害归结为对一个沿岸国所享有的公平合理利用共享水道的权利（国际法院称

之为“基本权利”）的剥夺。国际法院表明，它“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单方控制

共享资源，从而剥夺了匈牙利对多瑙河自然资源所享有的公平合理的共享份额的

权利……，因此，他违背了国际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则”。接着，国际法院进一步

强调了公平合理使用这一概念。针对本案工程项目，它提出，“对于以一种协调

的单个项目形式所体现的使用、开发和保护水道的多功能项目，应当以一种公平

合理的方式予以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并未提及对其他沿岸国的不致

损害义务。通过将之同所有沿岸国平等的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国际法院进一步

强调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国际法院援引了它的前身——国际常设法院——在

1927 年的一份判决。国际常设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对于适航河流的集体利益

构成一项共同法律权利的基础。这种共同法律权利的基本特征是，在全段河道的

使用者中间所有沿岸国完全平等，而且排除一个沿岸国在对其他沿岸国的关系中

享有任何优先权利”。 

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中，国际法院确认了国际水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

所有沿岸国（无论是下游国亦或上游国）在利用共享水道方面具有平等地位，以

及，不承认一个沿岸国所实施的可能导致剥夺其他沿岸国应当享有的公平合理的

相应水道共享份额的权利的单方行为。 

五、世界银行的政策和程序 

世界银行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运行初期，就遇到了来自国际水道工程项目

的挑战。[13] 随着国际河流上灌溉、水力发电和供水工程项目建设的进行，这些

挑战开始出现。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并且深知自己作为国际金融合作机构

的独特性，因此要求自己在处理这类工程项目时格外谨慎。事实上，《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协定》本身（第 3 条第 4 节第 5 项）就要求世界银行“……并应当兼顾

贷款项目所在地会员国及全体会员国的利益，妥慎办理”。 

世界银行于 1956 年发布了它的第一份关于国际水道工程项目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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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策文件在 1965 年进行了修改和凝练，而后又于 1985 年得到了详尽完善。该

政策文件的现行版本是 2001 年制定的《业务政策和世行程序（7.50）：国际水

道项目》（以下简称“《世行政策》”）。[13] 

《世行政策》认为所有沿岸国的合作和善意为有效利用和保护水道所不可或

缺。它接着指出，世界银行高度重视沿岸国为此目的而达成的妥善协议或者安排，

并声明愿意帮助沿岸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合作的基础既包括互惠，也需要避

免一个或者一些沿岸国的单方面行动。《世行政策》还规定，一项国际水道工程

的国际因素应当尽可能在该工程周期的早期予以处理。预期的借款人应当将拟议

项目及其细节情况告知其他沿岸国（包括上游国和下游国）。通知的内容应当尽

可能包括现有的、充分的技术标准、信息以及其他资料（下称“项目详情”），

从而能使其他沿岸国尽可能准确地判断，拟议工程是否会通过剥夺其对水资源的

利用、污染或者其他方式而具有造成实质损害的潜在可能性。至于实际上下游国

是否被剥夺利用或者上游国被阻止未来利用的问题，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受通知的沿岸国被给予一个合理的期间进行答复。该期间从两个月到六个月

不等，长短取决于工程的性质。如果预期的借款方告知世界银行他不愿意自己发

出通知，世界银行通常情况下会代表该借款人发出通知。不过，如果预期的借款

方不仅自己不愿意发出通知而且也反对世界银行代表他发出通知的话，那么，世

界银行将停止有关项目的实施。考虑世界银行作为国际金融合作机构的性质，以

及维持沿岸国之间睦邻关系并防止他们之间发生争端的需要，世界银行的这一规

定是适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应地，《世行政策》要求所有沿岸国，不论是

上游国还是下游国，就项目事宜得到通知。 

在国际水道工程项目方面，世界银行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因此，它

的融资项目对上游国的影响已经司空见惯，并且逐渐得到了理解。总结这些实践

经验，可以明显地看到，正如上游国通过影响下游国的现有利用的途径，能够给

下游国造成损害一样，下游国也能够通过阻止上游国未来利用以及剥夺上游国对

共享水道的公平合理利用权利的途径，给上游国造成损害。需要对此补充说明的

是，《世行政策》在这一领域的实践运用还验证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同不致损害

义务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同国际法院判决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基于这

些实践经验以及前面讨论的基本原理，《世行政策》符合国际水法，要求既通知

下游国也通知上游国，向他们提供工程的详细信息，从而使他们能够评估拟议工

程对他们利益的影响。例如，湄公河 6 个沿岸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就其在湄公河

上的工程项目，都应该通知其他 5 个沿岸国，而不论这 5 个沿岸国在该河上的位

置如何。同样地，尼罗河 10 个沿岸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就其在尼罗河上的工程

项目，都应该通知其他 9 个沿岸国，无论后者是白尼罗河的沿岸国还是青尼罗河

的沿岸国。因此，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在通知以及处理来自任何一方的反对意

见的程序方面，世界银行无论对下游国还是对上游国都是平等对待的。 

六、世界银行政策的实施：巴尔代雷大坝项目 

索马里的巴尔代雷大坝和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过程，充分从实践的角度

阐释了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该项目包括修建一座大约 600 米长、75 米高的

多功能大坝，用以调节朱巴河的流量、进行水力发电以及控制洪水。它还包括修

建供大约 5000 公顷土地利用的灌溉和排水系统。拟建大坝位于索马里境内巴尔

代雷镇上游 35 千米的朱巴河上。朱巴河的流量主要来自格纳莱河、谢贝利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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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河三条支流，发源于埃塞俄比亚。达瓦河是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的界河。这

三条支流在索马里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边界附近的多洛汇集，形成朱巴河干

流，流经索马里后注入印度洋。[14]221-222 因此，埃塞俄比亚是上游国，索马里则

是下游国，而肯尼亚则因支流达瓦河也是沿岸国。关于朱巴河，既没有签订任何

条约，也没有任何流域性管理安排。 

项目的启动始于 1983 年。随着在 1985 年通过了《世界银行政策：国际水道

项目》（前已提及），世界银行通知索马里，后者需要将项目情况通知朱巴河的

其他沿岸国——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由于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关系非常

紧张，索马里请求世界银行代表自己向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发出通知。值得注意

的是，对于世界银行关于需要向处于朱巴河上游的沿岸国埃塞俄比亚发出通知的

要求，索马里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评论意见。 

接着，世界银行于 1986 年 9 月就拟建巴尔代雷大坝项目向埃塞俄比亚政府

发出通知。为了使得埃塞俄比亚能够就项目的可能影响作出自己的判断，通知提

供了项目的基本设计信息（“项目详情”），并且说明根据世界银行的判断，项

目不会对埃塞俄比亚造成明显损害。根据当时的《世界银行政策》，通知要求埃

塞俄比亚在 6 个月的期间内（也就是在 1987 年 4 月之前）提供她可能提出的任

何评论意见。 

在 1987 年 3 月的回复中，埃塞俄比亚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埃塞俄比亚具有

利用朱巴河所有水量用于灌溉和水电开发的潜能，该项目没有考虑埃塞俄比亚现

有和将来的灌溉和水电开发因素。她还提供了其利用朱巴河水的一些基本计划和

数据。埃塞俄比亚的结论性意见是，鉴于巴尔代雷大坝项目将会剥夺她对朱巴河

水的权利，因此，该项目对她的利益将会造成重大损害。埃塞俄比亚政府建议，

本着达成一项对于两个沿岸国相互满意的协议出发，两国就朱巴河水的使用以及

每个国家将会分配得到的水量事宜先行协商。肯尼亚也就该项目获得了通知，但

是她没有回复。 

世界银行认为，埃塞俄比亚对于通知的回复构成对拟建项目的反对。世界银

行关心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未来利用对项目是会否造成实质性损害。然而，埃塞俄

比亚的回复表明，项目将会对她未来利用朱巴河水产生不利影响。就本质而言，

埃塞俄比亚的回复在部分上体现了她对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的理解。事实上，

作为尼罗河的上游国，埃塞俄比亚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就反对埃及和苏丹在

尼罗河水分配事宜上的双边协商，反对埃及境内的阿斯旺大坝，反对苏丹境内的

罗赛雷斯大坝。前已提及，埃塞俄比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反对埃及境内的托西

卡工程项目。埃塞俄比亚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工程项目将会创设先占用水，而先

占用水以后又将会被埃及和苏丹主张成既得权利，从而阻止埃塞俄比亚的未来利

用。这些相同的理由构成埃塞俄比亚反对巴尔代雷大坝项目的基础。 

鉴于埃塞俄比亚反对巴尔代雷大坝项目，世界银行提议，就朱巴河水的分享

事宜，索马里应该同埃塞俄比亚进行协商。索马里既没有听从同埃塞俄比亚进行

协商的提议，也没有利用第三方斡旋的方式就埃塞俄比亚所提出的问题促成一项

解决方案。相反，索马里建议世界银行应该对埃塞俄比亚的反对和主张作出自己

的评估。埃塞俄比亚的协商提议反映了她在反对意见上的谈判诚意，使得世界银

行不得不予以重视。 

针对有一个或者多个沿岸国反对的问题，《世行政策》就处理事宜作出了详



 

 - 10 -

细规定。它规定，如果有沿岸国反对拟建项目，项目组应当向银行高级管理层提

交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⑴沿岸国反对意见的性质。⑵银行职

员对所提反对意见的评估，包括反对理由以及任何现有的支持性资料。⑶关于拟

建项目是否给其他沿岸国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职员评估，或者关于其他沿岸国

的可能用水是否会对项目造成重大损害的职员评估。⑷这种情势是否要求银行在

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敦促有关沿岸国通过友好方式（例如谈判、协商和斡

旋等）解决有关问题；一旦其他沿岸国的反对意见得到证实，通常会诉诸这些友

好方式解决。⑸反对意见是否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从独立专家那里获得另外一

份意见是明智的；《世行政策》对此有详细规定。前已言明，《世行政策》并没

有对上游国和下游国进行区分，而是要求向两者都发出通知。前面讨论的程序也

确认了这一思维。事实上，上述备忘录内容的第三项要求中所使用的“其他沿岸

国的利益”的表述，除了其他解释内容以外，已经通常被解释为包括下游国的阻

止未来利用。 

在提交前面所说的备忘录之后，世界银行高级管理层可以根据项目和反对意

见的具体情况，作出下列决定：⑴继续实施项目；⑵将问题提交给 高级别的世

界银行项目审查委员会——操作委员会；或者⑶寻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在埃塞俄比亚反对巴尔代雷大坝项目的情形下，第一次出现了世界银行是否

应该根据《世行政策》的规定寻求独立专家意见的问题。经过广泛的内部讨论，

世界银行决定通过任命独立专家而启动程序，要求独立专家就埃塞俄比亚对巴尔

代雷大坝项目的反对意见提出咨询意见。经过精心而全面的准备，世界银行在

1988 年 10 月正式任命了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劳埃德·阿·达奇（Lloyd A. 
Duscha）、布恩罗德·宾森（Boonrod Binson）博士和丹特·卡斯伊洛（Dante 
Caponera）博士；其中，前两位是工程师， 后一位是水法专家。达奇被其他两

位专家推选为首席专家。这些独立专家的职责任务是：⑴研究沿岸国反对意见的

性质。⑵评估拟建项目是否会给其他沿岸国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者评估其他

沿岸国的用水是否会对项目造成损害。⑶就沿岸国反对意见性质的职员评估提出

意见。特别是，专家们需要审查项目详情和进行其他研究，以及审查埃塞俄比亚

的反对意见，并且在必要的情形下，采取措施，核实埃塞俄比亚所主张的对朱巴

河及其支流的过去和拟议使用。专家们还将评估项目在下列情形下的可行性：由

于埃塞俄比亚的活动，造成拟议巴尔代雷大坝的水流出现枯竭、减少或者发生改

变。为了保证专家们的独立性，专家们受主管经营业务的高级副行长的节制，而

不是受负责项目正在实施地区的非洲区的副行长的节制，并受命向该高级副行长

报告。除此之外，世界银行还确保项目同任何一个专家的任何方面都不存在利益

上的冲突。专家们的职责任务还包括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可能实地

考察。 

项目所有的报告、资料和数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反对意见都提供给了独立专

家们。经过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专家们于 1989 年 5 月的 后一个星期会面并

进行讨论， 终在 5 月 31 日完成报告并提交给了世界银行。[15] 报告不仅讨论

了与项目有关的技术问题，还讨论了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独立专家们考察了同

三个沿岸国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量公约与条约，还研究了惟一一项同朱巴河直接有

关的条约。该直接条约由埃塞俄比亚帝国与肯尼亚共和国在 1970 年 6 月 9 日签

订于肯尼亚的孟巴沙，是一项关于尊重两国之间边界的条约。它对巴尔代雷大坝

项目没有影响。只是它在第 7 条规定，对于莫卡里（Malka Rie）与莫卡马里（Ma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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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之间的达瓦河，应当允许开挖运河排洪，用于种植业，但是不得建设任

何可能有损于下游供水或者可能改变水道的工程。此外，专家们发现埃塞俄比亚

和索马里都是 1968 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的缔约国。公约要求缔

约国就水资源工程项目的计划和开发事宜进行协调，相互之间进行协商，并且建

立国家间委员会来研究并解决因对这些资源的共同利用而产生的问题，促进这些

资源的共同发展和保育。 

独立专家们认为，巴尔代雷大坝不会对埃塞俄比亚或者肯尼亚造成明显的物

质损害，这是因为大坝地处这两个国家的下游，而且该水库的库区完全位于在索

马里境内。银行职员的分析认为，由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取水和蒸发，造成年平

均径流量减少 20-36%；对此分析，专家们表示同意。专家们进一步注意到：“不

管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如何，[流量减少]在项目的经济性生命周期内要发展成为对

项目具有不利影响的因素，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在项目的物理性生命周期

内，它可能成为一个事实。”专家们还注意到，减少索马里境内朱巴河上游的流

量，从而给项目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样重要的是专家们的这一意

见，即，由于索马里凭借因时效而取得的事实性权利，项目对埃塞俄比亚而言会

造成损害。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又与国际水法原则的常见讨论联系起来了。在这

种联系方面，专家们的观点是：“现有的合理利用应当考虑一个共同流域国家正

当的未来要求，尽管该流域国目前在其境内没有对同一水资源进行开发”。专家

们还强调了根据国际水法原则来处理三个沿岸国之间对朱巴河水的公平合理利

用问题，并且认为这些沿岸国家之间本着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的目标进行协商是

必不可少的。 

独立专家们这样总结，一方面，从提供给他们的资料来看，银行职员在评估

过程中进行了合理而谨慎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尤其缺乏埃塞俄比亚实际情况

或其未来计划的直接资料，独立专家们没有办法去辨析银行职员所作出的结论，

故不予置评。 

就这样，独立专家们确认了银行的决定，即，项目不会对埃塞俄比亚造成明

显的损害，也不会因埃塞俄比亚的可能用水而遭到损害。实质上，专家们的结论

是，无论项目会帮助索马里创设一种对朱巴河水的什么样的“因时效而取得的事

实性权利”，这一水权仍然应该限于索马里的公平份额范围之内，而且不应该剥

夺埃塞俄比亚的公平合理份额。然而，专家们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两项事实

或者因素，即，提供给他们的资料，以及，缺乏埃塞俄比亚实际情况的直接资料。

尽管可能的实地考察被列入了专家的职责任务，但是实际上并未进行。 

在独立专家们提交报告的几个月后，索马里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开始恶化，其

结果是世界银行停止了这一项目的实施。 终，索马里的国内形势终止了巴尔代

雷大坝项目的实施，同时也终止了世界银行在索马里的全部业务。对于世界银行

不顾埃塞俄比亚的反对意见而继续实施项目，试想一下埃塞俄比亚将会作出什么

样的反应，试想一下世界银行将会如何处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任何进一步回应或

者反对，这将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关于国际水道上的世界银行项目，沿岸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银行面临

的一项重大挑战。然而，这些项目不仅给世界银行提供了实际应用所有沿岸国平

等这一概念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实际推行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的创新性探索

和程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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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前面关于外交文书、学术著作、司法裁决、条约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以及巴

尔代雷大坝项目所展示的世界银行政策和实践的讨论，清晰地表明损害是双向

的。正如上游国通过干扰共享河流的流量或者污染共享河流之水的途径，能够给

下游国造成损害一样，下游国也能够通过先占用水以及主张对该水的权利而阻止

上游国未来利用的途径，给上游国造成损害。早在 50 年前，尼赫鲁总理就用一

种雄辩而简明的方式提出了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他阐释了上游国的单边行为

如何能够创造历史性权利，而历史性权利又将会阻碍上游国的开发和利用。对于

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的萌芽和产生，以及它的逐步形成和广为理解，这一声明

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尼赫鲁这一声明 5 年后的 1966 年，国际法协会通过其《赫尔辛基规则》

说明，无论一个沿岸国处于共享河流的什么位置，其行为都能够影响其他沿岸国。

因此，规则呼吁通知那些利益可能受到重大的影响的任何沿岸国。在《赫尔辛基

规则》的基础上，《水道公约》彻底避免使用“上游国”和“下游国”这两个术

语，而代之以语义宽而中性的“沿岸国”这一术语。类似地，《水道公约》要求

通知其他水道国，而这实际上是指下游国和上游国两者。《塞内加尔河水事宪章》

遵循同样的思路，它要求对于任何可能影响可用水量和/或实施未来工程项目可

能性的活动或者工程项目予以通知，从而既保护下游国也保护上游国。 

世界银行的政策、程序和实践对于厘清和阐明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也做出

了重大贡献。《世行政策》项下通知请求权对于包括下游国和上游国在内的所有

沿岸国的实践应用，为厘清这一概念的基本原理提供了机会。对于解释阻止未来

利用这一概念同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国际法院所宣称的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

——之间的密切关系，《世行政策》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在巴尔代雷大坝项目中，

上游国埃塞俄比亚不仅收到了通知，而且还对该目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一反对意

见既为世界银行提供了挑战也提供了机会。挑战的方面同下列事实有关，即，在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并没有关于任何沿岸国反对意见的业经确立的国际水法原

则，更不用说关于上游国的了。以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原则为指南，根据其作为国

际金融合作机构本身的特征和实践需要，世界银行应对着这一挑战。它 终利用

制定《业务政策和世行程序（7.50）：国际水道项目》的机会，厘清了阻止未来

利用这一概念，并且为其广为理解、阐释和逐渐发展做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

对巴尔代雷大坝项目的反对意见来自这样一个上游国：她通过处理同尼罗河下游

国之间的关系，对这种问题已经非常熟悉。正如早前揭示的，埃塞俄比亚在这方

面的立场业已是它“将不允许自己对尼罗河水的分享份额受到既成事实的影响”。

还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专家们在处理“因时效而取得的事实性权利”时，运用类

似方法讨论了阻止未来利用事宜。如同国际法院在 10 年后就盖巴斯科夫-拉基玛

洛项目案作出判决时一样，专家们还强调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过，实质上，

专家们的结论意见是：无论项目会帮助索马里创设一种什么样的水权，这一水权

仍然应该限于索马里的公平份额范围之内，而且不应该阻止埃塞俄比亚的未来利

用。 

对阻止未来利用这一概念进行厘清和阐释，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任何沿

岸国，无论其在共享水道上的位置如何，其所实施的行为都将会影响所有的其他

沿岸国。反过来，这又加强了国际水法的这一基本原则：包括上游国和下游国在

内的所有沿岸国的合作与善意，是有效利用、公平分享以及合理管理共享水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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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在建立包括所有沿岸国在内的有关数据和资料交换，共同项目和方案

的计划和执行，以及解决争端的机制中，这种合作得到了适当体现。一个全面而

有效的机制，应该以一种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合理处理所有沿岸国的关切和需要。

据此，合作不应该在沿岸国中做出上游国和下游国的区分，并且能够因此进行关

于一个沿岸国能够确实给另一沿岸国造成损害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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