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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时代的人权工作

前言

截止至今，我们仍未脱离险境。原本略有好转的新冠疫情在深秋来临之际，又开始在各个大陆上肆虐横行。许多政
府不得不再次实施禁闭政策，人们的生活与出行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各地的人权保护工作因此又一次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

但另一方面，11月的我们也收获了不少成果。第45届人权理事会不久前在日内瓦成功召开，第75届联合国大会也如
火如荼地以线上及线下的形式同时在开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主席也在联合国大会上表态无论新冠疫情将会有
如何的走向，人权理事会也始终将为人权捍卫的工作而奋斗。

与此同时，面对疫情，国际人权服务社也在重申我们对于人权捍卫者的承诺与支持。在2018年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
后两周年的今天与下一次审议到来之间，我们发布了最新版的普遍定期审议指南，以帮助民间社会倡导者在中期审
议阶段继续开展倡导工作。此时此刻，我们将与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里的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在新冠疫情的挑战
下继续推动全球的人权倡导工作。

为此，我们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最新一期的《人权季刊》。本季刊为编译英文版国际人权服务社的《人权月刊》 
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同时密切监测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平台上的活动以及各国政府的反应，向中国民间社会提
示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机会，持续帮助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组织更好地了解联合国以及如何使用其人权机制并
与之合作。

 
Click here to read the Monitor’s online English version. 请点此以阅读人权期刊的线上版本。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

图片: Yett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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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整个联合国机制的情况并确保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包括人权理事会，条约机构
或特别程序的独立专家。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些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征询民间社会建议的 
机会，鼓励大家来参与！

图片: ISHR

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是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的联合国人权专家(包括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负责某一特定人权领域或国家。 
他们可以应邀进行国别访问，就个人案件或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向各国政府发出关注函(称为“信函”或“来文”)， 
并就具体议题向人权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以推进国际人权标准。

一些特别程序在年度专题报告之前要求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学者或活动人士等提供信息。民间社会参与特
别程序的机会见下：

•  人权捍卫者题特别报告员即将提交有关人权捍卫者被谋杀的报告。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关于这份调查问卷的更多 
信息，并请提交给 defenders@ohchr.org 

•  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将准备有关反穆斯林的仇恨和歧视的报告。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信息，并提交信息给 
freedomofreligion@ohchr.org

•  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即将发布的关于危机局势下妇女和女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报告。你可以在 
这里找到更多信息，并提交给 wgdiscriminwgdiscriminationwomen@ohchr.org

•  少数群体特别报告员将提交有关仇恨言论，社交媒体及少数群体。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信息，并提交给  
minorityissues@ohchr.org

•  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即将发表关于18岁以下儿童的隐私权以及与独立和自主有关问题的报告（更多信息在 
这里），同时关于人工智能新数据隐私准则（更多信息在这里）。您可以电邮 srprivacy@ohchr.org 提交。

提交特别程序的信息必须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如果您与特别程序联系时有任何安全方面的考虑或者需要技术
支持，请联系国际人权服务社。

联合国需要您! 即将到来的联合国会期和机制
保护人权的机会（2020年11月的更新）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Religion/Pages/HatredAndDiscrimination.aspx
mailto:mailto:defenders%40ohchr.org?subject=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FreedomReligion/Pages/HatredAndDiscrimination.aspx
mailto:mailto:freedomofreligion%40ohchr.org?subject=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SexualReproductiveHealthRights.aspx
mailto:mailto:wgdiscriminationwomen%40ohchr.org?subject=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norities/SR/HateSpeechSocialMediaMinorities_EN.pdf
http://minorityissues@ohchr.org
mailto: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buAx-hOERnr7bKsXdeS_ivK41Ke1jm8/view?subjec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vUAYrqcLdSWp_z7IBuvF_W6-y6iPz80
mailto:srprivacy@ohchr.org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xu-yao-nin-ji-jiang-dao-lai-de-lian-he-guo-hui-qi-he-ji-zhi-bao-hu-ren-quan-de-ji-1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xu-yao-nin-ji-jiang-dao-lai-de-lian-he-guo-hui-qi-he-ji-zhi-bao-hu-ren-quan-de-j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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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机构

公民社会参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对中国大陆、港澳的审议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亦简称“经社文权利委
员会”）是一个负责监督缔约国落实《经济、社会及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独立专家机构。委员会明年将
对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履约情况进行第三轮审议。

会前工作组将于2021年3月8-12日举行会议 - 已提交议
题和问题清单报告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公开会前工作组
期间向委员会成员作简要陈述，清单是收到报告中缺失
的相关且更加详细的信息。

•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18日

有兴趣提交信息的非政府组织应该参考以下文件：

• 委员会上次对中国审议的结论建议

• 本次国家报告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人权条约机构是监督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落实情况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各条约的缔约国均有 
义务采取措施确保该国每个人都能享有条约中所载的权利。人权条约机构共有10个，由在人
权领域具有公认才能的独立专家组成，专家们由缔约国提名和选举，任期固定为四年，到期
可连任。

来自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在条约机构审查国家报告时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些报告对当事国的人权状况提供了
来源不同的信息。任何民间社会组织无论其地位都可以提供信息，提出自己的调查结论和看法，这样有助于委员会
成员对一国的人权状况获得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时间或资源提交一份全面报告，或者认为直
接参与太敏感，应该考虑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并考虑至少提交一份简要报告，强调指出有哪些关键议题委员会应
该关注。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推荐一些问题和建议，委员会在审议国家报告时可能会采用这些问题和建议。

民间社会可以对于每个中国已批准的条约的监督委员会利用以下两次主要机会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

•  会前工作组 / 会前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之后将召开的大会起草议题和问题清单。该清单一般遵循条约的结构。委员
会要求各国就议题清单提交书面答复，这些答复将被委员会用于对国家报告的审议。缔约国对清单的答复可以用
作补充材料，尤其是在国家报告有显著信息缺失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会前工作组期间向委员会成员作简
要陈述，清单是收到报告中缺失的相关且更加详细的信息。

•  审查会议 / 进行全面审查：委员会以公开会议的方式审议国家报告，这是当局和委员会专家们进行建设性对话的
机会，找出问题所在，解决方法，最佳实践，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领域以及实现条约权利的其他途径。对话和审议
的基础不仅是国家报告，同时也包括会前议题和问题清单、国家的答复、及民间社会所提供的信息。

请务必阅读人权高专办网页，监督中国政府的报告情况，并查看过去国家报告、民间社会报告、问题清单和通过的
结论性意见。

请点击下载国际人权服务社的联合国条约机构简易指南！

由于新冠疫情的相关规定限制了实体会议，原定于6月15日之前举行的条约机构审议会期已
暂停，将推迟到下一届审议会期。此外，计划在夏季举行的所有会议都将不举行实体会议：
每个委员会决定如何应对，或者推迟所有会议，或者举行全部或部分网上会议。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Pages/TreatyBodies.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escr/Pages/CESCR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escr/Pages/CESCR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SCR.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SCR.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CHN%2fCO%2f2&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CHN%2f3&Lang=en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SCR.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oreInstruments.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reaty.aspx?CountryID=36&Lang=ZH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CountryCode=CHN&Lang=EN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simple_guide_chinois_complet_sep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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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发布多语言版普遍定期审议民间社会指南！
06.11.2020

如今，确保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已经成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工作。为此，国际人权服务
社希望在上一次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与2023年的下一次审议之间的过渡期，为民间社会团体打
造这一份基于普遍定期审议跟踪与监测行动的多语言指南，并提供多语言版本的翻译。

随着2020年11月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中国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的两周年纪念。在这一次审议过程中，虽然中国政府
接受了来自150个国家的346项建议中的284项，但是它仍然没有完全履行这些人权承诺，或是采取、继续采取行动
解决重要的人权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包括了人权捍卫者、民间社会独立性、少数群体的权利、根本的自由与非歧视
权利等。

我们目前向大家所发布的这份指南，是在各类权利倡导团体的宝贵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将它最终以通俗易懂的
语音呈现了出来。对于民间社会而言，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保障对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执行情况的效果与全面性进
行监测与报告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概述了中国在2018年的审查过程，也确定了后续工作的重点领域，并在最后分享
了信息搜集和倡导策划的战略。

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倡导者莎拉·布鲁克斯（Sarah Brooks）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的三年里，在中国普遍
定期审议的持续监测、中期报告到正式报告提交的三项工作上，支持民间社会参与其中，并提高相关工作的数量、
质量与影响。

这一份指南目前已经以开放资源的形式发布，可以点击链接下载英语、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以及藏文和维吾尔文 
版本的指南。国际人权服务社也针对每种语言的版本制作了一个“匿名”版本，以便更安全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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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人权捍卫者

图片: Flickr / Phil Roeder

https://www.ishr.ch/news/guo-ji-ren-quan-fu-wu-she-fa-bu-duo-yu-yan-ban-pu-bian-ding-qi-shen-yi-min-jian-she-hui-zhi-nan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CNindex.aspx
http://www.ishr.ch/news/china-un-review-critical-chance-countries-change-narrative
http://www.ishr.ch/news/china-upr-recommendations-access-xinjiang-bluntly-rejected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446/58/PDF/G1844658.pdf?OpenElement
http://app.box.com/s/sfooc3wc677qhuqze8rknl3r5o5v1269
http://app.box.com/s/sfooc3wc677qhuqze8rknl3r5o5v1269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upr_civil_society_guide_english.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upr_civil_society_guid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upr_civil_society_guid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upr_civil_society_guide_tibetan.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upr_civil_society_guide_uyghu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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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倡导项目主管 Zumretay Arkin 说：“这是第一本以维吾尔语提供的普遍定期审议指南，这对
维吾尔族的倡导工作至关重要。它使维吾尔族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联合国机制和倡导。”

11月3日，国际人权服务社也为此指南举行了线上问答环节，以更详细地介绍本指南，并回答有关普遍定期审议的
倡导及其在促进中国重大人权变化中的核心作用的问题。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强调了民间社会在确保透明和知情的
普遍定期审议进程中所发挥的基本作用，并指出了民间社会可以就此工具运用于国内层面的倡导战略的方是。

最后，国际人权服务社也希望对所有支持该项目的个人和组织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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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43届会议上敦促中国释放
丁家喜律师

21.09.2020

罗胜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呼吁立
即释放她的丈夫人权活动人士丁家喜，并呼吁理
事会应明确承诺解决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

在与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专家的对话中，罗胜春指出丁家喜
已被隔离关押了6个多月，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对被羁押者
的危害性，包括对他们使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罗胜春的证词强调丁家喜为促进中国人权和普世价值所做的
重要工作，当局镇压丁家喜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影响了中国法
治的进步。罗胜春和她的女儿无法联系丁家喜，也无法保证
他能得到自己选择律师的帮助。

工作组的年度报告指出，工作组在过去的七年一直提出访问
中国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无视这些要求。2018年至2019

年报告期间，工作组受理的未决案件数量增加了40%以上，从68件增加到98件。报告还对中国政府继续使用”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表示关注。工作组强调，根据《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
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

专家们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反了《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当于强迫失踪。 
正如罗胜春和其他活动人士所说，中国持续的强迫失踪行为需要国际社会关注，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监督、报告、
并追究中国当局的责任。

罗胜春声明的全文如下，也可在这里下载：

谢谢主席！

我先生丁家喜于2011年开始在中国参与人权活动，他倡导中国公民践行国际公约和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 
推动非暴力运动，鼓励中国公民抵制社会不公义。

由于这些工作，他被骚扰，囚禁和酷刑。他被限制出境，被迫与我和我们的孩子们分离。从去年12月26日直
至现在，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直被秘密关押，彻底与外界隔绝，包括长达6个月的的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

他的律师们的要求会见的申请一直被拒绝，我们家属和他一直不允许有任何通讯。主席先生，您和您的同事
们已经说过这样的秘密羁押构成强迫失踪。我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我的先生丁家喜！

我丈夫所遭受的是典型的中国政府正在施行的对人权倡导者和其他许多人进行的迫害。

我要求人权理事会，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一起来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停止对基本人权和自由及其捍卫者的打压。

图片：罗胜春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3jie-hui-yi-shang-dun-cu-zhong-guo-shi-fang-ding-jia-xi-lu-shi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3jie-hui-yi-shang-dun-cu-zhong-guo-shi-fang-ding-jia-xi-lu-shi
https://undocs.org/zh/A/HRC/45/13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wgeid_statement_long_version_final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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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问题｜与联合国合
作的人权捍卫者继续受
到威胁和攻击

14.09.2020

9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表
了关于对寻求与联合国进行
人权合作的个人和团体进行
报复和恐吓的年度报告（也简
称为“报复报告”）。这份报
告再次指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担
忧的威胁和攻击，使人权捍卫
者噤声，报复他们与联合国合
作，并有证据表明，一些国家
制定了战略或系统性办法，以
阻挠和惩罚那些提供与人权有
关的信息、证据或证词的人。

人权捍卫者是国际人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们不能安全地分享有关本国侵犯人权和虐待行为的信息，整个际人
权系统就会受到损害。

针对人权捍卫者继续受到威胁和攻击的模式包括，政府对人权捍卫者进行危险的恶意诽谤和杀害。在委内瑞拉，
联合国加强了对局势的监测，但与人权机制合作的人权捍卫者却面临着的风险增加、污名化和骚扰。在菲律宾，
人权捍卫者继续被政府构陷，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在洪都拉斯、印度、泰国、古巴和也门，人权捍卫者继续受到
威胁和骚扰。在俄罗斯和喀麦隆，与联合国合作的捍卫者被拒绝进入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从事人权工作的人士
继续受到污蔑和诋毁，对曹顺利的死亡仍未进行调查，她因向联合国提供信息而入狱，并在关押中死亡。埃及、 
阿联酋、沙特的人权捍卫者因为从事国际人权活动，仍然被关押。国际人权服务社提交的材料中也提到其他国家的
情况，包括巴哈马、巴西、布隆迪、墨西哥、摩洛哥和美国。

在世界各地，人权捍卫者继续为建立更加自由、平等、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而不懈努力。由于他们的工作，人权捍
卫者继续面临着不可接受的风险。他们受到威胁、骚扰、污名化、攻击、监禁，甚至被杀害。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存在恐吓和报复行为的国家数量很多(今年有11个，而去年只有3个)。这些国家包括巴林、 
布隆迪、中国、古巴、埃及、印度、以色列、缅甸、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秘书长前几次报告中提到
的几乎所有案件都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这份报告涉及中国的部分如下：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表明，前几份报告中提到的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律师仍然因为与人权机制接触或
参加培训课程，包括与联合国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培训课程而成为打击目标(见附件二)。本报告包括依据指控
涉及对12人的报复行为，他们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拘留，被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已获释但在家中被 
软禁，或行动受到限制。2019年12月，助理秘书长以书面形式向政府提出了恐吓和报复的模式问题。

附件二中提及到的人权捍卫者包括陈建芳女士、王宇女士、秦永敏先生、赵素丽女士、縻崇标先生、李克珍
女士、李文足女士、王峭岭女士、李和平先生、江天勇先生、多里坤·艾沙先生。

多个联合国组织鉴别了关于恐吓和报复的指控。据人权高专办报告，从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有新案件 
发生，其中包括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接触或尝试参加培训的15位人士，报复行为包括逮捕、拘留、拘留期间的
虐待、强迫失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旅行禁令和没收护照、扣押财产、审讯和监视。由于担心遭到进
一步报复，姓名和更多细节未披露。2019年12月，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以书面形式向政府提出了恐吓和
报复模式的问题。

图片: Wikimedia Commons

http://www.ishr.ch/news/bao-fu-wen-ti-yu-lian-he-guo-he-zuo-de-ren-quan-han-wei-zhe-ji-xu-shou-dao-wei-xie-he-gong-ji
http://www.ishr.ch/news/bao-fu-wen-ti-yu-lian-he-guo-he-zuo-de-ren-quan-han-wei-zhe-ji-xu-shou-dao-wei-xie-he-gong-ji
http://www.ishr.ch/news/bao-fu-wen-ti-yu-lian-he-guo-he-zuo-de-ren-quan-han-wei-zhe-ji-xu-shou-dao-wei-xie-he-gong-ji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2/Documents/A_HRC_42_30.doc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2/Documents/A_HRC_42_30.doc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2/Documents/A_HRC_42_3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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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必须保证追究法外
杀害非洲人后裔的责任

02.10.2020

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工作组
揭示了警察对非洲人后裔暴力
行为有罪不罚的问题。阿当马
委员会和国际人权服务社要求
法国停止出于种族动机的警察
暴力，法国是2021年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选举的候选国。

这两个人权组织敦促法国结束警察
暴力，确保反种族主义捍卫者能够
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他们还呼吁
法国确保透明和彻底的调查，并强
调这将是寻求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
的最低要求。

两个人权组织回顾说，已经进行了四年的司法程序，被警察杀害阿当马·查奥尔的家人仍然没有得到正义，工作
组于2017年受理了查奥尔的案件。他们还强调，侵权行为不仅影响到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也影响到为查奥尔辩
护的和平抗议者，远远超出了示威活动的范围，通过毫无根据的起诉和恐吓影响到人权捍卫者的私人生活。他们
质询工作组人权理事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使法国对出于种族动机的警察暴力负责。工作组答复说，他们长期以
来一直在寻求访问法国，并强调国家访问对提升和宣传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工作组敦促理事会和各国采取明确和
毫不含糊的步骤，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根源。工作组将向高级专员提供专门知识，以编写
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警察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暴力行为以及政府如何回应反种族主义抗议的报告。

工作组提交了年度报告。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

•  种族不公正和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以至于对警察有罪不罚，种族骚扰和法外杀害黑人的现象继续存在。

•  民众抗议和抵抗表明，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满足尊重、承认、正义和社会保护的要求。

•  为了消除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各国必须以非洲裔社区经验为中心来衡量成果，作为衡量干预措施是否有效的
适当标准。

•  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考虑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由于没有认识到非洲裔人口所面临的风险，在疫情期间
导致了种族差异。

•  技术行业在使算法中的种族偏见永久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例如，美国的一种保健算法为黑人患者规定了较少
的治疗方案。工作组敦促科技行业拆除、审查和检查工具中的种族偏见和系统性种族主义。

图片: Flickr / Jeanne Menjoulet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2019年5月通过的意见中指出，对据称的两位被报复受害者的拘留具有任意性(见附 
件二)，工作组发现有多起违反国际拘留标准的案件，这表明任意拘留是系统性的 (A/HRC/WGAD/2019/20，
第92段)。

2020年8月17日，中国政府对本报告提及的案例作出答复，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保护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权利，不存在所谓的报复行为。中国政府对利用未经证实的信息和歪曲依法打击非法和犯罪活动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并要求人权高专办停止干涉各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

https://www.ishr.ch/news/fa-guo-bi-xu-bao-zheng-zhui-jiu-fa-wai-sha-hai-fei-zhou-ren-hou-yi-de-ze-ren
https://www.ishr.ch/news/fa-guo-bi-xu-bao-zheng-zhui-jiu-fa-wai-sha-hai-fei-zhou-ren-hou-yi-de-ze-ren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c45-wgpad-ishr-jst.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c45-wgpad-ishr-jst.pdf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c45-wgpad-ishr-jst.pdf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menj/50002236508/in/phot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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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选举结果显示竞争性选举的重要性
13.10.2020

10月13日早，联合国大会选出了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人权理事会的15个新成员，任期从2021年
至2023年。15个席位有16名候选国家，只有一名候选国家沙特阿拉伯没有当选。中国和俄罗斯
虽然当选，但在各自组别中当选得票最少。

人权理事会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成
员及其对大会第60/251号决议规
定的理事会任务作出充分回应的
意愿。承诺在国内外促进和保护
人权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基
本标准。

令人失望的是，在这次选举中，
除一个区域外，所有区域都提
出了等额候选名单，确保了这
些名单中的候选国家在理事会的 
席位。竞争性选举是使大会193
个成员在投票时适用人权理事会
成员标准的先决条件。沙特阿拉
伯有严重侵犯人权记录和与联合
国机制合作不力的国家，它没有
当选，这一事实表明了竞争性选
举的重要性。

至关重要的是，16个候选国中有15个在选举前作出了自愿承诺。沙特阿拉伯是唯一没有这样做的国家，而它也没有
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除此之外，9个候选国家参加了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国际特赦组织上个月为候选国组织的年
度承诺活动。其余7个候选国没有参加，这表明它们对透明度、对话和问责制缺乏承诺。

选举结果还表明，一封民间社会的联名信发挥了作用，这封信呼吁会员国不要投票给不适合担任理事会成员的候选
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得票数都是所在地区当选国家中最低的，中国的得票数自上次选举以来也下降了20%以上。
民间社会敦促各国在选举理事会成员时，将人权考虑因素和第60/251号决议中概述的理事会成员资格实质性标准放
在首位。在这方面，国际人权服务社的记分卡凸显了候选国的人权记录和与理事会及其机制的合作。

理事会成员资格是在各个级别中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机会。在这方面，国际人权服务社与各国民间社会伙伴
一起致函所有候选国，敦促它们在担任理事会成员期间承诺并执行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国际人权服务社将在新当选
国家的整个任期内监测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

请点此下载对中国的民间社会联合信和记分卡。

以下是即将加入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名单:

•  非洲集团：塞内加尔(188票)、科特迪瓦(182票)、马拉维(180票)、加蓬(176票)

•  亚太集团：巴基斯坦(169票)、乌兹别克斯坦(169票)、尼泊尔(150票)、中国(139票)、沙特阿拉伯90票(未当选)

•  东欧集团：乌克兰(166票)、俄罗斯(158票)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墨西哥(175票)、玻利维亚(172票)、古巴(170票)

•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法国(167票)、英国(165票)

9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联合国近期动态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xuan-ju-jie-guo-xian-shi-jing-zheng-xing-xuan-ju-de-chong-yao-xing
https://undocs.org/zh/A/RES/60/251
http://ishr.ch/news/elections-human-rights-council-pledging-event-2020
http://ishr.ch/news/elections-human-rights-council-pledging-event-2020
http://ishr.ch/news/ga75-only-vote-human-rights-council-candidates-who-fit-bill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china.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countryscorecards-01_ch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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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个全球人权组织呼吁建立 
问责中国政府的国际机制

10.09.2020

为响应一些国家政府和联合国专家的呼吁，国际人权
服务社与300多个全球非政府组织共同呼吁对中国政
府在国内外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系统的监督和报告。

世界各地300多个民间组织表示，联合国应该紧急建立一个独立
的国际机制，处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问题。这些组织强调，
必须解决中国各地，包括香港、西藏和新疆猖獗地侵犯人权行
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影响全世界，包括针对人权捍卫
者、全球审查和监视、以人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以及随之而
来的环境恶化。

这些民间组织响应联合国专家的呼吁，要求人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评估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并建立一
个专注于中国的公正和独立的联合国机制。这些团体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米歇尔·巴切莱特负起责任，公开处理中国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会员国迫切需要共同努力，确保北京
侵犯人权的行为受到正式监督和有意义的挑战。

全文如下：

公开信收件人: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联合国各成员国

我们，以下连署机构，共同呼吁成立国际机制以处理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并敦促阁下采取果决行动以达成
此一目标。

2020年6月26日，50位联合国人权专员史无前例地呼吁”为维护中国的基本自由采取果断措施”。他们特别
指出中国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禁止信息流通，以及对全国各地人权
维护者、记者、律师和批评政府人士的迫害。

我们各组织也十分关切中国侵犯人权为全世界带来的影响。中国攻击海外人权维护者，在世界各国打压学术
自由，并且从事互联网审查与数字监控。我们强烈反对中国提倡不顾人权的发展，纵容有政府撑腰的采矿业
者造成环境劣化，以及在华人士所受到的、或中国国家行为体在海外实施的种族歧视待遇。

我们遗憾中国积极扭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职权，提倡”合作”先于问责，而且反对一切旨在向世界各地重
大人权侵犯和国际犯罪追究责任的倡议。中国利用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委员会的席位，无故阻挠
某些NGO获得咨询地位，同时却认可许多政府设立的NGO（GoNGOs）。中国常阻止人权维护者进入联合
国设施，抹黑NGO场边会议的讲者是”恐怖份子”，还威胁各国代表团以吓阻他们出席联合国有关人权侵犯 
（例如新疆暴行）的场边活动。

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各种特别程序和数十个国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人权标准，中国却反呛这些忠告
是”严重干涉”中国主权的”不适当说法”。

一个国家若认为自己可以不接受任何检验，就是对人权的根本威胁。中国作为全球超强之一而期望得到这种
待遇，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因此支持联合国专家们的呼吁，人权理事会应召开特别会议，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幅度加以评估， 
同时应成立一个公正、独立的联合国机制，对这个问题进行密切的监测、分析并逐年发表报告。我们敦促联
合国秘书长指派一名特使，符合其《人权行动呼吁》，我们也呼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履行其独立职权，监测
并公开报告中国的广泛人权侵犯。我们支持这项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和所有联合国机构都应该利用一切与
中国当局交流的机会，坚持中国政府要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

我们怀着全球团结与伙伴关系的精神致函，诚盼阁下迅速着手抵制和补救中国当局作出的重大人权侵犯。 
任何国家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

图片: Badiucao

https://www.ishr.ch/news/300duo-ge-quan-qiu-ren-quan-zu-zhi-hu-xu-jian-li-wen-ze-zhong-guo-zheng-fu-de-guo-ji-ji-zhi
https://www.ishr.ch/news/300duo-ge-quan-qiu-ren-quan-zu-zhi-hu-xu-jian-li-wen-ze-zhong-guo-zheng-fu-de-guo-ji-j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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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特别程序对于中国人权情况有什么最新进展？
04.11.2020

自上一期《人权季刊》出版以来，联合国负责监督世界各
地人权问题的专家（特别程序）已经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四
份正式公开信函。

这些发给中国政府的函件由特别程序专家起草，依据的民间社会提供
的信息以及过去的信件和政府的国际人权义务和承诺。

一般而言，每封信件都包括以下内容: 所写信函不同专题专家的名单；
对所收到的信息（关于某项法律、案件或个人）进行简短的总结；向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适用于这些问题相关国际标准的法律
分析。

这些文件很重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专家们利用他们在联合国的授权和任务，尝试提出问题并获得答案，这是民
间社会无法做到的，因为通常他们没有明确的途径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其次，法律分析可以帮助律师、倡导者和
学者了解国际法内容。最后，联合国收到中国政府对这些信函的回覆后，会将它们公开，这样可以让公众了解政府
对案件的看法，也可以向外界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件通常不会使政府主动做出改变，但可供人权捍卫者和民间
社会用于自己的研究和政策倡导。现在公开的7月至9月间发送的函件包括：

1.  Sepik开发项目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大型采矿项目（及相关基础设施)。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关注这个项目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包括矿场产生的有毒废物和
不安全废物的储存风险（如水坝决堤）。他们说这个项目还将破坏生计；由于没有与社区进行充分协
商，这些风险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人权捍卫者还面临死亡威胁和恐吓。点此阅读全文。

类似的信件也寄给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参与项目的公司，包括中国公司，以及这些公司所在的其他国家政府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2.  中国当局(官员和警察)正在大规模监控和拘留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根据民间社
会的报告，被认定 “可疑 “的行为包括参加葬礼、用电、送包裹，使用加密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虚拟网
络。尽管联合国专家以前曾写信对 “去极端化 “条例表示关注，但这种行为仍在继续。点此阅读全文。

专家们认为，这些措施既无必要，也与国家安全挑战不相称，事实上可能会破坏改善安全的目标。他们还指出， 
中国政府的灌输计划如再教育营，违反了国际法，并要求政府提供有关监控的司法监督、安置再教育的法律依据，
以及确保人权不受“反恐”工作危害的保障措施。

3.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余文生于2019年5月在徐州被秘密庭审。庭审结束后，他的家人和律师两次与人民检
察院联系确定结果；最终于2020年6月17日徐州法院宣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余文生有期徒
刑4年。他的家人接到电话通知；他们和余文生聘请的律师将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点此阅读全文。

余文生的案件一直受到联合国特别程序的密切关注。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工作组认为对余文生的逮捕和拘留是 
“任意”的。现在，专家们担心余文生可能被剥夺了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关于在他被拘留初期被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专家们强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际上违反了每个人不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权利，也违反了每个人在法庭上及
时质疑拘留合法性的权利。

4.  这封信与其他信函有所不同。专家们不是对民间社会提供的信息作出回应，而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作出分析。他们集中回答的问题是：这部法律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包
括中国根据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点此阅读全文。

根据专家们的专业知识，特别程序对以下问题提出关注，并要求澄清：《国家安全法》在打击 “恐怖主义”中的 
作用；“颠覆 ”和 “分裂”的定义；《国家安全法》的治外法权；《国家安全法》导致限制表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
自由的可能性；对民间社会的寒蝉效应。

每一封信件都有不同的专家或工作组根据当前的人权问题共同签署。长长的专家名单反映了中国政府政策对人权领
域造成的多重问题: 危险物质，企业与人权，反恐与人权，发展权，强迫失踪，环境与人权，法外处决，食物权，
意见和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健康权，人权捍卫者，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土著人民，少数民族，宗教
或信仰自由，隐私权，酷刑，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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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te-bie-cheng-xu-dui-yu-zhong-guo-ren-quan-qing-kuang-you-shi-yao-zui-xin-jin-zhan
https://www.ishr.ch/news/2020nian-ren-quan-ji-kan-di-san-qi-chu-ban-liao-wen-yi-shi-dai-de-ren-quan-gong-zuo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426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37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480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zhu-ming-lu-shi-shi-zong-yi-jing-liang-nian-zhong-guo-ying-jie-shu-sao-rao-lu-shi
http://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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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

我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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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帮助我们改善工作！人权季刊对您的工作有用吗？您还想了解什么内容？请随时分享您的
意见和建议。如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Sarah M Brooks (s.brooks@ishr.ch 或者推特 @sarahmcneer)

Raphael Viana David (r.vianadavid@ishr.ch 或者推特 @vdraphael)

欢迎大家关注国际人权服务社推特中文账户：@ISHR_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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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的倡导能力，并消除对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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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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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联合国特别程序与女同性恋者、
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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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男同性恋者协会和国际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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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捍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
跨性别者和双性人权利的工作

报复手册 - 深入了解什么是恐吓
和报复以及联合国机制如何应对

接触有毒物质工人权利的双语 
解释 - 深入理解联合国特别报告
员的15项原则

信息传单 - 五年后律师仍然感受到 “709镇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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