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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中心的协议 

 
 

协议签署各方， 

 深信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是解决人类宗教和精神领域问题的重要工具，尤

其有助于预防和解决冲突，促进可持续的和平与社会凝聚力； 

希望促进不同宗教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尊重和了解；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奉行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思想、信念和宗教自由

的权利； 

强调全体人类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享有人类生活和尊严、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原则和价值； 

 试图与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作斗争； 

促进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的代表（适当情况下）与国家或民办机构代表、

大学、民间社会活动者和其他专家之间的定期交流与联系； 

 对两圣寺护法——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

促进相互理解与全球和谐的行动表示赞赏；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以及目前为促进宗教间对话和文化间理解所

做的努力和行动，并忆及2008年7月18日的《马德里世界对话大会宣言》和2008

年11月13日的《为推动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的联合国大会

高级别会议宣言》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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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一个多边协议（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作为当事方或观察员参与）为

依据，建立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阿卜杜拉国王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推动各方达成共同的目标； 

 承认沙特阿拉伯王国、奥地利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为筹备建立中心提供的

支助及其长期为中心提供支助的承诺；并 

对奥地利共和国发出的将中心设在维也纳的邀约作出答复； 

 特协议如下： 

 

第一条 

建立与资格 

 

1. 兹建立本中心这一国际组织。 

2. 中心应具备国际法人资格。 

3. 中心应特别具有以下资格： 

(a) 订立合约； 

(b) 获得并处置动产和不动产； 

(c) 提起和应对法律诉讼；并： 

(d) 采取其他必要或有用的行动履行其宗旨和活动。 

4. 中心应根据本协议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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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目标和行动 

 

1. 中心的目标为： 

(a) 加强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以便在各民族之间形成尊重、了解与合作，

促进公正、和平与和解，抵制滥用宗教为压迫、暴力和冲突辩护； 

(b) 促进个人和社会在宗教和精神向度的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c) 促进尊重和保护圣地以及宗教象征的神圣性； 

(d) 解决当今社会的各种挑战，诸如生命尊严，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可

持续使用，伦理和宗教教育及减贫。 

2.  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心应特别： 

(a) 成为主要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代表和专家的论坛，以便加强沟通和信

息交流并促进合作； 

(b) 与适当的宗教间、文化间机构和目标类似的其他机构和行动以及国家

和国际组织合作； 

(c) 召开会议、讲习班、讨论会和其他会议；并 

(d) 根据其目标开展其他活动。 

 

 第三条 

 总部 

 

1. 根据中心与奥地利共和国约定的条款条件，中心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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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心可根据其活动所需支持在其他地点建立设施。 

 

第四条 

机关 

 

中心设有： 

(a)  一个当事方委员会； 

(b)  一个理事会； 

(c)  一个咨询论坛；和 

(d)  一个秘书处。 

 

 第五条 

 当事方委员会 

 

1. 当事方委员会应由本协议当事方代表组成。 

2.  当事方委员会应： 

(a)  选举理事会理事，任期四年，可连任； 

(b)  通过中心的财务条例； 

(c) 通过中心的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 

(d)  建立财务咨询委员会，就财务和预算事宜向理事会和秘书处提出建

议； 

(e) 指定独立的外部审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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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根据理事会的建议，向咨询论坛提名主要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的成

员； 

(g)  批准国际协议； 

(h)  根据第十条批准建立合作关系； 

(i)  通过当事方委员会议事规则； 

(j)  任命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任期四年可连任； 

(k) 选举其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l) 决定接纳本协议新的当事方，并 

(m) 决定接纳观察员。 

3. 当事方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法定人数应不少于当事方四

分之三。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当事方委员会应根据当事方多数表决票做出决定。 

4.  根据第2（a）段规定选举理事会成员和根据第2 (l)或 (m)段规定接纳新的当

事方或观察员必须取得当事方一致同意。 

 

第六条 

理事会 

 

1. 中心应由理事会管理，理事来自世界主要宗教并考虑到其多样性，最多由

十二名成员组成。在理事会理事中，以下宗教应至少有下述人数的代表： 

(a) 一名犹太教理事； 

(b) 三名基督教理事； 

(c) 三名伊斯兰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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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名印度教理事；及 

(e) 一名佛教理事。 

理事应由当事方委员会在适当情况下根据其所属宗教的推荐选举产生，并根据中

心目标酌情考虑其个人价值和经验。 

2. 理事会应： 

(a) 根据中心的工作计划确定和开展活动和业务； 

(b) 向当事方委员会建议世界主要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成员进入咨询论坛

的提名； 

(c) 定期审查咨询论坛成员资格，确保各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广泛有效的

参与； 

(d) 召开咨询论坛会议； 

(e) 将其计划活动和业务通报咨询论坛并征求其建议； 

(f) 建立主要由咨询论坛和理事会成员组成的工作组解决具体问题； 

(g) 协调中心与宗教间机构和其他机构和行动的工作，并与秘书长、缔约

国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 

(h) 与秘书长密切合作，必要情况下为中心的高效运作建立委员会； 

(i) 通过其议事规则；并 

(j) 选举其主席和副主席。 

3. 理事会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会议，法定人数为其成员的四分之三。理事会

应根据其成员的多数表决票做出决定。每位成员拥有一票表决权。 

4.  理事会成员可随时书面通知理事会辞职。辞职自理事会收到通知起生效。 

 

1743 der Beilagen XXIV. GP - Staatsvertrag - 04 Übereinkommen in chinesischer Sprachfassung (Normativer Teil) 7 von 13

www.parlament.gv.at



 

 

第七条 

咨询论坛 

 

1.   咨询论坛应支持理事会的活动并就其工作计划和中心活动的内容提供建议。咨

询论坛由来自世界主要宗教团体和文化机构的最多 100 名成员组成，应根据第五

条第 2 (f)段的规定提名，并需考虑确保世界所有地区均有代表。成员任期四年，

可连任。 

2.    咨询论坛成员应以独立个人的身份行事，可随时书面通知理事会辞职。 

3.     咨询论坛应由理事会召集会议，至少每年一次。法定人数应不少于成员多数。

咨询论坛应尽可能一致通过其建议，若未能达成一致，应获得其成员三分之二多

数的通过。每位成员拥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理事可参加咨询论坛会议。咨询论

坛应通过其议事规则并选出主席团及其主席和副主席。 

 

 第八条 

 秘书处 

 

1.  秘书处应协助中心其他机关开展活动、履行职能，并在维也纳保留长期雇

员。 

2.   秘书处应由秘书长领导，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秘书长应向理事会和当事

方委员会报告并对当事方委员会负责。 

3.  秘书长特别应： 

(a)  对外代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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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保中心的正常行政管理，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 

(c) 经与理事会磋商后提出年度预算和工作计划待当事方委员会通过； 

(d) 代表中心签订合约协议，并通过谈判订立国际协议待当事方委员会批

准； 

(e)  建议根据第十条建立合作关系待当事方委员会批准； 

(f) 积极为中心寻求适当的资助并根据财务条例代表中心接受自愿捐款；

并 

(g) 开展理事会确定的其他任务或活动。 

 

 第九条 

 财务 

 

1.  中心的资源包括以下： 

(a) 当事方和观察员的自愿捐款； 

(b) 其他适当来源的捐款和捐赠；以及 

(c) 其他收入，特别是捐款累积的收入。 

2. 中心的财政年度为1月1日至12月31日。 

3. 中心的帐目及其财务事项应根据国际财务标准和条例每年进行独立的外部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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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合作关系 

 

中心可与能够推动中心工作的公立和私营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第十一条 

特权与豁免 

 

1. 中心、理事会理事、咨询论坛成员、秘书长和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和专家

应享受中心与奥地利共和国约定的特权与豁免。 

2. 中心可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取得适当的特权与豁免。 

 

第十二条 

责任 

 

1. 本协议各方无需向中心提供其认捐款额以外的财政支援； 

2. 本协议各当事方不应对中心的任何债务、负债或其他义务单独或共同负责；

中心根据第十一条签订的每份协议均应包含这一含义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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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修订 

 

本协议仅在所有当事方均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修订。同意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保管人。

任何修订自保管人收到本协议所有当事方通知后生效，或在当事方约定的其他日

期生效。 

 

 第十四条 

 临时规定 

 

1.     中心临时机构签订的权利与义务（若适用）应在本协议生效时移交中心。 

2.  首届理事会应由九名理事组成。 

 

 第十五条 

 协议生效与协议保管人 

 

1.   本协议自协议签署国托管批准、接受或通过文书之日起六十天后生效。 

2.   未签署本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可在当事方委员会根据第五条第4段批准

接纳之后加入协议。 

3.  对于在本协议生效之后加入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本协议应于其托管加入文

书之日六十天之后生效。 

4. 奥地利共和国欧洲及国际事务联邦部长担任本协议的保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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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观察员 

 

 在当事方委员会根据第五条第4段批准接纳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均可成为中心

的观察员。观察员代表可根据相关的议事规则和本协议规定参加当事方委员会会

议并在会上发言。 

 

 第十七条 

 争议的解决 

 

 中心与本协议任何当事方或协议当事方之间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协商或其他商定的

解决方式解决。 

 

 第十八条 

 退出协议 

 

1.  本协议任何当事方均可以书面通知保管人的方式退出本协议。自保管人收

到书面通知三个月后退约生效。 

2.   协议一方退出协议不应限制、减少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其退出财年内的认捐

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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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终止 

 

1.  本协议当事方可一致行动，书面通知保管人随时终止本协议并关闭中心。

中心在偿付其法律债务后剩余的任何资产应根据当事方委员会的多数决定进行处

置。 

2.  本协议的规定应在协议终止后继续有效，直至有条不紊地完成资产的处置

和帐目的结算。 

 

 

本协议于2011年10月13日在维也纳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缮制，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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