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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帮助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国际人权服务社出版中文版《人权季刊》第十期， 
这是2019年的第四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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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特别关注人权理事会的第
42届会议。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切！

如何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开展工作以引起人们对重要案件的关注并支持人权捍卫者 .......... 3

联合国系统如何对侵犯人权的国家如中国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 6

人权组织需要继续参与并进一步推动的领域 ......................................................................11

公民社会如何能在联合国保护人权和进行后续跟进 .......................................................... 15

https://www.ishr.ch/news/2019nian-ren-quan-ji-kan-di-san-qi-chu-ban-liao
https://www.ishr.ch/news/2019nian-ren-quan-ji-kan-di-si-qi-chu-ban-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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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Google/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44个人权组织强烈谴责布隆迪上诉法院对人权捍卫的上诉维持原判32年
监禁
2019年7月17日，也是世界国际司法日，布隆迪上诉法院确认一审对这位人权捍卫者的判决。这种司法程序无非是
一项政治决定。2017年7月13日杰曼·茹科可在家里被捕，此后被拘留，2018年4月26日，杰曼·茹科可被法院判
处32年监禁，罪名是“叛乱”、“违反国家安全”、“参与叛乱运动”和“袭击国家元首”。他于2018年5月29日
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除了影响该案的其他程序非法外，上诉决定最终在法定截止日期之后的6个月才作出。

国际社会关注并承认杰曼在布隆迪人权领域的重要贡献，但布隆迪法院仍对他严厉判决表明正义的丧失，对杰曼的
起诉让大家看到，杰曼和布隆迪其他人权捍卫者只是行使其捍卫人权的权利就受到刑事司法骚扰和打击。这也是布
隆迪当局继续使布隆迪任何人权捍卫者或持不同政见者保持沉默的标志性案例。

人权组织呼吁布隆迪当局：

• 遵守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通过释放杰曼·茹科可，毫不拖延地纠正这一错误定罪。

• 承认人权工作的合法性，并停止将人权捍卫者定为罪犯。

如何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开展工作以引起人们
对重要案件的关注并支持人权捍卫者

https://www.ishr.ch/news/bu-long-di-l-guo-ji-ren-quan-zu-zhi-qian-ze-bu-long-di-dui-ren-quan-han-wei-zhe-xuan-pan-32nian
https://www.ishr.ch/news/bu-long-di-l-guo-ji-ren-quan-zu-zhi-qian-ze-bu-long-di-dui-ren-quan-han-wei-zhe-xuan-pan-32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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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家谴责中国任意羁押余文生人权律师

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在2018年12月对余文生律师做出了决
定并表示中国政府对他的任意羁押违反了他基于世界人权宣
言的权利。

国际人权服务社欢迎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决定，这项决定认定 
中国任意和非法拘留了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自2018年1月以来一 
直被拘留的余文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倡导者，曾代理活动人士和人权 
律师。2018年1月19日，他带儿子上学时被警察抓走，此前的一天他发表
了公开信呼吁宪法改革。自2016年1月以来，根据中国的行政法规至少开

除了26名律师，余文生先生是其中一位。这些法律将律师行使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行为定为犯罪。

余文生被拒探望，只允许与家人视频通话。他的家人担心他在羁押中遭到虐待、酷刑。他被拒绝与家人聘任的律师
接触，也没有机会质疑拘留的合法性。余文生于5月9日受到秘密审判，没有通知他的家人或律师。他的妻子许艳很
担心余文生的处境。余文生目前仍然没有被宣判。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决定认为，中国政府特别针对余文生
作为人权捍卫者的工作，根据国际人权法的反歧视和平等规定，作为人权捍卫者应该受到保护、不受歧视的权利是
国际法不可克减的基本原则。这为人权捍卫者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国家行为的侵害。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还强调了中国人权捍卫者面临的广泛威胁，在过去的27年中，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出了82条
有关中国政府任意剥夺自由的意见，在处理王全璋、江天勇和李昱函律师案中也有相似的结论。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呼吁中国政府修改国内法，与国际人权标准保持一致，并鼓励政府将承认和保护人权捍卫者的
具体法律纳入国内立法，并确保其实施。

图片: AP

我们纪念在中国的强迫失踪受害者
自2011年开始，国际社会将8月30日作为提高对强迫失踪关注
的日子。国际人权服务社及其他人权组织共同纪念强迫失踪受
害者国际日，使那些被中国当局失踪的人为外界所知。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上，国际人权服务社发表了声
明，声援所有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并呼吁中国政府制止一切
形式的强迫失踪。

被中国当局强迫失踪者包括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和高智
晟律师。根敦确吉尼玛在1995年年仅六岁时被中国当局失踪，
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政治犯，至今下落不明。最近是对维吾尔和其他突厥人大规模强迫失踪。

在中国，强迫失踪已成为中共用来扼杀批评者和震慑异议人士的策略。中国政府政策允许强迫失踪并免于受到惩
罚。这包括持续减少正当程序保障，例如阻止律师和家人会见被拘留者，广泛使用被合法化的隔离监禁包括“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主要针对中共党员和公务员的双规，已经服刑完的人被软禁或其他任意方式的羁押，以及新疆的
再教育营。

联合国人权专家共同对中国强迫失踪的做法表示关切，包括针对西藏和维吾尔族人以及人权捍卫者使用强迫失踪的
情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这些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捍卫失踪受害者的权利不仅仅是捍卫正义，更是
捍卫真理、人类尊严和爱。

图片：ISHR / 国际人权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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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tention/Opinions/Session84/A_HRC_WGAD_2019_15.pdf
http://www.chrlawyers.hk/sites/default/files/share/files/20190522_JOL submission_lawyers and FoE_Appendi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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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tention/Opinions/Session82/A_HRC_WGAD_2018_62_AEV.pdf
https://www.ishr.ch/news/wo-men-ji-nian-zai-zhong-guo-de-qiang-po-shi-zong-shou-hai-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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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敦促中国改变其做法，废除允许各种形式强迫失踪
的法律外，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加紧努力，确保独立人权专家能够进入中国政府 
的所有羁押场所，特别是在西藏和维吾尔地区的羁押 
地点，并敦促中国国内法律和实践与政府的国际承诺相
一致。

人权组织亦敦促所有国家关注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的所
有受害者，无论这些受害者的国籍和民族，他们均受到
有效保护；有途径寻求赔偿；家人有权利了解受害者的
真实现状。

以下是27个人权组织的联合声明：

“目前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关押他的地点，甚至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2017年12月26日，我妹妹乘坐从马来西亚飞往我
们家乡的飞机，此后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消息。”

“十多年来，我们一家人始终无法团聚......每当他失
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活下去。”

自2011年开始，国际社会将8月30日作为提高对强迫失踪关注的日子。上述故事只是受强迫失踪罪行影响的
成百上千人的其中几个例子。

今天，我们将记得那些被失踪的受害者以及他们孤独无助的亲友。在这个日子，我们致力敦促各国政府加紧
努力防止和调查强迫失踪，向坚持寻找亲人的受害者家属予以支持，与该罪行的所有受害者团结一致，并强
烈呼吁追究施加者责任。

在全球范围内，强迫失踪仍在持续影响最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国家和非国家行动的目标。通常这些罪行得
以继续的原因是政府未能确保其公民受到保障，或者未尽全力打击犯罪。然而，在中国，强迫失踪已成为中
国共产党明确用来扼杀批评者和震慑异议人士的策略。

简而言之，其专门制定国家政策允许强迫失踪并免于受到惩罚。这包括持续减少正当程序保障，例如阻止律
师和家人与被拘留者会见；广泛使用被合法化的单独监禁，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及针对共产党员
和公务员的留置关押系统；将理应被释放的囚犯过渡到软禁或其他“非自由”行式；以及新疆的再教育营地
的广泛使用。

. 今天，我们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终止所有形式强迫失踪。

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对中国强迫失踪的做法表示关切，包括明确针对西藏和维吾尔族人口以及人权捍卫者
使用强迫失踪的情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指出，这些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捍卫失踪受害者不仅仅是
捍卫正义，更是捍卫着真理，人类尊严和爱。

除了敦促中国改变其做法，包括废除允许一切形式强迫失踪的法律规定外，我们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 
尼奥·古特雷斯加紧努力，确保独立人权专家能够进入中国各拘留发生地，特别是在西藏和维吾尔地区的 
拘留，并敦促中国使其法律和行动与其国际承诺一致。

我们亦敦促所有国家确保被中国强迫失踪的受害者，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他国，均受到有效保护；有途径寻
求补救；并且人们可以行使权利了解其亲人的真实现状。

5

http://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joint_statement_-_day_of_the_disappeared_cn_1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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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专家关注中国人权的主要领域
特别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系统中最大的独立专家机构，是人权理事会独立实况调查和监测机制的总称。特别程序任务
负责人是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负责处理世界各地的具体国家问题或专题问题。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联合国专家针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向中国政府致函，要求提供更多信息，纠正涉嫌侵犯人权的
行为，其中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失踪，以及对劳工权利捍卫者柯成兵、危志立和杨郑君的指控；对香港的和平示威
者和人权捍卫者过度使用武力；以及受中国国有企业支持的采矿项目影响侵犯世界许多地区原住民的权利。

特别程序有关香港的新闻发布

针对香港大规模抗议活动中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和联合国高级办公室发表了
新闻发布，谴责香港的暴力行为。

联合国高专办审查了有关香港执法人员国际准则和标准禁止使用的武器的可信证据。例如，警方多次向人群密集的
封闭区域发射催泪瓦斯，并直接向示威者发射，增加了死亡风险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高专办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局立即调查这些事件，以确保遵守国际规则，并且修改现在执法人员的规则，以符合国际准则。

高专办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采取克制的态度，尊重和保护和平表达者的权利，同时确保执法人员对发生的任何
暴力行为的反应是相称的，符合关于使用武力的国际标准，包括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

特别程序报告员针对香港抗议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尊重香港示威者的权利。这些联合国专家包括促进和保护见
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和结社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系统如何对侵犯人权的国家如中国和其他国家 
施加压力

图片: Flickr / Studio Incendo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ren-quan-zhuan-jia-guan-zhu-zhong-guo-ren-quan-you-guan-xiang-gang-de-xin-wen-fa-bu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888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888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979&LangID=E


7

联合国专家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当局确保对行使和平集会权的人提供充分保护，并确保任何限制都是法
律授权的，而且是必要且适当的。联合国专家屡次收到可靠的报告，对当局未能确保个人在不受暴力或干扰的情况
下进行公开抗议感到严重关切。

专家们强调，解决问题不能通过压制异议声音和过度使用武力。专家们敦促当局进行真正的对话，解决许多抗议 
者对香港前途担心的问题。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当局有义务尊重、保护和促进言论自由权和和平集会自由权， 
谴责任何人以及任何形式的暴力，特别是执法部门过度使用武力，根据适用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当局必须保护参加集会者的安全和权利，并创造一个有利于思想多样化和多元化以及表达异见的环境。

当局有确保公共秩序的责任，但是国际人权的标准要求这一目标不能取代言论自由权和抗议权利。专家说对一小部
分示威者零星暴力事件的报道感到关切，欢迎示威领导人呼吁抗议者保持抗议活动的和平性质，避免暴力和敌对的
事实。敦促所有各方注意和平抗议的呼吁，当局必须严格遵守处理暴力的必要性和相称原则。”

香港的每个人，不论是否参与抗议，来自哪里，都享有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专家说他们重申
了对暴力的谴责，并敦促警察部队将暴力人士与和平示威者区分开来，和平示威者必须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特别程序有关江天勇律师的新闻发布

联合国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对人权律师江天勇的骚扰，
专家们还指出，江天勇的强迫失踪和定罪可能是由于他在
2016年8月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
尔斯顿访华期间与其合作而遭到的报复。联合国秘书长也
在他最近关于与联合国合作人士受到报复的报告中提及有
关对江先生持续报复的指控，对江先生无法获得适当的医
疗服务表示担忧，特别是考虑到他逐渐恶化的健康状况，
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江先生采取的措施，保证他的行
动自由，让他可以获得适当的医疗。

联合国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停止对人权律师江天勇的骚扰的
声明全文如下：

日内瓦（2019年9月24日） - 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
立即停止对著名人权律师江天勇的骚扰和监视。

江先生曾先被强迫失踪一段时间，随后于2017年11月
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两年监禁。他于今年
2月获释。

联合国专家表示：“虽然获释，但江先生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仍然受到当局的持续监视，行动受到严格 
限制。江先生受到持续的惩罚，他及家人和朋友，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恐吓。”专家们指出，这一切都是以江
天勇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为由，而他所受到的惩罚是无端的，在法律上也是不正当的。

专家们还对江先生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表示担忧，特别是考虑到他逐渐恶化的健康状况。联合国专家 
指出：“据报道，由于在狱中受到虐待，江天勇患有高血压，他记忆力减退，视力不佳，腿脚肿胀妨碍 
行动。然而，当局并不允许他依照自己的选择就医，寻求适当的医治。” 

联合国人权专家此前曾谴责对江先生的定罪，对于江的供词可能是在酷刑逼迫下作出的情况，专家们也曾表
示关切。专家们还指出，江天勇的强迫失踪和定罪可能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江在2016年8月联合国赤贫和
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访华期间与其合作而遭到的报复。联合国秘书长也在他最近关于与联
合国合作人士受到报复的报告中提及有关对江先生持续报复的指控。

专家们指出：“根据国际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可‘被剥夺’，只有在极为特殊和狭义的情况下
限制公民和政治权利。允许‘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法律实质上是一种压制工具，用于惩罚人权捍卫者的 
工作，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相关标准。” 

专家们表示：“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江先生采取的措施，保证他的行动自由，让他可以获得适当的
医疗。”

专家们已数次与中国政府接触并提出对江先生处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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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Badiucao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ren-quan-zhuan-jia-guan-zhu-zhong-guo-ren-quan-you-guan-jiang-tian-yong-lu-shi-de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046&LangID=C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046&Lang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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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UN Photos (NY)

第42届人权理事会与中国

国家、联合国官员和国际人权组织在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中对中国的严重人权侵犯和法制缺
乏表示关切。这种行动必须坚持和加强才能造成真正人权改变。

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有九个国家和欧盟对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和香港的系统性和广
泛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捷克采取了坚持重要原则的呼吁行动，要求释放人权捍卫者王全璋、余文生、扎西
文色和黄琦。捷克代表团特别强调，压制人的尊严和自由无法实现持久的安全与繁荣。

国际人权服务社亚洲倡导者莎拉·布鲁克斯强调，对待中国的人权问题，一般援引国际人权文书还不够；致力于保
护人权捍卫者的国际社会应该公开跟踪具体个案和人权捍卫者，通过这种方式，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他们工作的重要
性，并可以有效反击中国官方抹黑异议人士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

国际监测是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关键

在本届会议上，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德国和瑞典再次呼吁国际独立观察员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7月8日，来自
世界不同区域的25个国家代表致函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主席，共同关注新疆的状况。

自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2018年8月对中国进行审查以来，越来越多的联合国人权机构收集的证据正在揭示中国当
局对新疆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文化和宗教权利、穆斯林身份认同持续有系统性镇压，这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强迫或
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本次会议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对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以及境外绑架的
趋势表示关注。

中国政府在与工作组与各国对话期间直接否认这些证据。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伯纳德·杜海姆（Ber-
nard Duhaime）指出，工作组继续收到有关在新疆强迫失踪的指控，这些失踪者的家人、亲属和代表无法与失踪者
联系。在人权理事会会议的发言中，国际人权服务社表示声援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的所有受害者，包括人权捍卫者
和他们的家人，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这种非人道行为。

https://www.ishr.ch/news/di-42jie-ren-quan-li-shi-hui-yu-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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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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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176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176
http://www.ishr.ch/news/china-immediately-and-unconditionally-release-huang-qi
http://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190708_joint_statement_xinjiang.pdf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25ge-guo-jia-lian-he-qian-ze-zhong-guo-zhen-ya-xin-jiang-de-shao-shu-min-zu
http://www.ishr.ch/news/china-un-discrimination-experts-alarmed-reports-xinjiang-urge-prompt-action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sns7vAyg8M3uDZ7rn5ZZMW4psIG8%2fevE%2fZXWBEvcRTevsX4htmWQRmXdLs%2fC29wBcvbZvcgJNmpa2BKPqKkdaouGRJloYsvQzX%2bGvAq9OmKB5S3GR8oHWd8AxjSOQ9Gw%3d%3d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9/229/24/PDF/G1922924.pdf?OpenElement
https://www.ishr.ch/news/wo-men-ji-nian-zai-zhong-guo-de-qiang-po-shi-zong-shou-hai-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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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9日发布的联合公开信中，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其他13个国际人权组织指出香港、西藏、新疆、中国大陆系统性
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在于缺乏法治。布鲁克斯说：“中国政府将法律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越来越多地将任何分歧
或异议视为恐怖主义、颠覆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试图以合法性掩盖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国际社会应重新考
虑中国法治的说辞和合作。

国际人权服务社主任菲尔·林奇批评人权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本届会议上含糊其辞，未能明确支持在香港的抗议
权利，并声援那些寻求尊重人权、寻求正义和争取法治的人。林奇说人权高级专员对中国大陆持续、广泛和系统的
人权侵犯保持沉默，包括在新疆涉嫌危害人类罪到骚扰和
虐待中国各地的人权捍卫者。

林奇 强调鼓励人权高级办与中国当局进行持续的双边讨
论，包括关于有意义地进入新疆，但高级专员不能抑制自
己捍卫人权的重要职责，这些职责是保护新疆和西藏的文
化遗产和认同，捍卫那些勇敢地争取民主和反对警察暴力
人权活动人士的权利。

普遍而持续的报复行为

在与联合国合作的年度报告中，秘书长提及中国、布隆迪、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针对捍卫者的报复
案件，这些人权捍卫者寻求与联合国分享信息，参加人权机制培训班，但是这些国家政府惩罚在国际舞台上大胆揭
露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同时阻止其他人这样做。报告中提到的案件包括女性人权捍卫者陈建芳、律师江天勇和维吾
尔倡导者多尔肯·伊萨。甚至在联合国合作的年度报告被公开之后，中国仍然发出信件，警告其他国家政府代表不
要与伊萨见面。

布鲁克斯说从中国机场到前往联合国的途中，中国政府已加紧控制，反对异议声音进入国际论坛, 这不是对人权的
真正承诺，而是对那些希望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学习并与他们分享信息的人的不断恐吓和报复。

阻碍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和访问是绝不能接受的行为，更不用说这种行为来自人权理事会成员了。但是，中国一再否
认对这种行为的批评，也拒绝独立访问和对公正信息的要求，继续对民间社会的信息进行混淆、稀释和攻击。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该继续努力，共同对中国范围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监测和跟踪，确保中国政府遵守国际公
约和符合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标准。

欧盟的声明：
欧盟关注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再教育设施，广泛的监视以及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
限制。我们敦促中国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有意义地进入新疆。欧盟敦
促中国确保 法治，建立公正审判，并彻底调查报告的人权捍卫者和家人被任意拘留、虐待和酷刑的案
件。我们非常关注对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拘留和审判，包括王全璋、余文生、秦永敏、高智晟、伊力
哈木·土赫提、扎西 文色、黄琦、塔西甫拉提·特依拜、李昱函、吴淦、程渊、刘永泽（刘大志）和
吴葛健雄。继续拘留欧盟公民桂敏海令人关注，欧盟呼吁立即释放他。我们呼吁中国恪守国家和国际
义务尊重人权，特别是尊重维吾尔和藏人的权利。欧盟呼吁保护基本自由，包括在香港和平集会权和
的高度自治，这些在《基本法》和国际公约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捷克共和国的声明：

中国的非凡的经济发展尚未与人权、法治和民主的进步相符。我们再次呼吁释放所有人权捍卫者，包括王 
全璋、余文生、扎西文色、黄琦。压制新疆、西藏和其他地区人类的尊严，镇压和平集会，压制结社、表达、
宗教或信仰自由，这些作法无法实现持久安全与繁荣。我们对香港的局势感到关切，我们敦促避免暴力， 
各方可以广泛参与政治进程和对话。

荷兰声明：
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素质和普遍性依然有待提高。人权理事会成员应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拒绝合
作、阻挠特别任务负责人执行任务的作法破坏了人权理事会的权威和信誉。有鉴于此，我们请中国注
意7月8日24个国家代表的联合公开信，关注中国在新疆大规模拘留场所的任意拘留。我们鼓励中国定
期向人权理事会更新有关为国际观察员提供有意义访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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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专员不能抑制自己捍卫人权的重要职
责，这些职责是保护新疆和西藏的文化遗
产和认同，捍卫那些勇敢地争取民主和反
对警察暴力人权活动人士的权利。

http://www.ishr.ch/news/china-respect-rule-law-should-be-rule-not-exception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Reprisals/A_HRC_42_3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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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Women’s Global March

人权理事会对/沙特阿拉伯: 各国呼吁沙特阿拉伯改善其人权记录

澳大利亚今天代表一个跨区域集团国家发表了重要的联合声明，对包括女性人权捍卫者在内的活 
动人士的迫害和恐吓以及对酷刑、法外处决、强迫失踪，不公正的审判，任意拘留和有罪不罚。 
呼吁沙特政府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包括谋杀沙特新闻记者贾玛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允许联合国专家访问，结束死刑并批准国际人权条约。

在同一 场辩论中，女权捍卫者露吉音·艾-海特露（Loujain Al-Hathloul）的姐姐琳娜·艾-海特露(Lina Al-Hathloul)
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帮助她追究施酷刑者的责任，并确保她立即无条件获释。

自2019年3月以来，由冰岛领导的36个国家第一次联合声明要求对沙特阿拉伯严重侵犯人权对肇事者问责，人权理
事会随后加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审查。2019年6月，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艾格尼丝·卡拉马德博士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她的调查报告，沙特在2018年10月在土耳其沙特领事馆谋杀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负有责任。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对谋杀卡舒吉的肇事者问责，并保证不再重犯这
类行为。国际人权服务社加入了释放沙特妇女人权捍卫者联盟，这个组织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自2018年5月中旬以
来一直遭到拘留的女性人权捍卫者，一些人遭到了酷刑和性骚扰。但没人被追究责任。

这份声明列出了沙特阿拉伯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表明与人权理事会真诚合作，并改善沙特人权记录的政治 
意愿。这些措施见下：

•  结束对活动人士、记者、异议人士及其家庭成员的迫害和恐吓；

•  结束对酷刑和法外处决的有罪不罚现象，包括确定对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谋杀的真相和追究责任；

•  联合国有关特别程序的访问；

•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应采取后续行动，在即将到来2020年3月的人权理事会上建立对沙特人权状况的监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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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dui-sha-te-la-bo-ge-guo-hu-xu-sha-te-la-bo-gai-shan-qi-ren-quan-ji-lu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1/Documents/A_HRC_41_CRP.1.docx
https://www.ishr.ch/news/hrc40-human-rights-council-stands-saudi-women-human-rights-def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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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评论人权理事
会第42届会议

2019年9月9日至27日，人权理
事会第42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民间社会组织对这次人权会议取
得的一些重要成果表示欢迎，包
括重申对政府报复人权捍卫者的
谴责，扩大对也门、委内瑞拉、
柬埔寨、布隆迪、缅甸和苏丹等
国家的审查。在本届会议上，人
权理事会成员国加强审查，这体
现在对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关注，但是人权理事会未能审查中国、克什米尔和埃及的状况。

人权组织欢迎在委内瑞拉设立实况调查团，这是迈向对高级专员所记录的严重侵犯人权进行问责重要的一步。我们
敦促委内瑞拉与实况调查团合作，兑现他们在本届会议期间所作的承诺，包括允许人权高专办不受限制地进入委
内瑞拉所有地区和拘留中心，并执行他们的建议。合作与建设性参与国际问责和司法措施应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加 
强的。

我们欢迎也门问题知名专家小组任务的任期延长和加强，向冲突各方和受害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即问责制是任务授
权的核心，并提供了关键和急需阻遏进一步的人权侵犯。各国应支持这个知名专家小组在最近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禁止转让或提供武器给这些冲突各方；并阐明小组在收集和保存人权侵犯证据方面的作用。

民间组织欢迎延长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任务任期，但感到遗憾的是，加强人权高专办的权限以监测和报告局
势的呼吁被忽视，同时对柬埔寨的决议未能准确地描绘当局对民间社会持续的镇压，以及未说明最近对政治反对派
攻击的严重性和规模。

我们欢迎延长布隆迪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任务的延长。布隆迪将在2020年大选，委员会的工作至关重要。布隆迪政府
应停止否认和侮辱调查委员会，并与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和机制合作。

我们欢迎欧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联合提出有关缅甸的决议，要求高级专员报告人权高专办第45次实况调查团的建议
的执行情况。但是，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确保问责。以及制止严重的国际罪行，特别是将缅甸当局
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并对缅甸实施武器禁运，并根据实况调查团的报告采取行动，包括关于军队的经济利益，以及
缅甸针对对基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在种族冲突对与性别有关问题的影响。

人权组织欢迎理事会延长了有关苏丹独立专家任务的决议和支持人权高专办在苏丹开设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强调认
识到民间社会的作用和需求是2018年的主要进展，但是苏丹仍然存在重大挑战，确保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
义法的肇事者追责是新政府的优先事项，理事会应该在这方面应提供帮助。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理事会未对克什米尔采取行动，人权组织敦促理事会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报告中的建议采取行动。

在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上，人权组织深感失望墨西哥和其他国家默许埃及企图淡化或分散反恐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反恐问题和违反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的适当关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各国要求特别报告员花费有限的时间和 
资源，对恐怖主义影响的概念发表过多评论，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似乎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对宏观经济、工业和投资
影响，而不是个案受害者的人权。

我们欢迎通过关于死刑决议，这是朝着国际废除这一残酷刑罚的重要反映。这项决议重申并确认国际法废除死刑立
场不可改变承诺，并且绝对禁止死刑恢复使用。我们还欢迎在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承认将死刑只适用于极端严重的
罪行；这项决议明确指出，不会直接和故意导致死亡的犯罪行为永远不能达到死刑的门槛，也永远不会成为使用死
刑的依据。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人权组织需要继续参与并进一步推动的领域

https://www.ishr.ch/news/min-jian-she-hui-ping-lun-ren-quan-li-shi-hui-di-42jie-hui-yi
https://www.ishr.ch/news/min-jian-she-hui-ping-lun-ren-quan-li-shi-hui-di-42jie-hui-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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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理事会再次关注数字时代隐私权保护：将人权充分纳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自动化决策和生物识 
别系统的设计、开发和使用，这不仅维护隐私权，而且还维护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

关于司法行政中的人权，人权组织欢迎今年决议着重于在剥夺自由的情况下预防和应对暴力、死亡和严重伤害的 
具体措施，这表明主题决议有可能提出具体的实践、法律和政策步骤，使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 
借鉴，在国家层面产生真正的积极影响。

自2014年3月上一次联合声明以来，五年来，人权理事会一直没有对埃及持续的、系统的、广泛的严重侵犯人权进
行问责。在最新一次对和平抗议镇压中，有报道指出，过去一周有2000多人被捕。人权理事会什么时候才能打破沉
默并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解决埃及严重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

中国：遵守法治该是规则，而不是例外
有关中国法治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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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国法治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2019年9月9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侵犯人权是系统性的现实。在过去的一年中，联合国再次记录了中国
法律和政策框架的问题。这些法律和政策框架未能防止歧视；诋毁伊斯兰教、扼杀宗教信仰自由；破坏广泛
的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迫害这些权利的捍卫者；严重侵犯正当程序，包括秘密审判以及任意和隔离羁押。

在过去的一年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其他国际人权专家以及各国政府一直在要求
进入中国，尤其是维吾尔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收到有关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驱散大规模公众抗议
活动以及将示威者定罪的指控后，高级专员敦促进行对话以及减少在香港的暴力。

针对一系列人权侵犯的指控，特别是将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成员（包括公民记者、律师、民主运动领导
人、宗教领袖、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社会工作者、公共健康倡导者和学生）定为刑事罪犯的作法，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的独立专家已要求中国政府提供信息并立即采取行动，

今年六月，二十多个国家政府向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主席表示关注中国当局使用再教育营关押中国西部的
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这些国家政府重申有必要进行迅速、独立和不受限制的访问。

尽管联合国做出了这些沟通的努力，但是中国政府拒绝允许相关人权专家进行独立访问，其中包括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拒绝进行建设性对话，散布虚假信息并且在香港煽动暴力；强制汉化以消除文化和宗
教多样性；并继续激烈抨击国内外批评政府的人士以及其他国家的批评。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明
确且强硬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不接受干涉内政”。

中国当局的说辞明显是误导。

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的法律维护国家政权，而不是确保正义。不符合合法性原则的过渡宽泛的指控被误用于
拘留、起诉那些和平行使在国际上受保护的权利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将他们定为罪犯。

实际上，任何人表达与中共说法不同的见解，或想要彰显党和政府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都可能成为定罪的
对象。

中国政府炮制并改进了一套把所有差别或异议都定为恐怖主义、颠覆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作法。在香港采取的
战术经常用来对付维吾尔族和藏族人民，为强硬镇压合法行使人权的作法提供正当性。这种危险作法与国际
人权标准背道而驰。

此外，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不再受国界限制。当局主动使用法律和惯例对外国人进行失踪和拘留，限制在海
外获取信息，对中国公民和其他流亡社区进行监视，授权在境外执法，在中国具有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阻
碍公共参与、可持续发展和透明度。

各个领域的人权捍卫者已成为具体打压的目标。国际社会的沉默不仅使当局在中国内部削弱了公民社会，而且
危害到公民社会成员、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批评中国政府的个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联合国大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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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允许在中国富裕的东部地区任意剥夺律师、公共利益倡
导者、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基督教徒的自由。在中国西部地
区，这些法律被打造成对付西藏等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的武器，国际社会访问这些地区是个重点问题。在新疆对维
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羁押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这种令人担忧的背离法治的作法，导致许多公司和商业协会
在今年早些时候对香港的《逃犯条例》草案表示关注，也造
成隔离关押以及对在押人员的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这些
对人权的侵犯，加之无法获得有效救济，导致越来越多羁押
期间的死亡，例如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
波之死。

联合国官员和各国政府领导人善意要求提供信息并呼吁进行
改革很重要，因为这些要求和呼吁向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证
明了他们的斗争为世人所见。然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要求正
义的呼声充耳不闻。

一个没有制衡的体制，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将法律仅仅解释为并用作确保政权控制和保持稳定的工具，不
可能维护任何人权标准，更远远低于中国政府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承诺的“最高标准”。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声援那些人权受到中国政府侵犯的受害者，无论他们身处何
处。这包括利用所有可能的途径敦促中国政府履行保护人权的义务，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人权条约的规
定，为侵犯人权行为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

我们敦促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与合作的政府或政府间组织暂停法治合作，直到中国采取具体
且可衡量的步骤执行联合国人权机制提出的建议，并由这些机构和独立专家进行评估。

捍卫人权不是犯罪行为。

和平表达异议不是极端主义。

不能以反恐的名义任意限制普遍权利。

我们特别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积极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紧迫的人权问题。对
那些最边缘化或最弱势的群体包括维吾尔人、藏人和蒙古人保持沉默，可能会使他们进一步被污名化。

我们也鼓励高级专员公开承诺采取具体步骤，确保人权高专办的任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所有人
权”——在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权受到该国政府侵犯的受害者时可以实现。这项工作从未像现在这样
重要，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危急。

谢谢支持。

签字者：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中国人权捍卫者，世界基督教团结会，保护责任全球
中心，中国人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人权服务社，国际支持西藏网，加拿
大律师权利观察，西藏正义中心，世界禁止酷刑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图片: Flickr / Gauthier Delecroix

国家必须加紧努力防止报复

助理秘书长安德鲁·吉尔穆尔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介绍秘书长有关与联合国合作的
年度报告，强调世界各地政府对想和联合国合作的人权捍卫者进行报复行为的严重趋势。

在与助理秘书长进行第二次关于报复的互动对话期间，很多国家谴责报复，对特定群体（如女性人权捍卫者和女男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权利捍卫者）的报复和恐吓表示特别关注。国际人权服务社一直在呼吁国家政
府坚强国别关注，使实行报复的国家付出更高的成本，因此我们欢迎在这届人权理事会命德国在其声明提出埃及和
哥斯达黎提出尼加拉瓜的两个具体报复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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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也敦促所有国家站出来捍卫
人权捍卫者的权利，并在今后的互动对话中
抓住机会处理报告中的具体案件。在这个方
面，建设性的对话也可以有利于造成改善，
于是我们欢迎巴哈马和马尔代夫分享各国的
经验和最佳实践。

联合国专家报告报复问题有关中国部分：包
括李小玲女士、李昱函女士、刘正清先生、
徐艳女士和甄江华先生在内的一些活动人
士、人权捍卫者和律师，因参与联合国人权
机制或参加有关如何参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
培训而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这些培训
是由与联合国有联系的民间社会组织的。

今年，联合国秘书长的《与联合国和其人权
领域的代表和机制的合作的报告》（简称 报
复报告）可以在此下载。报告的内容包括：

普遍性的意见和突出的趋势；应对和预防恐吓和报复行为的建议；报告时期所收集的个案；被指进行报复的国家的
回复；以及任何相关结果。在附件，秘书长也报道前次报告和更前次报告所列案件后续行动信息。

国际人权服务社翻译了报告附件中有关中国的详细信息，全文在此下载，摘录如下：

2018年11月14日，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曾经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活动人士 李小玲 女士
开庭审理，同月27日李小玲被定罪，并被判刑3年、缓刑5年。自2017年6月李小玲被拘留，据报道她被剥夺
了适当的医疗。2018年12月3日，李小玲获假释，被禁止离开珠海。她被带电子手镯以追踪她的行踪并记录
她的声音。

曾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人权律师 李昱函 女士原定于2019年4月9日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但是在
4月6日庭审被取消。2017年10月9日，李昱函被警方抓捕，2017年11月15日被正式逮捕，审前一直被以“寻
衅滋事”罪羁押。据报道，李昱函女士在羁押期间遭受虐待和酷刑，当局拒绝为她治疗疾病。2018年8月，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作出决定，对李昱函女士的羁押是任意羁押，建议中国当局释放她并向她提供 
赔偿。

2019年1月10日，曾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人权律师 刘正清 先生被取消律师资格，理由是当局认为他的辩护
词“危害国家安全”并且对国家进行“诽谤”。他曾因代理联合国处理的人权捍卫者案件而面临报复。2011
年数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提到刘正清案（CHN 13/2011）。据报道，刘正清拒绝出席听证会, 听证会在当事人
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刘正清被告知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

2019年1月4日，曾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 许艳 女士接到与警方相关人士的电话说要传讯她，这与她要求释
放被拘留的丈夫余文生先生的行动有关。联合国任意羁押问题工作组处理了余文生先生的案件，特别程序
通函中也提到余文生先生（CHN 5/2018）。余文生是人权律师王全璋先生的律师之一（任意羁押问题工作
组第62/2018号意见提到王全璋先生——见附件II）。2018年1月27日，许艳女士受到警方传唤，被告知余
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已被转移到数百英里外的江苏省徐州市，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据报
道，2019年，许艳女士数次受到监视，无法离开家。

2018年12月28日，曾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活动人士 甄江华 先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在闭门
庭审后被判处两年徒刑。据报道，2017年9月1日，在没有手续的情况下, 甄江华被从他的家中带走，官方也
拒绝甄江华与律师见面。据报道，2017年9月29日，甄江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8年1月，四名特
别程序专家联合提出甄江华案（CHN 2/2018）。

据报道，2019年5月国际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的工作人员因为该组织与联合国分享信
息并为寻求与联合国合作的中国人权捍卫者提供培训而面临严重的恐吓和骚扰。据报道，在2018年2月至7
月期间，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及工作人员多次收到匿名中文电邮，威胁说如果该组织按计划举行培训，将会
有“严重后果”，包括人身攻击、机场绑架以及强行遣返中国。最近的这类电邮是在2018年8月联合国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中国审议前几周发出的，也就是在同年11月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前的三个月。另据报道，
有一份中文报纸发表文章谴责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为参与普遍定期审议和条约机构审议所作的联合国人权 
培训。

图片: Googl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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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的资源
中文版报复手册：人权捍卫者、权利人士、受害者和证人在
提供证据和证词时，他们必须自由和安全地与人权机制合
作，同时必须确保他们免于因参与类似合作而招致任何形式
的恐吓及报复。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报复手册》首先针对的
是与区域性和国际人权机制合作的人权捍卫者，重点特别聚
焦于联合国人权系统。该手册强调了人权捍卫者在与这些机
制互动时可能遭遇的风险，并提出了人权捍卫者利用联合国
和区域人权机制的重要性。《手册》并促进对人权捍卫者某
种程度的保护以抵御这些风险，同时包含了推动对犯罪者问
责的方法。中文版本请点击：https://www.ishr.ch/sites/de-
fault/files/documents/ishr_reprisals18_chinese_web_2.pdf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是联合国于1980年成立的第一批独立人权专家。在8月30日国际强迫失踪问题国 
际日，国际人权服务社发表了解释说明，帮助人权捍卫者了解工作组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与工作组互动。中文 
链接：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xplainer_unwgeid_aug_2019_-_zs.pdf

民间社会参与机会
了解整个联合国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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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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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多了解什么是条约机构并如何运用条约机构来促进和保护国内人权.?.点此以下载联合国条约机构简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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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他们的调查结论过和看法。这样的报嘎
偶有助于委员会成员对一国的人权状况取得更加全面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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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可以提供信息。来自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在条约机构审查国家报告是具有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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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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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意见，审阅和监督中国政府的跟进报告。请点此阅读2018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
会审议中国结论性意见。

随着中国在10月8日提交了跟进报告，该程序将立即开始。委员会以及其负责中国的报告员将审议此报告并准备 
跟进信，估计11月25日至12月13日之间致函政府。报告员是依据国家的跟进报告和民间社会提供的信息而准备跟进
信的内容。

民间社会11月25日之前可以提交跟进报告。该组织发出报告时应通知委员会秘书处（cerd@ohchr.org），也可以点此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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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其他讨论，或者支持安全地联络
委员会秘书处。

民间社会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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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下面段落：

• 33(b)：请缔约国在其后续报告中提供在中国正式注册就《公约》有关问题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的数字。

公民社会如何能在联合国保护人权和进行后续跟进

什么是
强迫失踪？

违反本人的意愿而 
剥夺其自由（例如 

拘留、劫持或绑架）

执行者为政府
官员，或至少
经他们同意

事发后政府拒绝承认剥夺了失踪
者的自由，或拒绝透露有关失
踪者的命运或其下落的信息

强迫失踪由三个要素构成：

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为什么强迫失踪严重侵犯人权?

它是一种在社会中传播恐怖的
手段，并把人权捍卫者等人
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隔离

它仍然是世界各地许多
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

它将失踪者置于法律保
护之外，没有司法监督

自1980年以来，工作组处理
了约57,000件个案申诉，
其中只有20%得到澄清。

11,000

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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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reprisals18_chinese_web_2.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reprisals18_chinese_web_2.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reprisals18_chinese_web_2.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xplainer_unwgeid_aug_2019_-_zs.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xplainer_unwgeid_aug_2019_-_zs.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explainer_unwgeid_aug_2019_-_zs.pdf
http://民间社会参与机会
https://www.ohchr.org/CH/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oreInstruments.aspx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hr_simple_guide_chinois_complet_sep16.pdf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sns7vAyg8M3uDZ7rn5ZZMW4psIG8%2fevE%2fZXWBEvcRTevsX4htmWQRmXdLs%2fC29wBcvbZvcgJNmpa2BKPqKkdZl3Pu06QBKQ0LskahGvKfQ8wwmYCCUhb5SZV4AJ2flD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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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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委员会建议中国： 

o (a)刑事犯罪未经依法起诉、审判和定罪的个人，停止在任何法外拘留设施对其实施拘留的做法；
o (b)立即释放目前属于这种情况被拘留的人，并允许受到错误羁押的人寻求补救；
o  (c)对所有以种族、族群和民族宗教划线的指称，迅速展开彻底、公正的调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采取

有效的补救措施，包括赔偿和保证不重犯；
o  (d)执法人员拦截的所有个人，必须收集和分析这些人所属族群的数据，拦截的理由和处理结果，定期将所

收集的信息公开发表，并收入缔约国的后续报告；
o  (e)确保所有生物识别数据的采集、保存和使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切实管理，限于小范围、透明，为实

现合法的安全目标所必需，并与之相称，不得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民族或人种而有任何区别、排除、
限制或优惠；

o  (f)取消对少数民族人员造成格外影响的旅行限制；
o  (g)公布过去五年里根据缔约国的要求遣返中国的维吾尔族学生、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目前所在何处和他们的

情况；
o  (h)提供过去五年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有法外拘留设施中违背本人意愿关押的人数，这些人被关押的时

间，关押的理由，拘留中心的人道主义条件，任何培训和政治课程及活动的内容，被拘留者对本人受到非
法拘留提出质疑或对拘留提出上诉的权利，以及是否采取任何措施保证将对他们的拘留及时通知家人。

• 44(c)：向委员会提供有关促进和任何限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信息。 

2..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的审议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简称“CRP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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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利委员会明年将对中国履约情况进行第二轮审议。民间社会可以趁着以下两次主要机会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

•  会前工作组于2020年3月至4月开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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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对国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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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会前工作组的一个月（1月底）

•  残权委员会以后于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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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局和会员专家们建设性对话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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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会前议题和问清
单，国家的答复，及民间社会所提供的信息。

o 提交的截止日期为委员会审查前一个月（2020年夏季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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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人权理事会选举：讨论新候选国对成员资格的远景：哥斯达黎加 (纽约 - 2019年10月9)

•  联合国大会第74届会议：结束对人权捍卫者的有罪不罚侵犯 (纽约 - 2019年10月16)

联系我们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Sarah M Brooks (s.brooks@ishr.ch  或在推特上 @sarahmcneer)

 Raphael Viana David (r.vianadavid@ishr.ch 或在 @vdraphael)

欢迎大家关注国际人权服务社在推特上的中文账户：@ISHR_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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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提供信息的非政府组
织该参考以下文件：

o  委员会上次对中国的
审议的结论建议

o 这次的国家报告
o 《残疾人权利公约》

https://www.ishr.ch/pledging-event-recently-confirmed-candidate-states-hrc-election-costa-rica
https://www.ishr.ch/unga74-side-event-end-impunity-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defenders
mailto:s.brooks%40ishr.ch?subject=
mailto:%0Dhttps://twitter.com/sarahmcneer%3Flang%3Den?subject=
mailto:r.vianadavid%40ishr.ch?subject=
mailto:https://twitter.com/vdraphael%3Flang%3Den?subject=
mailto:https://twitter.com/ishr_chinese?subject=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rBkvDLHrFFq8wSOe2z9g3jLWXscOK3cW%2bh6NEqWxDjRLAKgX49CP9xOmOS0nj0fJHNv%2b1SI4%2fKzMuyj25QwQmADAMX0tm9ekwKTnm2meQYw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fC%2fCHN%2f2-3&Lang=en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ConventionRights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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