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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季刊》2020年第一期

前言

鼠年快乐！国际人权服务社祝您工作顺利！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年和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承诺，将继续竭尽全力， 
支持勇敢的人权捍卫者，他们每天都为建立更具包容性、公正、自由、可持续和尊重权利的社会而奋斗。

我们很高兴推出2020年首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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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您能像鼠家族一样聪慧和机敏，获得更多的信息保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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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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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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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中国人权在联合国的最新动态 ............................................................................................. 6

国际人权服务社“2019年关注重点” ................................................................................1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antiagosuburbano/32522158593/
https://www.ishr.ch/news/2020nian-ren-quan-ji-kan-di-yi-qi-chu-ban-liao-shu-nian-kuai-le
https://www.ishr.ch/news/2020nian-ren-quan-ji-kan-di-yi-qi-chu-ban-liao-shu-nian-kua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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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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些未来征询民间社会建议的机会，鼓励大家来参与！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h Ferré

人权理事会

2020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举行三次常会会期如下： 

3月：2月24日至3月20日（第四十三届常会）

6月：6月15日至7月3日 （第四十四届常会）

9月：9月14日至10月2日（第四十五届常会）

即将在2月至3月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43届常会将非常繁忙！请留意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有关以下方面的报告：
人权捍卫者、反恐与人权、文化权利、酷刑、隐私、宗教自由、环境和住房。有关报告还将介绍缅甸、朝鲜、伊朗
和南苏丹等国的人权状况。

请留意国际人权服务社中文推特@ISHR_chinese或英文推特@ISHRglob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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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HRC/Pages/Home.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3/Pages/43RegularSession.aspx
https://undocs.org/zh/A/HRC/43/53
https://undocs.org/zh/A/HRC/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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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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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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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机构
民间社会可以向条约机构提交自己的报告，就本国落实相关条约
的情况提出他们的调查结论和看法。这样的报告有助于委员会成
员对一国的人权状况获得更加全面的了解，因此至关重要。如果
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时间或资源提交一份全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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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民间社会组织无论其地位都可以提供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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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 - 跟进报告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审议
中国政府的跟进报告，民间社会主
要参看2018年8月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委员会审议中国的
结论性意见，审阅和监督中国政府
的跟进报告。中国在2019年10月8
日提交了跟进报告，跟进程序即将
开始。委员会以及其负责中国的报
告员将审议政府报告并准备跟进信
函，估计4月20日至5月8日之间将致函政府。报告员依据国家跟进报告和民间社会提供的信息准备跟进信函内容。

民间社会3月底之前可以提交跟进报告。民间组织发出报告时应通知委员会秘书处（cerd@ohchr.org），也可以点
此下载提供跟进信息的文件范本。国际人权服务社可以提供审阅或翻译的支持，进行相关的讨论，或者帮助安全地
联络委员会秘书处。

民间社会提交的后续跟进信息主要依据委员会审议中国的结论性意见以及国家提供的报告（点此下载）。结论性意
见主要覆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情况、少数民族的语言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2.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 对中国的审议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是一个负责监督缔约国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情况的独立专家机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今年将
对中国履约情况进行第二轮审议。民间社会可以利用以下两次主要机会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

•  会前工作组将于4月1日开会 - 会前工作组的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大会起草议题和问题清单。议题和问题清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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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息缺失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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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会前工作组举行会议前的一个月（2月底提交）

•  残权委员会将于8月底至9月中（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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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报告，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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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委员会审查前一个月（可能在今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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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残疾人权利公约》

图片: UN Photo / Pierre Albo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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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击下载国际人权服务社的联合国条约机构简易指南。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Pages/TreatyBodies.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aspx
mailto:cerd@ohchr.org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CERD/FollowUpRecommendations_en.docx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CERD/FollowUpRecommendations_en.doc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RD%2fC%2fCHN%2fCO%2f14-17&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ERD/Shared Documents/CHN/CERD_C_CHN_CO_14-17_Add-1_37394_C.doc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RPD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onventionRights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rBkvDLHrFFq8wSOe2z9g3jLWXscOK3cW%2bh6NEqWxDjRLAKgX49CP9xOmOS0nj0fJHNv%2b1SI4%2fKzMuyj25QwQmADAMX0tm9ekwKTnm2meQYw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rBkvDLHrFFq8wSOe2z9g3jLWXscOK3cW%2bh6NEqWxDjRLAKgX49CP9xOmOS0nj0fJHNv%2b1SI4%2fKzMuyj25QwQmADAMX0tm9ekwKTnm2meQYw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onventionRights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simple_guide_chinois_complet_sep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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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权事务委员会 - 对港澳的审议

人权事务委员会是监督缔约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落实情况的独立专家机构。虽然中国大陆于
1998年签署了这项核心公约，但是中国政府直到现在仍
未批准该公约。不过，人权事务委员会今年将对已批准
这项公约的香港和澳门的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第四轮审
议。民间社会可以使用以下两次主要机会提供信息并施
加影响。

•  会前工作组将于6月底至7月底开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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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和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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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会前工作组开始工作之前的10个星期（约5月中）

•  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后将于今年10月或明年3月（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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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委员会审查前3个星期（大概9月初）

有兴趣提供信息的非政府组织该参考以下文件：

•  委员会上轮对香港和澳门审议的结论意见

•  这次审议香港和澳门政府的报告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 对中国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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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可
以利用以下两次主要机会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

•  会前工作组将于10月19-23日中间开会 - 会前工作组的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大会起草议题和问题清单。议题和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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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已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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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提交）

•  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将于2021年2月中至3月初（估计）进行全面审查 - 委员会审议国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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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报告，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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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交报告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会议的第一天和委员会进行对话。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委员会审查前一个月半（估计最晚在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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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ierre Jean-Marc Ferré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cpr/pages/ccpr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CHN-HKG/CO/3&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C/CHN-MAC/CO/1&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CHN-HKG%2f4&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CHN-MAC%2f2&Lang=en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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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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颠覆”指控并释放女性人权捍卫者陈建芳

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中国人权捍卫者网及其他国际人权组织
联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颠覆”指控并释放女性人权
捍卫者陈建芳。陈女士已被单独监禁了6个多月，她现在
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2019年8月19日）给中国政府的一封信函中，四名联合国专家极为
关注从事土地和住房权利工作的女性人权捍卫者陈建芳遭受的任意拘
留和强迫失踪。政府的这些行为是针对陈建芳人权行动的直接反应，
专家们还对阻碍她与律师或家人的会见表示担忧。

四名专家要求政府对这些侵犯人权的指控提供详细信息，包括有关陈建芳的下落以及逮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他们
还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临时措施，停止和预防这类违反人权行为，同时确保追责。

中国政府在答复中声称，“调查之后，陈建芳完全认罪”，现在陈建芳被关押在上海市看守所。中国政府进一步宣
称“中国公安部门没有所称的’任意拘留’或’强迫失踪’”行为。

联署信如下：

国际人权组织敦促中国政府撤销对人权捍卫者陈建芳的“颠覆国家政权”指控，并立即无条件释放她。陈女
士已被单独监禁了6个多月，在当局指控她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后，她现在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中国政府很显然是因为陈女士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而对她施加惩罚。一直以来，陈女士作为一
位人权捍卫者，在上海利用公开抗议和诉讼去对抗不公。当局曾阻止她前往中国境外参加国际人权培训或 
会议。在过去十年中，她经常成为强迫驱逐、警方骚扰、拘留和酷刑的对象。

上海警方最初于2019年3月20日，在陈建芳家中抓捕了她和她的丈夫，两人在警方拘留所“失踪”长达数月
之久。5月22日，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陈建芳正式逮捕，不过这一消息直到10月才公开。在此
期间，她的丈夫于4月3日获得取保候审。而上海市第一检察院于2019年8月30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对
陈建芳提起公诉，这是中国刑法中最严重的政治罪名之一，可能判处无期徒刑。陈的案子已被移交上海市第
一中级法院，此刻，她正在上海看守所候审。

就在警方抓捕陈的前几天，她写了一篇文章，向知名活跃人士曹顺利致敬，以纪念3月14日曹在囚期间逝世5
周年。同一天，几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发表声明，再度呼吁对曹的死因进行调查。

陈被剥夺了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自3月份以来，在整个拘留期间，她没有被允许与她所指定的律师单独会
面。目前尚不清楚她是否在拘留期间接受过任何法律咨询。陈建芳被强迫失踪数月，她在拘留所的情况也不
得而知。在中国的拘留所里，酷刑泛滥，陈建芳面临着遭受酷刑的高度风险。

2019年8月，四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致函中国政
府，对陈建芳被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无法接
触她的律师和家人，以及在拘留期间受到的待
遇等等问题，表示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在9月发
表的关于“与联合国及其机制合作”的年度报
告（《报复报告》）中也提及了她的案例。

就在陈建芳被起诉之前，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权
捍卫者的严酷迫害正节节上升。最近一个升级
的态势是，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都被当局严厉地指控为“颠覆国家政权”。7月，湖南警方抓捕了3名倡导
反歧视和健康权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并于隔月以“颠覆”罪名将他们正式逮捕。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
仍未获得会见律师的机会，他们被拘留的原因不明，但可能与他们的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被指控涉嫌接
受海外资金有关。过去被指控为“颠覆国家”的人权捍卫者多为民主异议人士或者律师，但现在颠覆罪名也

中国人权在联合国的最新动态

图片: 中国人权捍卫者 / 维权网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最近一份意见认
为，中国政府频繁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刑法第105条）来迫害和平的异见人士和
权利倡导者，“既非保护公共或私人的利益
免受侵害的必要之举，也未与其罪行相符，
刑罚应该其罪行相符，而不是因人而异”。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li-ji-ting-zhi-dian-fu-zhi-kong-bing-shi-fang-nu-xing-ren-quan-han-wei-zhe-chen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804
http://www.nchrd.org/2019/05/chen-jianfang/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911
https://www.nchrd.org/2013/09/submission-to-un-on-chen-jianfang-september-19-2013/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612.html
https://www.nchrd.org/2019/05/submission-to-un-on-chen-jianfang-april-16-2019/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911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911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9/03/5.html
https://www.nchrd.org/2014/04/prisoner-of-conscience-cao-shunli/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331&LangID=E
https://www.nchrd.org/2015/11/joint-civil-society-report-submitted-to-un-committee-against-torture-october-2015/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80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804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Reprisals/A_HRC_42_30.pdf
https://www.nchrd.org/2019/08/cheng-yuan-liu-dazhi-wuge-jianxiong/
https://www.nchrd.org/2019/08/cheng-yuan-liu-dazhi-wuge-jianxio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ug/29/staff-of-changsha-funeng-ngo-hong-kong-arrested-in-southern-china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tention/Opinions/Session85/A_HRC_WGAD_2019_36_AdvanceEditedVersion.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tention/Opinions/Session85/A_HRC_WGAD_2019_36_AdvanceEdited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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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应谴责香港警方行暴并支持和平抗议

人权团体对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最新新闻简报表示极为关注。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应立即谴责港府对和平集会和结
社权利的限制，并发声支持和平示威者及重申要求对香港警方过
度使用武力进行独立调查。

（2019年11月25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最高级别
官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必须公开谴责香港政府系统性侵犯和平集会自由和言论
自由权利，并谴责香港警方不必要和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

香港警方系统性地压制和平集会权，对行使权利的人士使用过度武力，包括殴
打和平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橡胶子弹。警方越来越多地拒绝批
准举办集会和游行的申请，并以“非法集会”为由实行了大规模任意拘留。

香港和中国中央政府放任警方行暴、全然不追究罪责。自示威游行爆发以来，
没有任何警员因在暴力镇压示威者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或滥用警力而受到依
法追责。相比之下，自6月9日以来，警方已逮捕了涉嫌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近
4,500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警方对被拘押的抗议者施加了酷刑和虐待。

11月19日，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一份新闻简报，其中错误地指称香
港“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尊重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同时，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这份新闻简报里没有谴责警方的
暴力行为。这等于否认了多方可靠来源提供的有关在香港发生的人权侵犯的详实记录，并且无视了其他联合国独立
专家对此表示的担忧。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授权，人权高级专员有责任“促进和保护所有人实际享受所有人权”，并“在消除当前面临的障
碍和应对全面实现所有人权的挑战、防止在世界各地人权侵犯的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这一授权要求高级专员使用她的职位对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人权侵
犯表示严重关切。未能行使这一职责的结果是，因忽视警察的野蛮行
径和对香港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平行使其基本自由实行镇压，联合
国人权高专办损伤了自己的信誉。

北京的中国政府当局越来越明确地发出信号，它才是掌控香港的最高
权威。11月16日，数十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士兵，在没有按照
《基本法》须事先得到香港政府邀请的情况下，出现在香港街头清除
路障。11月18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宣称：“我们（中央政府）

被用于倡导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人权工作者。2013年以来， 
习近平大幅压缩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这些组织致力于倡导
环境权、住房权、土地权、劳动权、公共卫生和残障人权、消除歧
视等。此外，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地采取措施，将人权捍卫者视为“
国家敌人”来加以惩罚。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最近一份意见认为，中国政府频繁使
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105条）来迫害和平的异见人士和权

利倡导者，“既非保护公共或私人的利益免受侵害的必要之举，也未与其罪行相符，刑罚应该其罪行相符，
而不是因人而异”。工作组也多次在官方信函中提醒中国当局，在某些情况下，广泛地、有系统地以及任意
地剥夺自由，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应立即且无条件释放陈建芳、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和其他所有遭受报复的人权捍卫者。

联署者：中国人权捍卫者、国际人权联盟、前线卫士、人权观察、国际人权服务社、保护卫士、世界反酷刑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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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巴丢草 Badiucao

工作组也多次在官方信函
中提醒中国当局，在某些
情况下，广泛地、有系统
地以及任意地剥夺自由，
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未能行使这一职责的结果是， 
因忽视警察的野蛮行径和对香港
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平行使其
基本自由实行镇压，联合国人权
高专办损伤了自己的信誉。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lian-he-guo-ren-quan-shi-wu-gao-ji-zhuan-yuan-ying-qian-ze-xiang-gang-jing-fang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38275/hong-kong-protests-police-arrested-nearly-4500-people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09/hong-kong-arbitrary-arrests-brutal-beatings-and-torture-in-police-detention-revealed/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312&LangID=E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9/09/hong-kong-arbitrary-arrests-brutal-beatings-and-torture-in-police-detention-revealed/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979&LangID=E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979&LangID=E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48/141
https://qz.com/1750612/hong-kong-press-foils-script-of-plas-clean-up-outing/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chinas-pla-soldiers-help-clean-up-hong-kong-streets-as-protests-rumble-on-idUSKBN1XQ02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chinas-pla-soldiers-help-clean-up-hong-kong-streets-as-protests-rumble-on-idUSKBN1XQ022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tention/Opinions/Session85/A_HRC_WGAD_2019_36_AdvanceEditedVersion.pdf
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WGAD-Opinion_Wang-Quanzhang-Jiang-Tianyong-and-Li-Yuhan-62-2018-1.pdf
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WGAD-Opinion_Wang-Quanzhang-Jiang-Tianyong-and-Li-Yuhan-62-2018-1.pdf
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WGAD-Opinion_Wang-Quanzhang-Jiang-Tianyong-and-Li-Yuhan-62-201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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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家罕见访华，评估老年人权利

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使联合国人权官员和专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中国，联合
国老年人人权专家的最终报告应该采取注重人权的方法审查中国。

联合国老年人人权独立专家罗莎·科恩菲尔德-马特，于11月25日到12月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际人权服 
务社欢迎这位专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制度框架以及执行国家和国际人权标准的情况。在访问结束的声明中，
专家称赞了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在终身教育和第三龄长者大学方面非常好的做法”，同时强调“户口” 
制度“仍然是不平等的根源”。

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倡导负责人莎拉·布鲁克斯解释说，这种与国际专家交流最佳实践的努力是推动中国人权状 
况改善的重要步骤。显然，中国政府更愿意在已经取得进展的领域中采取这种做法，以及在这些领域进行政府认为
属于“建设性的对话”。

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来结束动乱。”联合国是否能够抗衡日益强大的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目前联合
国面临的一个关键考验是：它是否对中国政府控制的香港当局的人权侵犯追究责任。

从6月开始，上百万香港人公开抗议向中国内地的引渡法案，这一法案一旦施行，将会破坏香港法律所载的各项 
自由。警方一再用过度武力来应对这些和平抗议活动。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谴责警察暴力并要求香港人民享有充分
民主权利的运动。7月21日，警察在元朗地铁站面对抗议者，对记者和旁观者所遭受的袭击无所作为，显然没有保
护到市民的人身安全和生命权。试图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也遭到暴力、恐吓和警察的威胁。一名印度尼西亚记者在
报道抗议活动时，被警察用橡皮子弹集中面部，导致她的一只眼睛永久失明。向被捕者和受伤者提供救援的医务人
员和社会工作者也受到警察的阻挠。

自十月以来，香港的政治局势已经恶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利用殖民时期的紧急权力禁止在集会中蒙面（后来
被裁定违宪）。警察使用实弹射击了三名年轻的抗议者。11月8日，22岁的学生周梓樂在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期
间坠楼而不治身亡，引发了最近一次暴力事件；香港中文大学（CUHK）和理工大学的校园一度变成战场。尽管某
些抗议者使用了暴力，包括汽油炸弹、砖块和弓箭，但香港警方的武力反应过重和严重不相称地压倒这些小范围暴
力行为。香港警方必须按照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将少数涉嫌使用暴力者与绝大多数和
平示威者区分开来，限制使用武力到必要的最小程度。

6月2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四名独立人权专家向中国政府致函，对6月12日香港警察向“非常和平”的示
威者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表示关注。随后，这四位专家于9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指出：“我们多次收到可
靠报告，令我们感到严重关切，因为香港当局屡屡未能确保个人在不受暴力或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公开抗议的安全环
境。”我们对人权高专办11月19日的新闻稿中没有表达与此一致的严重关切感到失望。

人权高专发言人8月13日表示，该办公室有“可靠证据”表明执法人员使用了“国际规范和标准所禁止”的防暴措
施，并敦促香港当局“采取克制态度”。最近的这份新闻简报应该指出香港当局未能听取高专办的这一呼吁。相
反，该简报对一小部分抗议者的暴力行动与警察系统性地使用不必要和不成比例的武力对付没有武装的抗议者的表
态缺乏原则。

人权高专本人在10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香港政府立
即对暴力行为进行“有效、迅速、独立和公正的调查”。 
香港缺乏独立的机制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独立警察
投诉委员会（ IPCC）的专家顾问上周已再次确认这点。 
监警会没有传票、传唤证人等调查权。联合国负责监督《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人权委员会曾在
2013年对监警会缺乏独立性向香港政府提起关注。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必须呼吁香港当局实施具体步骤去缓和紧张局势、减少警方和少数示威者双方的暴力。香港当局
至少必须开启的第一步骤，建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将非法使用武力的执法人
员及他们的上级官员绳之以法；对于暴力袭击警察的指控，任何回应都必须通过独立公正的司法程序；无条件释放
那些仅因行使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权而被拘留的人，立即撤销对他们的指控。

22个致力于中国和全球人权问题的组织联署

香港当局至少必须开启的第一步骤，建
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过
度使用武力的行为，将非法使用武力的
执法人员及他们的上级官员绳之以法；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lian-he-guo-zhuan-jia-han-jian-fang-hua-ping-gu-lao-nian-ren-quan-li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OlderPersons/IE/Pages/IEOlderPersons.aspx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339&LangID=E
https://www.hrw.org/report/2017/09/05/costs-international-advocacy/chinas-interference-united-nations-human-rights
https://www.nchrd.org/2019/06/open-letter-regarding-proposed-changes-to-hong-kongs-extradition-law/
https://www.nchrd.org/2019/06/open-letter-regarding-proposed-changes-to-hong-kongs-extradition-law/
https://www.nchrd.org/2019/06/hong-kong-authorities-must-end-excessive-use-of-force-protect-freedom-of-peaceful-assembly-and-expression/
https://www.nchrd.org/2019/06/hong-kong-excessive-use-of-force-open-letter/
https://www.amnesty.org.hk/en/hong-kong-failure-in-political-leadership-inflames-situation/
https://rsf.org/en/news/violence-against-journalists-escalates-hong-kong
https://www.fcchk.org/fcc-statements/
https://www.hkja.org.hk/en/category/statements/
https://www.nchrd.org/2019/10/hong-kong-repeal-face-mask-ban-protect-right-to-peaceful-assembl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1-18/hong-kong-high-court-rules-lam-s-mask-ban-is-unconstitution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nov/11/hong-kong-police-shoot-demonstrator-during-morning-rush-hour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9/11/cuhk-campus-under-siege-as-chaos-overtakes-hong-kong-protests/
https://in.reuters.com/article/uk-hongkong-protests-campus-insight/fire-magicians-and-medieval-weaponry-a-hong-kong-university-under-siege-idINKBN1XT1SP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useofforceandfirearms.aspx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674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979&LangID=E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8/104414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protests-un/u-n-calls-for-probe-into-violence-related-to-hong-kong-protests-idUSKCN1WK07G
https://www.nchrd.org/2019/06/hong-kong-excessive-use-of-force-open-letter/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37080/hong-kong-police-watchdog-does-not-have-powers-and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CPR%2fC%2fCHN-HKG%2fCO%2f3&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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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指出：“然而，平等保护的结构性障
碍仍然存在，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或少数民族
社区的人而言。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
决策者很少有机会或动力采取纠正措施。中国
对公开辩论和政治参与的限制严重影响到每个
人的生活，包括老年人在内。”

当局对独立民间社会的镇压越来越影响到地方
倡导团体和底层声音保护人权的能力。独立司
法和有效问责机制的缺乏，进一步削弱了人权
团体和人权捍卫者为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寻求正
义和补救的能力。

布鲁克斯强调：“基于人权的政策不在于为 
特定人群提供单向的社会服务，而在于增加个
人和社区的能力，在于确保他们可以积极且平
等地参与决策，同时为他们提供工具向决策者
问责。”

在最后声明中，老年人人权专家强调，“任何
关于老年人的规范或政策行动都必须采取基于
人权、以人为本的方法”。

联合国独立专家面临政治压力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与联合国人权专家“充分合作”，但中国政府在发出访问邀请时采取了严格限制和选择性的
方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只接待了七位人权专家，还有二十多个访问请求仍待审核。在受到邀请的专家中，
议题高度偏向经济和社会议题，中国政府将妇女权利、赤贫问题、老年人和残疾人问题视为成功典范。 

这些问题诚然重要，但不应取代公民和政治权利问题，而这也是中国
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例如，在老年人人权专家访
华前，有进一步关于新疆少数民族遭到镇压的公开记录；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已经多次呼吁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但是根
本没有任何进展。在访问结束时，老年人人权专家表示“希望[这次]
访问有助于加强和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和人权高专办现有渠
道的合作”。

布鲁克斯说：“我们希望老年人人权专家能够了解中国为她提供的窗口的独特性。向当局传达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进
行有意义合作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鉴于上述情况，特别是针对独立专家的访问，国际人权服务社为特别程序对中国进行正式
访问提供以下建议：

•  在指出成就和良好做法的同时，结束任务声明和最终国别访问报告应以基于人权的方式为核心，
强调参与、不歧视、问责、赋权和合法的基本原则；

•  鼓励专家在公开报告中适当关注他们本身在访问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有
义务尊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独立性，并确保访问过程遵守《特别程序的国别访问的职权范
围》的规定；

•  专家应认真处理个人或团体因与专家合作或尝试合作而受到恐吓报复的案件。这包括在国别访问
之前、期间和之后参加会见的活动；提供书面信息或分享独立研究；通过社交媒体、采访或以向
人权理事会递交声明的方式对访问和报告进行评论。

独立专家的报告将于2020年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期发表。

9

图片: Flickr / UN Geneva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与联合国
人权专家“充分合作”，但中国
政府在发出访问邀请时采取了严
格限制和选择性的方式。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OlderPersons/EoM_MissionChina_Dec2019_ChineseVersion.docx
https://sp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SpecialProceduresInternet/ViewCountryVisits.aspx?Lang=zh&country=CHN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OlderPersons/EoM_MissionChina_Dec2019_ChineseVersion.doc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TermsOfReference.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SP/Pages/TermsOfRefere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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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律师失踪已经两年， 
中国应结束骚扰律师师

2018年1月19日，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送儿子上学
时被警方带走；一周后，他的妻子收到了正式拘
留通知。两年来，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他的家
人和朋友继续呼吁让余律师接触正当程序并安全
获释。 

两年前的今天，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律师在北京送儿子
上学时被一群警察带走。1月27日，他的妻子许艳收到通知
获悉余文生已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此后的两年中，余律师被剥夺了与他或家人选择
的律师见面的权利，据报道，他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际上构成强迫失踪”国际人权服务社
亚洲倡导部负责人布鲁克斯说。“然而北京当局对修改《刑
事诉讼法》的建议置若罔闻，当局继续将其用作打压异议的
工具”。

在促进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多年努力中，余律师倍受各种各样
的骚扰。2015年“709镇压”之后，余律师代理了同为律师

王全璋的案子，导致当局对他的进一步威胁，甚至在2018年1月16日被吊消了执照。在被警察带走的前一天，他发
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修宪，在公平选举和监督中共方面进行改革。

现在，许艳自己也成为人权捍卫者，正在努力了解丈夫的命运和下落，促成家人团聚。为此，她受到严密监视，面临 
挑战。但她坚信：“失去自由的律师，法律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际社会在支持家人和同
事呼吁释放像余文生这样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的
努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余文生失踪两
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了联合国人权机制为争取余
律师获释以及声援他的家人所采取的行动。

通过德国和捷克等成员国的关注，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协助，以及世界各地民间社会的支持，余文生的案件获得了广
泛关注。它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律师处境的象征——他们仍然每天为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而抗争，捍卫弱势群
体，相互支持，他们面临着镇压和报复的极大风险。尽管有国际社会的呼吁，余律师仍然被单独监禁，等待秘密审
判的判决。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加紧行动，以确保余律师立即获释。

同时，在两周年纪念之际，律师、其他争取民主和从事反歧视工作的人士正在经受又一轮的打压。自12月18日以
来，在被称作12月26日或“12/26”镇压中，二十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受到审讯、行政拘留、骚扰、禁止旅行，在
某些情况下还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各国政府坚持释放余文生以及所有在中国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自由的人士时，他们是在申张正义与人权”，布鲁
克斯指出。“他们还向在押人士、他们的家人和人权运动传递了代表希望和支持的重要信息，即这种‘新常态’ 
是不可接受的。”

“在新一轮的镇压中，这样的立场非常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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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巴丢草 Badiucao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际上构成强迫失踪”国际
人权服务社亚洲倡导部负责人布鲁克斯说。“然
而北京当局对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置若罔
闻，当局继续将其用作打压异议的工具”。

时间线可如下点击下载：

中文版：打印版 或 全长数字版

英文版：打印版 或 全长数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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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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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lian-he-guo-zhuan-jia-qian-ze-zhong-guo-ren-yi-ji-ya-yu-wen-sheng-ren-quan-lu-shi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ian-he-guo-zhuan-jia-hu-xu-zhong-guo-li-ji-fei-chu-zhi-ding-ju-suo-jian-shi-ju-zhu
https://www.ishr.ch/news/wo-men-ji-nian-zai-zhong-guo-de-qiang-po-shi-zong-shou-hai-zhe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lian-he-guo-zhuan-jia-ying-gai-jiu-zhong-guo-chu-tai-de-xian-zhi-lu-shi-quan-yi-de
https://www.ishr.ch/news/guo-ji-she-hui-dui-zhong-guo-ren-yi-ji-ya-ren-quan-han-wei-zhe-biao-shi-guan-zhu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8/01/blog-post_18.html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9/07/blog-post_52.html
https://www.chrlawyers.hk/zh-hans/content/%E5%85%B3%E4%BA%8E1226%E5%A4%A7%E6%8A%93%E6%8D%95%E4%B9%8B%E8%81%94%E5%90%88%E5%A3%B0%E6%98%8E
https://www.badiucao.com/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ian-he-guo-zhuan-jia-hu-xu-zhong-guo-li-ji-fei-chu-zhi-ding-ju-suo-jian-shi-ju-zhu
https://www.ishr.ch/news/wo-men-ji-nian-zai-zhong-guo-de-qiang-po-shi-zong-shou-hai-zhe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yu_wen_sheng_an_zi_lian_he_guo_xing_dong_shi_jian_xian_.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xplainer_jan2020-digital_zs.jpg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yu_wensheng_-_timeline_of_un_action_english.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xplainer_jan2020-digital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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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信：遵守法治该是规则，而不是例外
有关中国法治问题，14个人权组织发表联署公开信，强调为了在
中国促进人权，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法治的系统性失败，由
于缺乏正当程序、独立司法机构和公众参与和公民活动空间，因
此人权侵犯更加可能发生，也使有罪不罚现象永久存在。

我们纪念在中国的强迫失踪受害者
国际人权服务社及其他人权组织共同纪念2019年8月30日强迫失踪
受害者国际日，使那些被中国当局失踪的人为外界所知。联合活
动主页在此。

联合国必须支持天安门真相和正义
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之际，国际人权服务社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
府停止对天安门事件的审查，开始调查真相、寻求正义、补偿受
难者及其家属的过程，并停止打压维权运动。

普遍定期审议：各个国家，民间社会就中
国人权纪录发表声明
就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其他国家政府可以在人权理事会做些什么
来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 对中国普遍审议最后议程的发言中，挪
威和荷兰有机会发了言。

追求问责，纪念曹顺利
最严重的报复案件仍然是曹顺利被关押和死亡。去年她去世五周
年，呼吁国际社会如何追求公正，问责？

国际人权服务社“2019年关注重点”

图片: 巴丢草 Badiucao

图片: 巴丢草 Badiucao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l-zun-shou-fa-zhi-gai-shi-gui-ze-er-bu-shi-li-wai
https://www.ishr.ch/news/wo-men-ji-nian-zai-zhong-guo-de-qiang-po-shi-zong-shou-hai-zhe
https://www.ishr.ch/news/wo-men-ji-nian-zai-zhong-guo-de-qiang-po-shi-zong-shou-hai-zhe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bi-xu-zhi-chi-tian-men-zhen-xiang-he-zheng-yi
https://www.ishr.ch/news/pu-bian-ding-qi-shen-yi-ge-ge-guo-jia-min-jian-she-hui-jiu-zhong-guo-ren-quan-ji-lu-fa-biao
https://www.ishr.ch/news/pu-bian-ding-qi-shen-yi-ge-ge-guo-jia-min-jian-she-hui-jiu-zhong-guo-ren-quan-ji-lu-fa-biao
https://www.ishr.ch/news/zhui-qiu-wen-ze-ji-nian-cao-shun-li
https://www.badiucao.com/
https://www.badiuc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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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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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权期刊》¤ 所有中文文章
联合国条约机构简易指南 - 深入
了解条约机构组成和目标的总体
概述，以及公民社会如何最好地
与条约机构合作

�
国际人权服务社学院 - 这是国
际人权服务社的在线学习平台，
旨在帮助人权捍卫者加强在联 
合国的倡导能力，并消除对联合
国的神秘感：欢迎来这里发现新
工具、寻找倡导建议及了解捍卫
者的故事！(目前限于英文版)

k

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工作组说明纪要 - 深入了解如 
何使用联合国最重要人权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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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与双性人事务 - 国际女同性恋
者、男同性恋者协会和国际人权
服务社搜集了联合国独立专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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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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