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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时代的人权工作

前言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和许多人一样，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何使我们的工作适应这种新环境。没有旅行、会议和面
对面的交谈，坦率对话变得更加困难。政治气氛也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得更加两极化。然而，我们仍然坚信交流国
际人权标准如何影响中国，影响中国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整理了一系列新的文章，重点介绍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如何谈论中国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诸如新冠疫情和结构
性种族主义等重大挑战如何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激发了新的运动。

我们很高兴出版2020年第三期《人权季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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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联合国也不得不调整工作，使用网上会议，并推迟对各国人权义务的审查，这只
是其中的两个例子。我们不断努力更新监测报告，并帮助确保这种拖延不会对民间社会的参与造成更多障碍。 

本刊编译英文版国际人权服务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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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中国民间社会提示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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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iu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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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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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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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人权理事会
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计划于9月14日至10月6日在日内瓦举行。由于受到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影响，参加会议的可
能性很小。

在本届会议期间，高级专员将把警察暴力和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包括美国的相关问题纳入她的全球最新报告中。
各国将讨论包括缅甸、委内瑞拉、布隆迪、叙利亚和也门的紧急局势，并预计就此采取行动。理事会还将讨论高级
专员提交的关于人工智能和隐私权以及关于恐怖主义和人权的报告。

请阅读特别程序专家提交的报告，这些报告将在与各国的互动对话中提交，包括：任意拘留(与毒品政策有关)、当
代形式的奴役(以及新冠病毒的影响)，以及调查强迫失踪的标准和公共政策。新任老年人享有所有人权问题独立专
家曾于2019年12月访问中国后，即将提交报告。她是2015年以来最后一位获中国政府允许访问的专家。

每年9月，各国还将讨论助理秘书长提交的年度报复报告：这份报告主要讨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与联合国合
作或寻求合作的民间团体和人权捍卫者的威胁、恐吓或报复行为的具体案例和总体趋势。您可以在这里查看2019年
的报告。

虽然在联合国现场参与受到限制，但是所有这些会议都可以在联合国网络电视网站上观看。

请留意国际人权服务社中文推特@ISHR_chinese或英文推特@ISHRglobal，我们会即时更新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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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更新）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HRC/Pages/Home.aspx
https://www.ishr.ch/news/hrc43-high-commissioner-and-independent-experts-examine-killing-george-floyd-systemic-racism
https://www.ishr.ch/news/china-un-expert-assess-rights-older-persons-rare-opportunity-visit-country
https://undocs.org/zh/A/HRC/42/30
http://webtv.un.org/
https://twitter.com/ishr_chinese?lang=en
https://twitter.com/ISHR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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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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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4

特别程序
几位特别程序独立专家正在呼吁民间社会提供信息，独立专家开始编写即将提交给人权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未来届
会的专题报告。这些报告包括：

•  妇女和女孩在危机局势中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将于8月31日前提交给歧视妇女和女孩问题工作组：更多
信息请点击此处。

•  18岁以下儿童的隐私权以及与他们的独立和自主有关的问题，将在9月30日之前提交给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更多信息在此。

提交的材料必须以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发送。如果您在与相关联系人联系时有任何安全问题，或者您需要额外的
指导，请与我们联系。

条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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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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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Flickr / Maina Kiai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Women/WGWomen/Pages/SexualReproductiveHealthRights.aspx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buAx-hOERnr7bKsXdeS_ivK41Ke1jm8/view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Pages/TreatyBodies.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reaty.aspx?CountryID=36&Lang=ZH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oreInstrumen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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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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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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间开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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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会前工作组举行会议前的两个月（最晚今年12月底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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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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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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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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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专员和独立专家调查杀害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以及系统性种族主义
和警察暴力

19.06.2020

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天通过一项决议，责成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独立人权
专家对系统性犯罪进行调查，并报告全球范围内的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行为，尤其包括杀害乔
治·弗洛伊德和相关事件。

虽然这是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项决议没有做到乔治·弗洛伊德的兄弟向理事会发表历史性讲话时所发出的呼吁，即
成立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重点调查美国的局势。

美国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的抗议和愤怒，呼吁世界人权机构采取行动。

来自世界各地660多个人权组织在受害者家人的引导下，呼吁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一项决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国际调
查委员会，调查美国和世界各地针对非洲人和非洲后裔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侵犯人权和其他虐待行为。

最初起草的决议还要求调查研究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因乔治·弗洛伊德和近年来无数其他美国黑人被杀而引发的
抗议活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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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近期动态: 人权理事会43届会议

图片: Flickr / Phil Roeder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3jie-hui-yi-gao-ji-zhuan-yuan-he-du-li-zhuan-jia-diao-cha-sha-hai-qiao-zhi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3jie-hui-yi-gao-ji-zhuan-yuan-he-du-li-zhuan-jia-diao-cha-sha-hai-qiao-zhi
https://undocs.org/en/A/HRC/43/L.50
http://webtv.un.org/search/urgent-debate-on-racially-inspired-human-rights-violations-40th-meeting-43rd-regular-session-human-rights-council/6165006613001/?term=&lan=english&cat=Human%20Rights%20Council&sort=date&page=6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969&LangID=E
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families-rights-groups-demand-un-investigate-us-police-brutality-protest-suppression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ngo_statement_racism_inform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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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未能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阻碍了在国际层面对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问题的真正正义和 
问责。”我们认为，这一失败在6月19日反映了包括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懦弱，它们拒绝向
权力说出真相。我们认为，这些国家选择将狭隘和短视的政治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它们这样做是维持和延续根深蒂
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制度的同谋”，美国人权网络临时执行主任萨利玛·汉金斯说。

许多代表团，特别是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团，以协调的方式将决议从针对美国的决议转变为通用的决议。

然而，各国政府已经委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其他人权专家合作，提交一份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警察暴力
和暴力侵害和平抗议者的报告。这样的报告可以用来保持变革的压力，也可以成为记录美国和其他地方不公正和侵
权行为的工具。

为此，必须确保：

1.  通过独立调查，可以确定美国和其他地区执法中的系统种族主义的事实；

2.  有公正的真相、正义和问责机制和程序；

3.  有预防和保证将来不再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措施。 

许多非洲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他们要求进行紧急辩论，并领导了决议的谈判，这一点特别令人关注。艾偶·侯赛尼
补充说：“一些非洲国家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站出来应对美国施加广泛压力，并提出西方政府未能保护黑人免受系
统性的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问题”。

受害者家属的声音引起了共
鸣，这是辩论的核心部分，因
为乔治·弗洛伊德的兄弟菲洛
尼斯·弗洛伊德在辩论一开始
就通过视频发表了感人的声
明。最终，人权理事会要对受
害者及其家人负责。 

这场紧急辩论本身就体现了今
天权力的动态，将紧迫感从明
尼阿波利斯的街头带到了日内
瓦的万国宫。这与黑人和少数
族裔社区正在经历的社会运动
和全球愤怒直接相关。

“黑人生命攸关”运动一直是
对全球各地遭受压迫和暴行的
运动的召唤。民间社会在各种
情况下所表达的团结一致，是
对处理美国的系统种族主义的
支持。

这场紧急的辩论给我们注入新
的活力，使我们不懈地努力，
直到各国政府有意义地解决美
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后
裔所面临的历史性、系统性种
族主义和压迫。

感谢所有支持要求美国承担责
任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捍卫
者。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7

图片: Black Illustrations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977&LangID=E
https://www.justsecurity.org/70811/the-un-human-rights-council-should-establish-a-commission-of-inquiry-on-systemic-racism-and-law-enforcement-in-the-united-states/
http://ushrnetwork.org/news/228/100/Martin-Luther-King-III-calls-for-a-United-Nations-Resolution-on-systemic-racism-and-police-violence-in-the-US?emci=49c8b4a3-b7b0-ea11-9b05-00155d039e74&emdi=e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eid=6025259
https://www.ishr.ch/news/hrc43-l-call-human-rights-council-adopt-resolution-systemic-racism-and-police-violenc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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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议案
的表决凸显分歧

22.06.2020

6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简短辩论中，各国就中国提出的
一项决议草案发生了冲突，这项决议草案体现了对人权理
事会以及更广泛的多边体系未来的重大结构性的关注。

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最近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
专家访问和利益攸关方参与对有效技术援助的重要性（见下文）。特别是关于“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一
些非政府组织指出了这项决议的严重缺陷，其代价是有效问责，将理事会的工作重新集中在对话与合作上。

这项决议还直接引用了中国政府宣传的语言，即呼吁“共享未来共同体”，并呼吁人权理事会再召开一次小组会议， 
并起草一份后续报告。

布鲁克斯补充说，甚至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尽管一贯支持理事会、其机制及民间社会利益攸关方，但有了180度的
转弯并以严重扭曲来证明支持这项决议的合理性。理事会的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日本对决议投了
反对票，对这项议案共有16张反对票。

布鲁克斯总结说：”反对票的急剧增加，以及一些国家转而投弃权票，应视为中国政府不能再依靠老一套的胡萝卜
加大棒的方式来推动实现其愿望的指标。

项目10：在一般性辩论，十几个非政府组织
联合声明

2020年6月19日，十几个非政府组织在一般性辩论联
合发言中强调，有效的技术咨询有赖于理事会对实
地情况的详细了解，包括受援国和权利人的问题和
需要。许多项目10的决议都含有重要的监测和公开
报告内容。

这个声明也凸显对话与合作应是项目10的核心。
这些组织认为，可信的人权“对话与合作”意味着
各国真诚参与，愿意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所有
这些都是为了充分受益于理事会及其机制的专门知
识和支持。真正的“合作与对话“意味着愿意与理
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特别程序和其他人权机制合
作，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和纠正侵权行为。它还意
味着承认与理事会和各国政府接触的其他利益攸关方的重要补充作用，如民间社会组织、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国家
人权机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利益攸关方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参与、合作并与理事会进行对话，而不会受到不当
阻碍或担心报复。

同时这项声明指出理事会咨询委员会报告(A/HRC/43/31)中的错误分析。这项报告过分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第104段)， 
甚至使用 “所谓的 “普遍价值(第106段)字眼。这种做法以人权理事会是一个脱离背景的服务提供者的说法为 
基础，不仅不合逻辑、徒劳无益，而且也不符合理事会的原则和做法。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严重侵权行为的
原因往往是政治性的，而不仅仅是缺乏知识或资源，也忽视了理事会如果通过坦率和公开的辩论掌握信息，可以发
挥的宝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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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UN Webcast

图片：UN Photo / Pierre Jean-Marc Ferré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3jie-hui-yi-zhong-guo-ti-chu-ren-quan-ling-yu-cu-jin-he-zuo-gong-ying-yi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3jie-hui-yi-zhong-guo-ti-chu-ren-quan-ling-yu-cu-jin-he-zuo-gong-ying-yi
https://defenddefenders.org/defenddefenders-oral-statements-at-hrc43/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joint_ngo_annex_on_mutually_beneficial_cooperation_-_15_june_2020.pdf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AdvisoryCommittee/Pages/TheRoleTechnicalAssista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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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警示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没有采取果断行动
01.07.2020

6月26日，在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开幕之际，50多位联合国任命的人权专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
公开声明，谴责中国对待人权的方式和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具体行动似乎还很遥远。

涉及到中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专家似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上周五发表的声明，人权理事会任命的50多位
知名专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表关注。他们指出，中国的反应几乎总是拒绝批评，无视他们进入中国的要求，并
对向他们提供信息的民间团体进行报复。

鉴于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危机和香港的人权危机，专家们呼吁重新关注中国，并对中国采取果断行动，并提供给
理事会、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考虑的系列方案。

然而，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开幕式上介绍最新情况时，在对新冠疫情的回应中，只是简单地指出了中国和其他
国家侵犯表达自由的情况。

各国仅在2016年和2019年两次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表示关注，而在日内瓦万国宫的
大厅里宣读这样的声明只有一次。

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制度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二十七个国家开始发声。6月30日这些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
对维吾尔人受到广泛镇压的关注，但重点直接放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上，我们现在知道这项法律在针对
人权所有方面的措施上都存在缺陷。

这些政府还敦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向理事会提供有关香港和新疆人权状况的定期信息。虽然高级专员偶
尔会发表声明，但她很少在新闻稿或在理事会的发言中提出对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性的关注。跨区域国家集团已经
呼吁就中国政府广泛和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公开发言，作为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她必须认真对待。

这些声明凸显了理事会最好的一面，知名专家揭露了中国广泛和系统地侵犯人权的真相；同时，也凸显了理事会
最坏的一面，面对中国这样使用政治和经济权力时，不愿意坚持原则。活动人士指出，欧洲内外许多名义上支持
基本自由的政府没有参加联合声明，这很能说明问题。没有加入联署的欧盟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匈牙利、波兰和希腊。

布鲁克斯说，最重要的是，这些声明向香港人表明，他们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忽视；香港人可以利用这些政府的言
论来推动具体行动。除了施加更多的外交压力、制裁、庇护或难民政策外，民间社会许多人士以及联合国前官员
和专家都呼吁秘书长任命一位香港问题特使。

图片: UN Photos (NY)

联合国近期动态：人权理事会44届会议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4jie-hui-yi-ren-quan-li-shi-hui-jing-shi-zhong-guo-zai-xiang-gang-he-xin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006&LangID=C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6015&LangID=C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un-human-rights-council-44-cross-regional-statement-on-hong-kong-and-xinjia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un-human-rights-council-44-cross-regional-statement-on-hong-kong-and-xinjiang
https://apnews.com/e25a9dd91d7ca0543ca543952dbf2dc6
https://apnews.com/e25a9dd91d7ca0543ca543952dbf2d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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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呼吁
停止对中国自由媒体
和律师的限制

10.07.2020

7月10日，在人权理事会44
届会期，国际人权服务社呼
吁停止对中国自由媒体和律
师的限制。

中 国 政 府 执 行 了 与 新 冠 疫 情
相 关 的 媒 体 限 制 ， 系 统 性 压
制 了 观 点 和 表 达 自 由 ， 对 公
民 记 者 和 人 权 律 师 的 压 制 是
最 新 例 子 。 “ 7 0 9 ” 大 规 模 镇
压 五 周 年 之 际 ， 人 权 组 织 敦
促 国 际 社 会 采 取 更 多 措 施 ，
确 保 这 类 侵 犯 人 权 行 为 受 到 
追责。

国际人权服务社与其他组织发表
联合声明，支持人权捍卫者在确
保中国法治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
用，并声援中国被拘留和失踪的
律师和其他人权捍卫者的家人和
他们的同事。

在与联合国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
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先生的对话中，国际人权服务社强调了中国当局对新冠疫情的回应破坏了对言论自由的
承诺，特别是压制独立媒体和羁押人权捍卫者。

陈秋实案并不是例外，这种案例也不限于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反映了中国制度有根深蒂固、系统性压制言论自由
的问题。律师一直受到系统性的压制，其目的是限制他们维护权利和追究政府责任的能力。

对言论自由的这种强力限制，以及律师对这种限制提出的质疑，清楚地表明迫切需要来自外部的监测和报告， 
包括来自联合国人权机制的监测和报告。

联署这份声明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澳大利亚法律委员会和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

以下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的发言：

 项目3：与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互动对话

您的报告中其中内容涉及对新闻业的威胁，包括使独立记者丧失能力和拒绝释放被任意非法拘留的记者，以
及在疫情发生时对健康的严重威胁。这两点都与陈秋实、黄琦等中国人权倡导者和公民记者的工作息息相
关。您还特别列举了中国政府压制和驱逐外国记者包括《纽约时报》记者的行为。

您的报告明确指出，需要根据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标准，对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持续的监督和评
估。这应该是中国律师发挥的作用，但他们也被压制了。

中国政府还在官方媒体上对律师进行污名化，称他们为反华人士、激进人士和害群之马，并播放他们的认罪视频， 
诋毁他们从事的重要人权工作。

特别报告员先生，鉴于中国对开放和独立媒体的限制，以及为言论自由辩护的律师的压制，您建议采取国际
社会，特别是理事会应采取什么措施，以获得有关中国，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地区以及香港地区人权状况的
可信、可操作的信息？

图片: Hairless vs. Lawless, 2020, JZhang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4jie-hui-yi-guo-ji-ren-quan-fu-wu-she-hu-xu-ting-zhi-dui-zhong-guo-zi-you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4jie-hui-yi-guo-ji-ren-quan-fu-wu-she-hu-xu-ting-zhi-dui-zhong-guo-zi-you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4jie-hui-yi-guo-ji-ren-quan-fu-wu-she-hu-xu-ting-zhi-dui-zhong-guo-zi-you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ishr-statement_hrc44_freedex_id_long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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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镇压五年后，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维权律师的支持力度
09.07.2020

在2015年7月9日之后的几周内，300多名中国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在被称为‘709镇压’的全国
范围内的警方扫荡中被骚扰、拘留和失踪。五年后，国际人权服务社分析了持续存在的打压中国
人权律师的不同模式，并概述了各国应采取的措施，以加强对律师及其亲属的支持。

如果律师没有自由和基本权利，就不可能有法治；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然而，在2015年‘709
镇压’的五年后，中国维权律师仍然面临一系列限制和人权侵犯，压制他们对正义和改革的呼声，并阻止他们在法
庭上为受害者辩护。

取消律师资格、秘密关押、失踪、骚扰亲属、污名化：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的迫害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在规模
和范围上没有改变。联合国人权专家和一些国家重申了严重的关切，并呼吁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律师，但这些呼声却
遭到了一个只对自己所谓“法制”感兴趣的政府的断然拒绝。

为了纪念这个被称为 “中国人权律师日 “的日子，国际人权服务社发布了一份双语信息传单，以介绍中国人权律师
被打压的不同模式，并概述各国为了加强对律师群体的支持应采取的行动要点。

镇压的受害者之一谢燕益律师昨天提醒我们，“正道与良知不可战胜”。这也必须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最重要的法
治捍卫者的困境作出更有力反应的原则。

信息宣传单也可以在此处点击下载中文版和英文版。

支持人权捍卫者

图片: Badiucao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709zhen-ya-wu-nian-hou-guo-ji-she-hui-bi-xu-jia-qiang-dui-wei-quan-lu-shi-de-zhi
https://www.ishr.ch/news/zai-kang-yi-shi-guo-jia-xing-dong-bi-xu-zun-shou-ren-quan-bing-bao-hu-ren-quan-han-wei-zhe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na/%E4%B8%AD%E5%9C%8B%E7%B6%AD%E6%AC%8A%E5%BE%8B%E5%B8%AB%E8%AC%9D%E7%87%95%E7%9B%8A-%E6%AD%A3%E9%81%93%E8%88%87%E8%89%AF%E7%9F%A5%E4%B8%8D%E5%8F%AF%E6%88%B0%E5%8B%9D-709-%E4%BA%94%E5%91%A8%E5%B9%B4%E8%A8%98/?utm_source=HRIC+Updates&utm_campaign=6b063c9d20-EMAIL_CAMPAIGN_2018_12_04_11_54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b537d30fde-6b063c9d20-259227273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lyer_repression_lawyers_china_ch.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lyer_repression_lawyers_china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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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颠覆香港高度自治
16.06.2020

国际人权服务社及85香港和国际人权组织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战
书，敦促中国立即放弃在香港引入国家安全立法。

最新消息! 联合国负责审查已批准国家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落实情况的人
权事务委员会于8月6日公开了其向香港政府的问题清单。委员会要求港府提供关于国安法、 
警察暴力及言论自由的侵犯的明确和具体回复，并将以此问题清单及其他相关文件为指导以
预计在2021年底对港府的落实情况进行审议。问题清单的中文和英文版可以在此处参考。

国际人权团体今天对中国的橡皮图章人大宣布国家安全立法表示严重关切。这部《国家安全法》草案预计很快就会
强加给香港，它绕过了香港的立法机关，侵犯了国际法所保障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这部法律有可能使中国自己的
国家安全立法和机制引入香港，联合国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这些法律和机制在保护基本的正当程序权利方面存在着
缺陷和漏洞，香港直到最近还以尊重法治著称。如果这部法律颁布实施，中国当局可能会扩大在大陆打压异己和监
禁人权捍卫者，扩张威胁香港和国际民间社会，以“分裂”、“恐怖”、“颠覆”和“外国干涉”为名，将其定为
犯罪。

这是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中的最后一幕，标志着香港的基本权利和法治正在逐渐受到侵蚀。自2020年初以来，多
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向政府发表声明和发函，对逮捕15名民主人士、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不当使用化学制剂和逮
捕医护人员，以及香港有缺陷的反恐立法表示关注。

为响应公开信的的呼吁，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中国当局：

• 放弃为香港推出国家安全法的计划

•  严格遵守中国已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包括1997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核心人权条约

• 尊重“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香港高度自治，保障香港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法治

公开信的完整版可在此处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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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Flickr / Jonathan van Smit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bu-ying-yi-guo-jia-quan-wei-you-dian-fu-xiang-gang-gao-du-zi-zhi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CHN-HKG%2fQ%2f4&Lang=en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880&LangID=C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048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05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05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196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00617_natsec_joint_letter_simplified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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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索拉法·马格迪，埃斯拉· 
阿卜杜拉法塔，萨娜·赛义夫和所有其他人权捍卫者

15.07.2020

2020年6月23日，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阿拉·阿卜杜勒法塔的妹妹、女性人权维护者萨娜·赛义
夫在接近检察官办公室时被便衣警察绑架。当时萨娜准备举报前一天她和家人被殴打，她的背部
和头部被打得伤痕累累。6月22日，在托让监狱前，一群妇女对萨娜和她母亲莱拉·苏埃夫博士
和妹妹蒙娜·赛夫进行了人身攻击，并在监狱当局的观察下偷走了她们的物品。

“萨娜在检察官办公室前被绑架，这是危险的先例，进一步表明了埃及司法当局在镇压人权捍卫者方面的同谋行
为，”国际人权服务社指出。

埃及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已经有四个多月无法与他们的家人联系。捍卫者没有法律渠道对他们被拘留或拘留条件提
出质疑，这种情况本身就相当于酷刑和虐待。

埃及的记者和女性人权捍卫者索拉法·马格迪在网上为她的朋友、埃及记者和女性人权捍卫者埃斯拉·阿卜杜勒法
塔获得释放进行倡导。埃斯拉于2019年10月被政府绑架并遭受酷刑。针对要求释放她的社交媒体帖子，警方逮捕了
索拉法和记者霍萨姆·萨伊德和穆罕默德·萨拉赫。索拉法的母亲恳求帮助，使索拉法能与她联系。

“人权捍卫者本来就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在他们获释之前，我们敦促埃及允许他们定期、持续地通过电话与家人
联系，使他们可以收发信件，为他们发送食品并提供医药”，国际人权服务社说。

人权组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上联合发表声明中回顾，自2019年9月以来，特别程序和高级专员要求释
放所有仍处于审前拘留的人权捍卫者。

图片: Nazra for Feminist Studies and Cairo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modified by ISHR)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4jie-hui-yi-ai-ji-ren-quan-zu-zhi-hu-xu-li-ji-shi-fang-suo-la-fa-ma-ge-di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44jie-hui-yi-ai-ji-ren-quan-zu-zhi-hu-xu-li-ji-shi-fang-suo-la-fa-ma-ge-di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bu-ying-yi-guo-jia-quan-wei-you-dian-fu-xiang-gang-gao-du-z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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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各国必须确保在抗疫中保护人权
20.07.2020

自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使各国采取限制性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免受病毒造成的破坏性 
后果。在许多非洲国家，这些措施导致了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对人权捍卫者工作的不当
限制。

7月13日，国际人权服务社发表了关于非洲人权状况的声明，特别强调了人权捍卫者在新冠疫情期间面临的挑战。

在祝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第28届特别会议期间宣誓就职的新委员之后，国际人权服务社赞扬委员会组织的
首次在线常会。

一些国家利用新冠疫情，将最初旨在保护民众的法规工具化，加剧了对人权捍卫者的压制，进一步限制了民间社会
的空间，更广泛地限制了许多基本自由和权利。抗疫不应被专制国家作为借口，更多地采取剥夺自由的措施，扼杀
不同意见。

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使用武力仍应遵循合法、必要、相称和谨慎的原则。必须避免使用杀伤力武器，在诉诸暴力手
段之前，必须用尽所有可能的非暴力手段。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各国政府谴责暴力镇压，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

那些在本国对人权捍卫者的立法保护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展或即将取得进展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绝不能忘
记自己所做的承诺，并恪守承诺，包括不应以防疫为名侵犯人权。

在非洲，民间社会组织仍然在一个限制性很强的环境中工作，恐惧支配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尽管他们从未忘记自己
的使命，为所有人获得更加公正、平等和自由的世界而努力。

14

图片: ISHR

https://www.ishr.ch/news/di-66jie-fei-zhou-ren-quan-he-min-zu-quan-wei-yuan-hui-ge-guo-bi-xu-que-bao-zai-kang-yi-zhong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tem_3_ishr_declaration_situation_des_droits_humains_achpr_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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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个组织呼吁各国保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
性人士的人权

08.06.2020

187个组织告诉人权理事会，疫情暴露并加深了现有的歧视、暴力和其他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
和表达，以及性别特征侵犯人权的行为。

国际人权服务社加入了一个由187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提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注意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
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士的处境，以及疫情下捍卫自己权利的人。

根据96名人权专家签署的行动呼吁，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保护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方式及性特征的人权组
织敦促各国和利益攸关方确保这一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既不会加剧现有的误解、偏见、不平等或结构性障碍，也不会
导致针对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方式及性特征者的暴力和歧视的增加。

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家在提供医疗服务、实施封城措施和旨在减轻经济后果政策的应对措施，对包括性
别少数人士在内的边缘化群体产生了不成比例的歧视性影响。这一流行病暴露并加深了现有的歧视、暴力和针对基
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以及针对性别特征的侵犯人权行为。

虽然承认采取行动防疫的紧迫和必要性，但是各国必须确保在应对疫情时遵守国际人权义务，必须考虑保护特定群
体和易受伤害群体包括性别少数人士的权利。为此，在设计、实施和评估国家应对这一紧急情况的措施时，必须与
民间社会和致力于保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权利的捍卫者协商。

各国应保证庇护所对所有人都是包容的，无论其性别如何，并采取措施，允许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
者和两性人报告在私人场合，包括在家庭和庇护所遭受的暴力和歧视。

随着这场危机的到来，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必须保持透明度，履行其义务，不妨碍民间社会的真正参与，并确保能
够利用国家、区域和国际问责制度。各国和利益攸关方应落实行动方针，以维持和确保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继续
参与联合国机构和机制。

15

图片: Flickr / Guido van Nispen

https://www.ishr.ch/news/187ge-zu-zhi-hu-xu-ge-guo-bao-hu-nu-tong-xing-lian-nan-tong-xing-lian-shuang-xing-lian-kua-xing
https://www.ishr.ch/news/187ge-zu-zhi-hu-xu-ge-guo-bao-hu-nu-tong-xing-lian-nan-tong-xing-lian-shuang-xing-lian-kua-xing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joint_written_statement_-_lgbti_and_covid-19.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joint_written_statement_-_lgbti_and_covi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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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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