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T-2005/CONVENTION DIVERSITE-CULT REV.

u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巴黎，2005 年 10 月 20 日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 2005 年 10 月 3 日至 21 日在巴黎举行第三十三届会议，

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
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
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
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忆及在民主、宽容、社会公正以及各民族和各文化间相互尊重的环境中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
多样性对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颂扬文化多样性对充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公认的文书主张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所具
有的重要意义，

强调需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战略要素纳入国家和国际发展政策，以及国际发展合作之中，同时
也要考虑特别强调消除贫困的《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 年），

考虑到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特
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承认作为非物质和物质财富来源的传统知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原住民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其
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及其得到充分保护和促进的需要，

认识到需要采取措施保护文化表现形式连同其内容的多样性，特别是当文化表现形式有可能
遭到灭绝或受到严重损害时，

强调文化对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发挥其社会作用所具有的
潜在影响力，

意识到文化多样性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得到加强，通过文化间的不断交流和互动得到滋养，
重申思想、表达和信息自由以及媒体多样性使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在社会中繁荣发展，
认识到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各民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
分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忆及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并重申教育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考虑到文化活力的重要性，包括对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人群中的个体的重要性，这种重要的活
力体现为创造、传播、销售及获取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自由，以有益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强调文化互动和文化创造力对滋养和革新文化表现形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它们也会增强那
些为社会整体进步而参与文化发展的人们所发挥的作用，

认识到知识产权对支持文化创造的参与者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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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视为仅具商业价值，

注意到信息和传播技术飞速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为加强各种文化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条件，但同时也对文化多样性构成挑战，尤其是可能在富国与穷国之间造成种种失衡，

意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的特殊使命，即确保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建议签订有助于
推动通过语言和图像进行自由思想交流的各种国际协定，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有关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种国际文书的条款，特别
是 2001 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通过本公约。
第一章

目标与指导原则

第一条

目

标

本公约的目标是：
（一）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二） 以互利的方式为各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自由互动创造条件；
（三） 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保证世界上的文化交流更广泛和均衡，促进不同文化间
的相互尊重与和平文化建设；
（四） 加强文化间性，本着在各民族间架设桥梁的精神开展文化互动；
（五） 促进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对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尊重，并提高对其价值的认识；
（六） 确认文化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并支持为
确保承认这种联系的真正价值而在国内和国际采取行动；
（七） 承认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具有传递文化特征、价值观和意义的特殊性；
（八） 重申各国拥有在其领土上维持、采取和实施他们认为合适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
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的主权；
（九） 本着伙伴精神，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特别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现形式多样性的能力。

第二条 指导原则
一、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原则
只有确保人权，以及表达、信息和交流等基本自由，并确保个人可以选择文化表现形式，才
能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任何人都不得援引本公约的规定侵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或
受到国际法保障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或限制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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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在其境内采取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
措施和政策的主权。
三、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
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
内，具有同等尊严，并应受到同等尊重。
四、国际团结与合作原则
国际合作与团结的目的应当是使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能力在地方、国家和国际
层面上创建和加强其文化表现手段，包括其新兴的或成熟的文化产业。
五、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
文化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所以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且所有个人和民族
都有权参与两者的发展并从中获益。
六、可持续发展原则
文化多样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财富。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可
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
七、平等享有原则
平等享有全世界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所有文化享有各种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是增进
文化多样性和促进相互理解的要素。
八、开放和平衡原则
在采取措施维护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时，各国应寻求以适当的方式促进向世界其他文化开
放，并确保这些措施符合本公约的目标。
第二章

第三条

适用范围

公约的适用范围

本公约适用于缔约方采取的有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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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第四条

定义

在本公约中，应作如下理解：
（一） 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
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
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
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
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
（二） 文化内容
“文化内容”指源于文化特征或表现文化特征的象征意义、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
（三） 文化表现形式
“文化表现形式”指个人、群体和社会创造的具有文化内容的表现形式。
（四） 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
“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是指从其具有的特殊属性、用途或目的考虑时，体现或
传达文化表现形式的活动、产品与服务，无论他们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文化活动可
能以自身为目的，也可能是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提供帮助。
（五）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指生产和销售上述第（四）项所述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产业。
（六） 文化政策和措施
“文化政策和措施”指地方、国家、区域或国际层面上针对文化本身或为了对个人、
群体或社会的文化表现形式产生直接影响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包括与创作、生产、
传播、销售和享有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七） 保护
名词“保护”意指为保存、卫护和加强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而采取措施。
动词“保护”意指采取这类措施。
（八） 文化间性
“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
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

-5第四章

第五条

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和义务的一般规则

一、 缔约方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及国际公认的人权文书，重申拥有为实现本
公约的宗旨而制定和实施其文化政策、采取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及
加强国际合作的主权。
二、 当缔约方在其境内实施政策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时，这些
政策和措施应与本公约的规定相符。

第六条

缔约方在本国的权利

一、 各缔约方可在第四条第(六)项所定义的文化政策和措施范围内，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
需求，在其境内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二、 这类措施可包括：
（一） 为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所采取的管理性措施；
（二） 以适当方式在本国境内为创作、生产、传播和享有本国的文化活动、产品与
服务提供机会的有关措施，包括其语言使用方面的规定；
（三） 为国内独立的文化产业和非正规产业部门活动能有效获取生产、传播和销售
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的手段采取的措施；
（四） 提供公共财政资助的措施；
（五） 鼓励非营利组织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艺术家及其他文化专业人员发展和促
进思想、文化表现形式、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的自由交流和流通，以及在
这些活动中激励创新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的措施；
（六） 建立并适当支持公共机构的措施；
（七） 培育并支持参与文化表现形式创作活动的艺术家和其他人员的措施；
（八） 旨在加强媒体多样性的措施，包括运用公共广播服务。

第七条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措施

一、 缔约方应努力在其境内创造环境，鼓励个人和社会群体：
（一） 创作、生产、传播、销售和获取他们自己的文化表现形式，同时对妇女及不
同社会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特殊情况和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 获取本国境内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
二、 缔约方还应努力承认艺术家、参与创作活动的其他人员、文化界以及支持他们工作的
有关组织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们在培育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方面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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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化表现形式的措施

一、 在不影响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前提下，缔约一方可以确定其领土上哪些文化表现形
式属于面临消亡危险、受到严重威胁、或是需要紧急保护的特殊情况。
二、 缔约方可通过与本公约的规定相符的方式，采取一切恰当的措施保护处于第一款所述
情况下的文化表现形式。
三、 缔约方应向下文第二十三条所述的政府间委员会报告为应对这类紧急情况所采取的所
有措施，该委员会则可以对此提出合适的建议。

第九条

信息共享和透明度

缔约方应：
（一） 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四年一度的报告中，提供其在本国境内和国际层面为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所采取的措施的适当信息；
（二） 指定一处联络点，负责共享有关本公约的信息；
（三） 共享和交流有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信息。

第十条

教育和公众认知

缔约方应：
（一） 鼓励和提高对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重要意义的理解，尤其是通过教育和
提高公众认知的计划；
（二） 为实现本条的宗旨与其他缔约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及地区组织开展合作；
（三） 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方面的教育、培训和交流计划，致力于鼓励创作和提高生产能力，
但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对传统生产形式产生负面影响。

第十一条

公民社会的参与

缔约方承认公民社会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作用。缔约方应鼓励公民
社会积极参与其为实现本公约各项目标所作的努力。

第十二条

促进国际合作

缔约方应致力于加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创造有利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条件，
同时特别考虑第八条和第十七条所述情况，以便着重：
（一） 促进缔约方之间开展文化政策和措施的对话；
（二） 通过开展专业和国际文化交流及有关成功经验的交流，增强公共文化部门战略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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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四） 提倡应用新技术，鼓励发展伙伴关系以加强信息共享和文化理解，促进文化表现形
式的多样性；
（五） 鼓励缔结共同生产和共同销售的协定。

第十三条

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

缔约方应致力于将文化纳入其各级发展政策，创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并在此框架内
完善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相关的各个环节。

第十四条

为发展而合作

缔约方应致力于支持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轻贫困而开展合作，尤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推动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部门：
（一） 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
1.

建立和加强发展中国家文化生产和销售能力；

2.

推动其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更多地进入全球市场和国际销售网络；

3.

促使形成有活力的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

4.

尽可能在发达国家采取适当措施，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进入
这些国家提供方便；

5.

尽可能支持发展中国家艺术家的创作，促进他们的流动；

6.

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适当的协作，特别是在音乐和电影领域。

（二） 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交流以及人力资源培训，加强公共和
私人部门的能力建设，尤其是在战略管理能力、政策制定和实施、文化表现形式的
促进和推广、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技术的应用及技能开发与转让等方面。
（三） 通过采取适当的鼓励措施来推动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转让，尤其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
企业领域。
（四） 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财政支持：
1.

根据第十八条的规定设立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

2.

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必要时包括提供技术援助，以激励和支持创作；

3.

提供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比如提供低息贷款、赠款以及其它资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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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安排

缔约方应鼓励在公共、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发展伙伴关系，以便与发展中国
家合作，增强他们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方面的能力。这类新型伙伴关系应根据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政策制定，以及文化活动、产
品与服务的交流。

第十六条

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发达国家应通过适当的机构和法律框架，为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专业人员及从业
人员，以及那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供优惠待遇，促进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

第十七条

在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的国际合作

在第八条所述情况下，缔约方应开展合作，相互提供援助，特别要援助发展中国家。

第十八条

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

一、 兹建立“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以下简称“基金”）。
二、 根据教科文组织《财务条例》，此项基金为信托基金。
三、 基金的资金来源为：
（一） 缔约方的自愿捐款；
（二） 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划拨的资金；
（三） 其它国家、联合国系统组织和计划署、其它地区和国际组织、公共和私人部
门以及个人的捐款、赠款和遗赠；
（四） 基金产生的利息；
（五） 为基金组织募捐或其他活动的收入；
（六） 基金条例许可的所有其它资金来源。
四、 政府间委员会应根据下文第二十二条所述的缔约方大会确定的指导方针决定基金资金
的使用。
五、 对已获政府间委员会批准的具体项目，政府间委员会可以接受为实现这些项目的整体
目标或具体目标而提供的捐款及其它形式的援助。
六、 捐赠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它条件。
七、 缔约方应努力定期为实施本公约提供自愿捐款。

第十九条

信息交流、分析和传播

一、 缔约方同意，就有关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以及对其保护和促进方面的成功经验的数据
收集和统计，开展信息交流和共享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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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分析和传播。
三、 教科文组织还应建立一个关于文化表现形式领域内各类部门和政府组织、私人及非营
利组织的数据库，并更新其内容。
四、 为了便于收集数据，教科文组织应特别重视申请援助的缔约方的能力建设和专业知识
积累。
五、 本条涉及的信息收集应作为第九条规定的信息收集的补充。
第五章

第二十条

与其他法律文书的关系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和不隶属

一、 缔约方承认，他们应善意履行其在本公约及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所有条约中的义务。因
此，在本公约不隶属于其它条约的情况下，
（一） 缔约方应促使本公约与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相互支持;
（二） 缔约方解释和实施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或承担其他国际义务时应考虑到本
公约的相关规定。
二、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变更缔约方在其为缔约方的其他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一条

国际磋商与协调

缔约方承诺在其他国际场合倡导本公约的宗旨和原则。为此，缔约方在需要时应进行相互磋
商，并牢记这些目标与原则。
第六章

公约的机构

第二十二条

缔约方大会

一、 应设立一个缔约方大会。缔约方大会应为本公约的全会和最高权力机构。
二、 缔约方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例会，尽可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同期举行。缔约方
大会作出决定，或政府间委员会收到至少三分之一缔约方的请求，缔约方大会可召开
特别会议。
三、 缔约方大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
四、 缔约方大会的职能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选举政府间委员会的成员；
（二） 接受并审议由政府间委员会转交的本公约缔约方的报告；
（三） 核准政府间委员会根据缔约方大会的要求拟订的操作指南；
（四） 采取其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措施来推进本公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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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委员会

一、 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设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以
下简称“政府间委员会”）。在本公约根据其第二十九条规定生效后，政府间委员会
由缔约方大会选出的 18 个本公约缔约国的代表组成，任期四年。
二、 政府间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三、 政府间委员会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授权和在其指导下运作并向其负责。
四、 一旦公约缔约方数目达到 50 个，政府间委员会的成员应增至 24 名。
五、 政府间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应遵循公平的地理代表性以及轮换的原则。
六、 在不影响本公约赋予它的其他职责的前提下，政府间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一） 促进本公约目标，鼓励并监督公约的实施；
（二） 应缔约方大会要求，起草并提交缔约方大会核准履行和实施公约条款的操作
指南；
（三） 向缔约方大会转交公约缔约方的报告，并随附评论及报告内容概要；
（四） 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第八条规定，对本公约缔约方提请关注的情况
提出适当的建议；
（五） 建立磋商程序和其他机制，以在其他国际场合倡导本公约的目标和原则；
（六） 执行缔约方大会可能要求的其他任务。
七、 政府间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可随时邀请公共或私人组织或个人参加就具体问题举
行的磋商会议。
八、 政府间委员会应制定并提交缔约方大会核准自己的议事规则。

第二十四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

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应为本公约的有关机构提供协助。
二、 秘书处编制缔约方大会和政府间委员会的文件及其会议的议程，协助实施会议的决定，
并报告缔约方大会决定的实施情况。
第七章

第二十五条

最后条款

争端的解决

一、 本公约缔约方之间关于公约的解释或实施产生的争端，应通过谈判寻求解决。
二、 如果有关各方不能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可共同寻求第三方斡旋或要求第三方调停。
三、 如果没有进行斡旋或调停，或者协商、斡旋或调停均未能解决争端，一方可根据本公
约附件所列的程序要求调解。相关各方应善意考虑调解委员会为解决争端提出的建
议。

- 11 四、 任何缔约方均可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声明不承认上述调解程序。任
何发表这一声明的缔约方，可随时通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宣布撤回该声明。

第二十六条

会员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依据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
二、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应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保存。

第二十七条

加入

一、 所有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但为联合国或其任何一个专门机构成员的国家，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邀请，均可加入本公约。
二、 没有完全独立，但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被联合国承认为充分享有内部
自治，并且有权处理本公约范围内的事宜，包括有权就这些事宜签署协议的地区也可
加入本公约。
三、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适用如下规定：
（一） 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均可加入本公约，除以下各项规定外，这类组
织应以与缔约国相同的方式，完全受本公约规定的约束；
（二） 如果这类组织的一个或数个成员国也是本公约的缔约国，该组织与这一或这
些成员国应确定在履行本公约规定的义务上各自承担的责任。责任的分担应
在完成第（三）项规定的书面通知程序后生效；该组织与成员国无权同时行
使本公约规定的权利。此外，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权限范围内，行使与其参
加本公约的成员国数目相同的表决权。如果其任何一个成员国行使其表决权，
此类组织则不应行使表决权，反之亦然。
（三） 同意按照第（二）项规定分担责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其一个或数个成
员国，应按以下方式将所建议的责任分担通知各缔约方：
1.

该组织在加入书内，应具体声明对本公约管辖事项责任的分担；

2.

在各自承担的责任变更时，该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将拟议的责任变更通知
保管人，保管人应将此变更通报各缔约方。

（四） 已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在其没有明确声明或通
知保管人将管辖权转给该组织的所有领域应被推断为仍然享有管辖权。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系指由作为联合国或其任何一个专门机构成员国的
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这些国家已将其在本公约所辖领域的权限转移给该组
织，并且该组织已按其内部程序获得适当授权成为本公约的缔约方。
四、 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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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点

在成为本公约缔约方时，每一缔约方应指定第九条所述的联络点。

第二十九条

生效

一、 本公约在第三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的三个月后生效，但
只针对在该日或该日之前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对其他缔约方，本公约则在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
起的三个月之后生效。
二、 就本条而言，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的任何文书不得在该组织成员国已交存文
书之外另行计算。

第三十条

联邦制或非单一立宪制

鉴于国际协定对无论采取何种立宪制度的缔约方具有同等约束力，对实行联邦制或非单一立
宪制的缔约方实行下述规定：
（一） 对于在联邦或中央立法机构的法律管辖下实施的本公约各项条款，联邦或中
央政府的义务与非联邦国家的缔约方的义务相同；
（二） 对于在构成联邦，但按照联邦立宪制无须采取立法手段的单位，如州、县以
及省或行政区的法律管辖下实施的本公约各项条款，联邦政府须将这些条款
连同其关于采用这些条款的建议一并通知各个州、县以及省或行政区等单位
的主管当局。

第三十一条

退约

一、 本公约各缔约方均可宣布退出本公约。
二、 退约决定须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文件交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处。
三、 退约在收到退约书十二个月后开始生效。退约国在退约生效之前的财政义务不受任何
影响。

第三十二条

保管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作为本公约的保管人，应将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所有批
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和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退约书的交存情况通告本组织各会员国、
第二十七条提到的非会员国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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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修正

一、 本公约缔约方可通过给总干事的书面函件，提出对本公约的修正。总干事应将此类函
件周知全体缔约方。如果通知发出的六个月内对上述要求做出积极反应的成员国不少
于半数，总干事则可将公约修正建议提交下一届缔约方大会进行讨论或通过。
二、 对公约的修正须经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
三、 对本公约的修正一旦获得通过，须交各缔约方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四、 对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修正案的缔约方来说，本公约修正案在三分之二的缔约
方递交本条第三款所提及的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此后，对任何批准、接受、核
准或加入该公约修正案的缔约方来说，在其递交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
日起三个月之后，本公约修正案生效。
五、 第三款及第四款所述程序不适用第二十三条所述政府间委员会成员国数目的修改。该
类修改一经通过即生效。
六、 在公约修正案按本条第四款生效之后加入本公约的那些第二十七条所指的国家或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未表示异议，则应：
（一） 被视为经修正的本公约的缔约方；
（二） 但在与不受修正案约束的任何缔约方的关系中，仍被视为未经修正的公约的
缔约方。

第三十四条

有效文本

本公约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制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五条

登记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公约将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要求交联
合国秘书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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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调解程序
第一条
调解委员会
应争议一方的请求成立调解委员会。除非各方另有约定，委员会应由 5 名成员组成，有关各
方各指定其中 2 名，受指定的成员再共同选定 1 名主席。
第二条
委员会成员
如果争议当事方超过两方，利益一致的各方应共同协商指定代表自己的委员会成员。如果两
方或更多方利益各不相同，或对是否拥有一致利益无法达成共识，则各方应分别指定代表自
己的委员会成员。
第三条
成员的任命
在提出成立调解委员会请求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如果某一方未指定其委员会成员，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可在提出调解请求一方的要求下，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做出任命。
第四条
委员会主席
如果调解委员会在最后一名成员获得任命后的两个月内未选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可在一方要求下，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指定一位主席。
第五条
决 定
调解委员会根据其成员的多数表决票做出决定。除非争议各方另有约定，委员会应确定自己
的议事规则。委员会应就解决争议提出建议，争议各方应善意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第六条
分 歧
对是否属于调解委员会的权限出现分歧时，由委员会作出决定。

DONE in Paris this ninth day of December 2005 in two authentic copies bearing the
signatur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thirty-thir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and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hich shall be deposit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certified true copies of which shall be delivered to all the States,
territor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 referred to in Articles 26 and
27 as well a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AIT à Paris ce neuvième jour de décembre 2005, en deux exemplaires authentiques
portant la signature du Président de la Conférence générale réunie en sa trente-troisième
session, et du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éducation, la
science et la culture, qui seront déposés dans les archive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éducation, la science et la culture, et dont les copies certifiées conformes
seront remises à tous les États, territoires et organisations d'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régionale visés aux articles 26 et 27 ainsi qu'à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HECHO en París en este día nueve de diciembre de 2005, en dos ejemplares auténticos que
llevan la firma del Presidente de la Conferencia General, en su trigésimo tercera reunión, y
del Director General de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Educación, la
Ciencia y la Cultura, ejemplares que se depositarán en los archivos de esta Organización,
y cuyas copias certificadas conformes se remitirán a todos los Estados, territorios y
organizaciones de integración económica regional a que se refieren los Artículos 26 y 27,
así como a las Naciones Unidas.
СОВЕРШЕНО в Париже девятого декабря 2005 года в двух аутентичных экземплярах
за подпись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бравшейся на свою
тридцать третью сессию, 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директо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длежащим образом
заверенные копии которых направляются вс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территориям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указанным в статьях 26 и
27, а такж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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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 9 日订于巴黎，一式两份，均为正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主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签署，并存放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中，经核准的副本将分送第 26 条和 27 条提及
的所有国家、地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联合国。

The foregoing is the authentic text of the Convention hereby duly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at its 33rd session, held in Paris and declared
closed on the twenty-first day of October 2005.
Le texte qui précède est le texte authentique de la Convention dûment adoptée par
la Conférence générale de l'UNESCO à sa 33e session, qui s'est tenue à Paris et
qui a été déclarée close le vingt et un octobre 2005.
Lo anterior es el texto auténtico de la Convención aprobada en buena y debida
forma por la Conferencia General de la UNESCO en su 33ª reunión, celebrada en
París y clausurada el veintiuno de octubre de 2005.
Приведенный выше текст является подлинным текстом Конвенции,
надлежащ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инятой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ей ЮНЕСКО на ее
33-й сессии,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ялась в Париже и была объявлена закрытой
двадцать первого октября 2005 го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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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本为在巴黎召开的、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闭幕的教科文
组织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公约正式文本。

IN WITNESS WHEREOF we have appended our signatures.
EN FOI DE QUOI ont apposé leurs signatures :
EN FE DE LO CUAL estampan sus firmas :
В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ЧЕГО настоящую Конвенцию подписал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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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在本公约签字，以昭信守。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Le Président de la Conférence générale
El Presidente de la Conferencia General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K<אY1H&[אEo¥
大会主席

Director-General
Le Directeur général
El Director General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директор

¶K<אYW&א

总干事

Certified Copy
Copie certifiée conforme
Copia certificada conforme
Заверенная копия

fqTאd ¥jq

兹证明文本无误

Paris,
París,
Париж,

،[¥K
巴黎,

Legal Advise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Conseiller juridique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éducation, la science et la culture
Asesor Jurídico
de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Educación, la Ciencia y la
Cultura
Юрисконсульт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ljK?א¥K7&א
MK?א¹gA<א¹MEÏAW&אgTאMB;C&
法律顾问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