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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我们希望您和您的亲人保持健康和安全，并在目前困难的时期找到所需要的支持。虽然新冠危机对人权捍卫
者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世界各地许多人权捍卫者迅速组织应对危机，确保基本权利得到保护。疫情也影响
到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工作，其中一些机制不得不暂时中止部分工作。

然而，联合国专家们并没有沉默：他们发表言论努力确保世界不会对中国的人权侵犯视而不见，并致函中国政府关
注以下案例，入狱藏人活动人士的刑事指控；15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被捕，在香港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不当使用化学
试剂 和逮捕医护人员，以及有缺陷的香港 反恐立法；高智晟被失踪和邵重国被拘留，以及去年圣诞节期间被任意
羁押的丁家喜、张忠顺和戴振亚。

我们很高兴推出2020年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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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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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丢草 Badiu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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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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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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Ferré

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爆发对人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同时以多种方式影响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运作，我们将在下
面的各节中详细介绍。这也使一些机制，如特别程序专家集中于其他工具对紧急侵犯人权施加压力，包括向中国政
府发出更多的指控信函，从被任意羁押的藏人、人权活动人士，到香港有问题的立法和警察滥用职权等。

一些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专家也在征求关于新冠疫情对人权影响的意见。请点击此处阅读更多信息，并与
我们联系，以确保您提交的材料能够安全有效地送达(截止日期为6月19日)!      

人权理事会
今年3月，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最后一周暂停，将在6月15日至19日复会：其中包括理事会成员对决议草案进行表
决，包括一项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 “的决议。 

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的具体日期仍未定下（目前估计大概于6月底开会），但这次会议也将非常繁忙！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就新冠疫情危机及对人权的影响将与各国进行对话。请务必阅读特别报告员在以 
下领域的报告：表达自由（新冠疫情期间的表达自由），法官和律师的独立，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 
（所称的“转换疗法”），健康（精神健康），教育（教育的文化层面），商业和人权（反腐败），贫困，种族 
主义（信息技术和种族歧视）移民（移民的结社自由），暴力（对女记者的暴力），以及对妇女的歧视（妇女权利
和工作世界）。本届会议还将审议关于缅甸、菲律宾、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布隆迪等国人权状况的报告。

由于在联合国现场参与受到限制，所有这些会议都可以在联合国网络电视网站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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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ssues/Poverty/Pages/callCovid19.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HRC/Pages/Home.aspx
https://undocs.org/zh/A/HRC/44/49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ReportOnPracticesOfConversion.aspx
https://undocs.org/zh/A/HRC/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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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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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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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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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工作组将于6月29日至7月24日开始工作通过香港和澳门的问
题清单。有兴趣理解更多，可以参考以下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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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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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Pages/TreatyBod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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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ccpr/pages/ccpr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cpr/pages/ccpr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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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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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 对中国大陆，港澳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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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会前工作组委员
会通过了政府必须答复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涵盖了委员会希望了解的许多领域，包括教育、妇女、儿童和属于少
数族裔的残疾人以及残疾人组织参与情况方面的问题。 

委员会的全面审查会议暂定于2021年下半年举行。在截至日期前，民间社会组织可提前一个月提交报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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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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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至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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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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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图片: UN Photo / Pierre Albouy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RPD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RPD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onventionRights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fC%2fCHN%2fQ%2f2-3&Lang=en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erd/pages/cerdindex.aspx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RD%2fC%2fCHN%2fCO%2f14-17%2fAdd.1&Lang=en
mailto:mailto:cerd%40ohchr.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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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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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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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UN Photo / Pierre Jean-Marc Fer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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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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第43届常会：追究中国
公然滥用反恐措施压制基本自由的
责任

05.03.2020

国际人权服务社欢迎由联合国专家撰写“大规模
侵犯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报告，并敦促在访
问中国维吾尔地区之前，联合国专家应与人权高
级专员通力合作。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和反极端做法有何问题？

3月4日，在反恐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在声明中强调，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和民间社会行为者尤
其是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他们被以“极端主义”为由被 
攻击。尽管她的声明没有具体提及任何国家，但专家及其
团队先前的工作包括法律分析，重点是中国的反恐 和反
极端化法律与人权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国家层面和联合国系统内，对预防和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方案的定义和证据深表关切。她提醒
理事会，为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而开展国
际合作是重要的，但 合作不是无权利区，它必须在国际
法范围内进行。

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地区倡导布鲁克斯说，这份报告否定了把人权问题等同于国家安全的政府行为。这些问题是
全球性问题，但中国在范围、规模和缺乏监督和问责方面尤其存在问题，中国政策对受影响的社区造成了极大的 
伤害，中国输出这些政策使在中国境外的公民深感担忧。

以萨米拉·伊敏的案件为例。萨米拉最近收到消息，她的父亲维吾尔族学
者伊明扬·赛丁 被以“煽动极端主义”判处15年徒刑。父亲失踪后，她就
无法与他联系，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大概是在2017年与其他约100万名
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一起被中国政府拘留。伊明扬·赛丁被判刑
仅仅是因为他转播维吾尔族文化知识，撰写维吾尔语书籍。

在人权理事会就特别报告员报告辩论中，丹麦等国代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
家也赞同报告中提出的关键观点和关切领域，即打击极端主义的政策和做法被用来
镇压宗教或族裔少数群体。墨西哥在代表九个拉丁美洲国家集团发言时回顾说，任
何反极端主义政策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是相称、以法律为基础、追求合法目标。
欧盟也重申这一标准。伊斯兰合作组织可能含蓄提到了新疆穆斯林的困境，强调种
族或宗教不应是反恐的根源。

高级专员今年可能访问中国，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世界基督教团结会希望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相关任务负责人就中国人
权状况提出的有见地的分析和专题关注，这将为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建设性和批判性对话提供明确的信息。特别报
告员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她欢迎高级专员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并期待着高级专员积极回应她本人就访问中国提出
的请求。

请点此阅读国际人权服务社 (ISHR) 和全球基督徒团结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的完整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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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Flickr / UN Geneva

伊明扬·赛丁被判刑仅仅 
是因为他转播维吾尔族文化
知识，撰写维吾尔语书籍。

任何反极端主义政策
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
能是相称、以法律为
基础、追求合法目标

中国人权在联合国的最新动态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di-43jie-chang-hui-zhui-jiu-zhong-guo-gong-ran-lan-yong-fan-kong-cuo-shi-ya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di-43jie-chang-hui-zhui-jiu-zhong-guo-gong-ran-lan-yong-fan-kong-cuo-shi-ya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di-43jie-chang-hui-zhui-jiu-zhong-guo-gong-ran-lan-yong-fan-kong-cuo-shi-ya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655&LangID=E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655&LangID=E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20191101_jol_xj.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ishr-statement_hrc43_item_3-srct_final-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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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声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须对新疆侵权采取行动

12.03.2020

在第43届人权理事会开会时，人权观察和
国际人权服务社发表对新疆的联合声明呼
吁向中国问责；要求独立调查。

（ 日 内 瓦 ） － 人 权 观 察 和 国 际 人 权 服 务 社
（ I S H R ） 今 天 表 示 ， 联 合 国 人 权 理 事 会 应 优
先 解 决 中 国 西 北 部 新 疆 地 区 日 益 严 重 的 人 权 
危机。若无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本届会
议开幕式发出的“人权行动呼吁”，人权理事
会 恐 将 无 法 履 行 其 使 命 ， 即 监 督 所 有 联 合 国 
成员，包括强权国家，对重大侵权负起责任。
即便由于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人权理事会本届
会议将自2020年3月13日起休会，各国仍应采取 
行动，确保新疆人权危机在复会时得到集体关注。

2020年2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再次呼吁让联合国先遣小组依照惯例“自由访问”，以便预先
安排她本人访华行程，对该国人权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中国虽发出邀请，但没有独立访问权限。人理会尚未采
取任何正式行动解决新疆人权侵犯问题。

“中国面对联合国人权事务机构要求自由进出新疆的呼吁， 
却以加倍否认和虚假叙述作为回应，并施压各国不去批评该地区
穆斯林经历的人权噩梦，”人权观察日内瓦部主任约翰·费雪 
说。“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必须集体表达抗议，并坚持完全独立的
调查。”

在2019年7月的联名信和10月的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声明中，各国政府对新疆局势提出了明确的关切。此后，新证 
据出现，证明政府以严酷政策侵犯基本人权。外泄的官方文件，包括2019年11月的“中国电文”和2020年2月的 
“墨玉名单”，显示官方有意地任意拘押和“再教育”突厥裔穆斯林。

最近，人权团体、研究单位和媒体记录到新疆的强迫劳动，而中国和外国公司都未能加以监督。鼓吹各界警觉中国
新疆情势的人士，也开始呼吁关注中国在欧美各国及联合国议事平台上对海外维吾尔社群的骚扰行为。

11月，12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共同发表对中国滥用反恐立法的全面批判，凸显多项重大人权侵犯。在本届人权 
理事会会议上，联合国反恐专家也对滥用去极端化措施侵犯人权表示关切，包括立法允许广泛实施任意拘押和 
“再教育”。

鉴于近期事态发展，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会员国应集体发出公开呼吁，要求提供有关新疆情势的客观、独立与专业
信息。相关各国政府应进一步敦促中国停止一切迫害突厥裔穆斯林社群的政策，包括拆散家庭、破坏文化遗产和滥
用高科技追踪、监控、审查与恐吓国内外突厥裔穆斯林。

“高级专员不论访问何处都应当确保访问权限不受限制、不得 
打击报复、由相关特别程序等专家取得充分支援以及事后向理
事会提交报告，”国际人权服务社倡导员莎拉·布鲁克斯 说。 
“既已被中国政府的新疆宣传所淹没的人权理事会，必须从巴切
莱特、受害者及其家属与社群、乃至专家和人权维护者得到第一
手信息。”

中国面对联合国人权事务机构要求自
由进出新疆的呼吁，却以加倍否认和
虚假叙述作为回应，并施压各国不去
批评该地区穆斯林经历的人权噩梦

高 级 专 员 不 论 访 问 何 处 都 应 当 确
保 访 问 权 限 不 受 限 制 、 不 得 打 击 
报复、由相关特别程序等专家取得充
分支援以及事后向理事会提交报告

图片: “Areya Road”, Flickr / David Stanley 

https://www.ishr.ch/news/lian-shu-sheng-ming-lian-he-guo-ren-quan-li-shi-hui-xu-dui-xin-jiang-qin-quan-cai-qu-xing-dong
https://www.ishr.ch/news/lian-shu-sheng-ming-lian-he-guo-ren-quan-li-shi-hui-xu-dui-xin-jiang-qin-quan-cai-qu-xing-dong
https://www.hrw.org/topic/united-nations
https://www.hrw.org/asia/china-and-tibet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621&LangID=E
https://www.hrw.org/news/2019/07/10/un-unprecedented-joint-call-china-end-xinjiang-abuses
https://www.hrw.org/news/2019/10/30/countries-blast-china-un-over-xinjiang-abuses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china-cables/exposed-chinas-operating-manuals-for-mass-internment-and-arrest-by-algorithm/
https://www.jpolrisk.com/karakax/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hifts-to-new-phase-in-campaign-to-control-xinjiangs-muslims-11580985000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0/02/china-uyghurs-living-abroad-tell-of-campaign-of-intimidation/
https://undocs.org/zh/A/HRC/43/46/Add.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avidstanleytravel/41539328341/in/photolist-26hFV7e-25sBFad-JqeGxA-25e2Kpo-26iR2hh-253HAFD-H8bvMH-GFEahp-26wMcFU-26gMQZm-24azej2-26rcGFz-25ywuB5-6ayCs-23HAcWm-4s5z72-24dJ7EK-25ikJ3A-GC8qfk-JhAkSU-26zyvE7-25eBGXx-25jmCim-KmcbA-26iAuAp-GzCPWZ-26DeM5Q-26d9ubj-J7pUp9-25eFiv3-26FSVCz-2iivaA-8DhFQr-p1Jbg-9d51Dz-KGfvK-4s9CdG-76iQFE-bKoH-8DhG9T-8Dhqep-9bhp9p-H9AavX-26fEPaZ-62MzCV-eAXNEW-25aRaK7-eAXNHq-3cg8x3-c5Eg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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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联合国专家要求中国政府应该结束
对人权捍卫者的失踪

23.03.2020

联合国专家关注强迫失踪以及对促进中国的人权与
民主的影响。国际人权服务社欢迎联合国专家继续
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关于强迫失踪：国际人权服务社及其他人权组织铭记中国的
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针对中国当局继续隔离关押三名人权倡导者，六名联合国专
家表示关注。，这些专家关注中国政府去年12月26日的镇
压，指出这对公民社会造成寒蝉效应。这些专家的公开声明
努力促使中国政府就此案进行对话。

去年12月26日，三位活动人士戴振亚、张忠顺和丁家喜被
捕，原因是他们 在沿海城市厦门举行一次非正式聚会。参与
会议的人士讨论了治理、人权和民主转型等问题。国际人权
服务社亚洲倡导者莎拉·布鲁克斯明确指出，尽管结社自由
在名义上受到中国宪法的保护，但执法部门一直使用国家安
全条款惩罚那些就“敏感问题”发表看法的人，尤其是在群
体中发言中涉及这些问题。

布鲁克斯补充说：《一旦个人的言论或行为被列为对国家
安全的威胁，这些言论或行为仅仅是对政府和政治领导
人提出了批评，警方就会压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当局继续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原因。中国当局违反国 
际法，他们发出明确信息，不允许有异议。》

联合国专家们强调，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关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做法。刑法规定允许警察以与安全有关的一些理由
拘留他们认为的嫌疑人可以长达六个月，警方无需透露被羁押者的拘留地点，也不允许他们会见律师。尽管联合国
专家和国际法承认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以公共秩序的名采取行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显然不符合相关的要求。

联合国专家们强调: 强迫失踪是严重和公然侵犯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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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巴丢草 Badiucao

一旦个人的言论或行为被列为对国家安全
的威胁，这些言论或行为仅仅是对政府和
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批评，警方就会压制。

https://www.ishr.ch/news/6ming-lian-he-guo-zhuan-jia-yao-qiu-zhong-guo-zheng-fu-ying-gai-jie-shu-dui-ren-quan-han-wei
https://www.ishr.ch/news/6ming-lian-he-guo-zhuan-jia-yao-qiu-zhong-guo-zheng-fu-ying-gai-jie-shu-dui-ren-quan-han-wei
http://国际人权服务社及其他人权组织铭记中国的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http://国际人权服务社及其他人权组织铭记中国的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http://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35&LangID=C
https://www.nchrd.org/2020/01/urgent-action-china-must-release-activists-lawyers-detained-for-peaceful-assembly/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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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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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时，国家行动必须
遵守人权并保护人权捍 
卫者

02.04.2020

新冠病毒爆发是全球健康和人权的
危机。在有效抗疫这种流行病的努
力中，各国必须确保遵守国际人
权法和标准，并保护人权捍卫者。
联合国人权专家在此提供了权威 
指导。

面对当前的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发
布了紧急状态声明，并采取了可能限制人

权和基本自由的禁足和其他措施。全球民间社会记录了大量针对人权捍卫者的迫害行为，包括骚扰、监视和威胁，
这些行为往往是以执行紧急措施为借口而实施的。同时，弱势人群，包括妇女、流动人口和少数群体，受到了这种
流行病不成比例的影响以及政府措施削减了他们的人权，他们被孤立和排除在有效应对新冠病毒的决策之外。

一些国家正在朝着正确方向行动，如暂停住房驱逐和增加获得紧急避难场所，减轻对移民工人及他们家庭的限 
制措施。但是，许多侵犯人权的方式引起了严重的关注：在中国，政府采取了禁足措施，扼杀和隔离异议声音； 
以回应新冠病毒为名，匈牙利政府已授予自己近于无限的权力；报道流行病的记者在委内瑞拉被拘留并被起诉； 
在巴林，以人道为由释放了囚犯的皇家大赦，公然排除了被监禁的人权捍卫者。

但是，民间社会团体和人权捍卫者正在反击。他们展现了韧性和团结的精神，以确保紧急法律不被滥用，确保健康
和政策回应符合人权，并且对处于危险之中的群体不歧视。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他们的努力，并保护他们的工作。

在过去的几周中，联合国及特别程序专家定期发出公开呼吁，为人权的特定领域提供指导，重申国际人权标准， 
并提醒各国防疫新冠病毒时有义务遵守这些准则。

 
国际人权服务社汇编了一些建议和指南（英文版），以下领域为当地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提供信息和支持，跟踪
和监督政府防疫的行动：人权捍卫者与公民社会空间、平等与非歧视、经济和社会权利、弱势群体、拘留场所。

人权捍卫者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得到保护。为符合联合国专家的建议，国际人权服务所呼吁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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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权捍卫者的支持

图片: Flickr / Xavier Donat

•  确保任何紧急回应都应符合正当的公共卫生目标，相关措施符合相称、必要、非歧视，并
且对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是严谨的；

•  应对流行病，遵守基于人权的参与、问责、不歧视和赋权原则；

•  避免使用紧急声明和其他措施抗疫，用以针对特定群体、少数群体或人权捍卫者，从而使
他们被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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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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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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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27&LangID=C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30&LangID=E
https://www.ishr.ch/news/guo-ji-ren-quan-zu-zhi-guan-zhu-wang-quan-zhang-huo-shi-hou-de-ren-shen-zi-you
https://www.hrw.org/news/2020/04/01/hungarys-authoritarian-takeover-puts-european-union-risk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mr53/2019/2020/en/
https://www.gc4hr.org/news/view/2343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COVID-19.aspx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rotecting_human_rights_in_times_of_covid-19_0.pdf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22&LangID=c
https://www.flickr.com/photos/xav/3678466365/in/photolist-6B46TT-2ekzjzH-2doCBUX-5wx88t-QVL2np-8GSZpH-6pyRpg-4ESTCq-3amkWk-9hdCaX-6HHQGc-cvUW9h-pCYRsM-2g6SPAQ-VsgnKX-bpZvJR-8epifX-5Tdqwh-K5hvFQ-5xP7Hs-2ivvnCW-5v4D74-5aZYkP-2bQiGR8-JbR9wj-vQgdzj-CqHzHH-5UacKL-xL5PeL-7kW98S-26hV8Ke-pRKpNg-5wBrCN-JNwQmg-cNYPtq-7ghyXX-U1wtaN-6naKSr-QqV2EX-qFR6He-9hgKCU-2g7jUJ3-2aApJ7J-2g7jUy4-PAgaub-WucnDk-2d6RvqY-2g7jUVX-2g7kbnb-2g7jV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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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王全璋获释后人身自由之联署声明
 
(2020年4月3日)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预计将于2020年4月5日获释。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于2015年“709大抓捕”期间被捕，遭秘密羁押
逾1200天后，于2018年12月26日因“颠覆国家政权”控罪被安排闭
门审讯，2019年1月被判入狱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为了确保王全璋获释后的待遇合乎中国法律及国际人权标准，我们强
烈要求中国政府:

（1） 尊重王全璋及其家人意愿及权利，让王全璋立即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2） 尊重并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尤其是迁徙自由;

（3） 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不会被软禁、长期监视；

（4） 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不再被骚扰或迫害；

（5） 确保王全璋儿子能充分行使其平等受教育权。

 
王全璋是谁?

王全璋于2007年起在北京执业，经常代理敏感人权案件，包括宗教自由案、土地维权案及新闻自由案件等。此外，
他亦曾以笔名在网上发表时政评论，并撰写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的报告。“709大抓捕”期间，王全璋2015年8月3日
被警方带走，2017年2月14日正式被控“颠覆国家政权”。

司法程序不公

王全璋由被捕至正式服刑前，长期处于秘密关押状态逾三年，并不被允许会见家人或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其家属
委托的辩护律师亦相信因为当局施压，屡次被迫解聘，并遭当局针对和打压。法院声称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
此不公开庭审。案件判刑至今已逾一年，判决书却仍未公开。 

家人一直被骚扰 

王 全 璋 妻 子 李 文 足 为 救 援 丈 夫 而 不 断 
抗 争 ， 逾 3 0 次 到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抗 议 ， 
又发起“千里寻夫”等行动。2017年，
李文足与其他709律师妻子把行动带到社
交媒体，并分享了“我可以无发，你不能 
无法”削发抗议，引起本地及国际社会强
烈关注。 

在李文足为王全璋维权的数年间，公安、
国保对李文足及儿子持续骚扰和监控。 
王全璋开庭前一天，李文足被公安困在北
京家中，不准她前往天津法院旁听。儿子
亦因警方向学校施压而两度失学:一次是
2016年警察下令区内所有幼稚园不能取录
王的儿子;另一次是2019年六岁的儿子上
小学，但上学四天就已经因警察数次到学
校施压，再次失学。 

图片: 巴丢草 Badiucao

图片: 巴丢草 Badiucao

https://www.ishr.ch/news/guo-ji-ren-quan-zu-zhi-guan-zhu-wang-quan-zhang-huo-shi-hou-de-ren-shen-zi-you-0
https://www.badiucao.com/
https://www.badiuc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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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情况堪忧 

早于2018年中，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从刘卫国律师口中得知王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药，估计曾遭受酷刑折磨。李文 
足2019年6月首次探望王全璋后，表示丈夫面容消瘦，记忆力衰退，表现焦躁、恐惧。李其后数次探视，亦发现王
掉了数颗牙齿，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人权捍卫者在审前羁押期间及狱中时常遭受酷刑及不人道对待，常用手法包括:
强迫服药、睡眠剥夺、老虎凳、单独囚禁、延长盘问过程等。受害人众多，其中包括维权律师王宇、李和平和谢 
阳等。

恐成为“从小监狱走入大监狱”

王全璋获释后，极有可能被送返及软禁在他的户口所在地山东济南。李文足质疑监狱威胁逼迫王全璋迁回山东，直
斥当局阻止他们一家团聚。早前李文足收到王全璋的信，信中提及他自己应该回到济南的原因，以爱妻宠儿的王全
璋来说极不寻常。

当局这种处理手法跟对待其他709律师相似，如江天勇律师。他于2019年2月28日
获释，但至今仍然在河南被软禁，未能得到他所需的身体检查及治疗。

江天勇律师指出，根据中国法例，获释人前往的地方要以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为 
优先。经常居住地被定义为居住一年或以上的地方。被抓前，王全璋一直在北京居
住和工作，家庭现在也依然在北京，因此理应获准回京。 

《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所有个人“(在中国境内的)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权利”受到保障，这个国际标准应当
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订立的为准。在第27号一般性意见，理事会提出所有对迁徙自由施加限制的例外情况:

（1）合乎法律要求;

（2）只有在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时实行;

（3）限制性措施必须符合相称原则;

（4）必须与《公约》保证的其他权利一致;

L（5）是暂时性的;

因此，限制王全璋选择住所的自由权利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王全璋律师及其家人已经受够苦了。我们促请中国政府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世界人权
宣言》第三条和第十三条，保障王全璋获释后的人身自由，确保不再软禁、监视或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联署团体: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前线卫士(Front Line Defenders)
  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Taipei Bar Association)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律师助律师基金会(Lawyers for Lawyers)
  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Lawyers’ Rights Watch Canada)
  华人民主书院(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瑞慈人权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Taiwan Support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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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这种处理手法跟
对待其他709律师相
似，如江天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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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推出接触有毒物质工人权利的双语解释
04.05.2020

为了纪念国际劳动节以及世界各地工人的重要贡献，国际人权服务社以英文和中文发布联合国关
于危险物质与人权特别报告员制定的15项原则指南。这些原则旨在帮助工人了解自己的权利，
保护自己的健康，起身反对那些做的不足或未能提供补救措施的雇主和政府。

 
在此处下载国际人权服务社的中英文双语解释：

英语：通用版或中国特制版

中文：通用版或中国特制版

工人权利是人权。工人是社会的动力：他们维持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为我们生产食品和药品。他们有权享有
体面的工作条件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工人必须享有自由言说、集会、组建工会和集体谈
判的权利。

工人权利是全球问题。在全世界的每个经济部门中，数百万
接触有害物质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及其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
生活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电子工业中使用未经适当风险
评估的化学品，建筑和采矿部门未能提供适当装备而使工人
吸入有毒粉尘：由于这些原因以及类似情况导致了广泛的职
业病，每30秒就有1名工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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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每个经济部门中，数百万接
触有害物质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及其家
庭和社区的健康和生活都处于极大的危
险之中。

图片: ILO

https://www.ishr.ch/news/gong-ren-quan-li-guo-ji-ren-quan-fu-wu-she-tui-chu-jie-hong-you-du-wu-zhi-gong-ren-quan-li-de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eneric_ishr_explainer_on_workers_rights_and_toxic_exposure.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ailored_ishr_explainer_on_workers_rights_and_toxic_exposure.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ong_yong_ban_ishrdui_jie_hong_you_du_wu_zhi_gong_ren_quan_li_de_jie_shi_.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zhong_guo_ban_ishrdui_jie_hong_you_du_wu_zhi_gong_ren_quan_li_de_jie_shi_.pdf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Environment/ToxicWastes/Pages/RightsWorkersToxicChemicalExposure.aspx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loasiapacific/2747776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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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移民和残疾工人以及在非正规和高风险
部门工作的工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同时，随着国家
和实力强大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其危险和肮脏的工作
外包给南方国家，工人权利和公司义务在不透明的跨
国供应链中逐渐丧失。

25年来，联合国已授权一名特别报告员专门研究接触危险物质和废物对人权
的影响。2019年9月，现任独立专家 巴什库特·通贾克提出了15条关键原则, 
汇编现有国际标准和义务，目的是终止那些通过使工人接触有毒物质而剥削他
们的活动。这些已经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的支持。

这些原则旨在帮助各国和公司履行其义务，也包括它们在海外的义务，尊重、
保护和落实工人权利，使他们免于接触有毒物质。这些原则目的是赋予工人了
解和行使其个人和集体的知情权、参与权、集会和结社权，并为他们及其社区
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

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这个事实在当前回应新冠病毒爆发中更为明显。市场的震荡表明我们相互联系的程度 
如此之紧密，有这么多供应链通过中国进入我们的商店和家庭。然而，供应链的透明性和对工人各项权利的尊重在中
国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收到联合国专家关于劳动保护记录的函件要求。但是，中国 
政府没有对要求采取有意义的回应，也没有采取步骤解决问题，反而惩罚那些倡导权利（包括职业安全和卫生） 
的工人和民间社会团体。

为了支持工人及其同盟，国际人权服务社编写了接触有毒物质工人权利的中英文解释，概述这15项原则；强调 
政府、公司和工会的作用和义务；并向工人提供一系列可行建议以付诸实践。国际人权服务社还编辑了一个 
“特制”版，其中包括联合国专家对中国有害物质管理和工人权利状况的质询，并且列出表格以便于工人、工会和
倡导者理解目前中国法律反映这些原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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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Flickr / Robert Scoble

这些原则目的是赋予工人
了解和行使其个人和集体
的知情权、参与权、集会
和结社权，并为他们及
其社区获得有效的补救 
措施。

随着国家和实力强大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其危
险和肮脏的工作外包给南方国家，工人权利和
公司义务在不透明的跨国供应链中逐渐丧失。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Environment/ToxicWastes/Pages/SRToxicWastesIndex.aspx
https://twitter.com/srtoxics?lang=ch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uan_yu_ren_quan_he_bao_hu_gong_ren_mian_yu_jie_hong_you_du_wu_zhi_de_yuan_ze_.pdf
https://laoquan18.github.io/index-zh.html
https://laoquan18.github.io/index-zh.html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ong_yong_ban_ishrdui_jie_hong_you_du_wu_zhi_gong_ren_quan_li_de_jie_shi_.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zhong_guo_ban_ishrdui_jie_hong_you_du_wu_zhi_gong_ren_quan_li_de_jie_shi_.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zhong_guo_ban_ishrdui_jie_hong_you_du_wu_zhi_gong_ren_quan_li_de_jie_shi_.pdf


15

菲律宾对人权捍卫者的司法骚扰
09.03.2020

菲律宾三个全国民间组织卡拉帕坦、加布里埃拉和菲律宾
农村传教士的十名人权捍卫者已收到通知，奎松市大都会
法院在政府官员提出动议后，已发现可能对他们以伪证罪
指控。

菲律宾三个全国民间组织卡拉帕坦、加布里埃拉和菲律宾农村传教士
的十名人权捍卫者已收到通知，奎松市大都会法院在政府官员提出动
议后，已发现可能对他们以伪证罪指控。

国际人权服务社苔丝·麦克艾维说，这些人权捍卫者为促进和保
护人权的组织，通过教育、培训和倡导帮助妇女、农民、渔民、
土著人民和边缘化社区自我赋权，这种起诉是对他们真正和合法
的人权工作的攻击。 

2020年2月24日，奎松市检察官批准了一项重新审议的动议， 
并找到了可能以伪证罪起诉这些人权捍卫者。根据菲律宾法律，
伪证罪可判处六个月至两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2019年5月，这些人权捍卫者提出请愿，请愿针对政府不同部门代表，其中包括菲律宾军方对人权捍卫者越来越多
的攻击、抹黑和以红色标示他们。这些人权捍卫者请愿要求最高法院批准一项临时保护令，禁止政府 威胁或或通过
他人实施侵犯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行为。

6月28日，菲律宾上诉法院驳回了保护请求。然而，在2019年7月，被政府任命的一名官员称这些人权捍卫者的请愿
书中包含了虚假信息，指控他们制造伪证。

2019年9月，奎松市检察官助理最初以缺乏适当原因和/或证据不足为由撤回了对除一名人权捍卫者外的所有政府
投诉，但是这名官员随后提出了动议，要求重新考虑被撤回的投诉。2020年2月24日，奎松市检察官维持了这一 
动议，找到理由以伪证罪起诉了这十名人权捍卫者。 

本案在菲律宾人权捍卫者受到广泛和系统侵犯的背景下发生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们受到恐吓和骚扰、公开批评和
污名化、以无端指控被逮捕、收到死亡威胁、被失踪和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国家和国际行动关注本案，但是政府仍在继续对人权捍卫者进行骚扰和攻击： 

•  2019年4月16日，菲律宾的人权组织 呼吁停止针对人权捍卫者和组织的诋毁和诽谤。

•  2019年5月8日，国际组织 敦促政府回应针对人权捍卫者的威胁，采取保护措施；并敦促国际社会对侵权行为追
究责任。

•  2019年6月7日，独立联合国专家 谴责全国范围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包括对捍卫人权的人士和机构的持续袭击。

•  2019年7月，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菲律宾的第一项决议，这是实现正义和问责的第一步。 

菲律宾人权组织继续游说通过 承认和保护人权捍卫者法。
如果这项法律获得通过，这将是保护人权的重大进展。 

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政府结束这些人权捍卫者的司法骚扰，
这些人权捍卫者被攻击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合法人权工作， 
呼吁政府停止对人权捍卫者的攻击，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
持人权捍卫者的合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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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权捍卫者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
组织，通过教育、培训和倡导帮助妇
女、农民、渔民、土著人民和边缘化
社区自我赋权，这种起诉是对他们真
正和合法的人权工作的攻击。 

菲律宾人权组织继续游说通过 承认和保
护人权捍卫者法。如果这项法律获得通
过，这将是保护人权的重大进展。 

图片: Flickr / Roger Alcantara

https://www.ishr.ch/news/fei-lu-bin-dui-ren-quan-han-wei-zhe-de-si-fa-sao-rao
https://www.ishr.ch/news/philippines-calling-accountability-violations-against-human-rights-defenders
https://www.ishr.ch/news/philippines-calling-accountability-violations-against-human-rights-defenders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679&LangID=E
http://www.ishr.ch/news/hrc41-civil-society-presents-key-takeaways-human-rights-council
http://www.ishr.ch/news/philippines-l-human-rights-defender-protection-law-passes-three-readings-house-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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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

我们的资源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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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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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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