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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Monitor 2019 - 3rd Chinese Edition

本期刊物是2019年的第三期

国际人权服务社每年出版四期《人权季刊》，目的是帮助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参与联合
国人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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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这
是2019年的第三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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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关注人权理事会的第41届
会议。

如果各位一直想回顾，欢迎查看去年其他的版本：	 	
《	2019年人权季刊·第二期	》	 	
《	2019年人权季刊·第一期	》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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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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qi-chu-ban-liao
https://www.ishr.ch/news/2019nian-ren-quan-ji-kan-di-er-qi-chu-ban-liao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ji-kan-2019chun-ji-juan


3

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为LGBTI人权捍卫者的新倡导工具

在今年5月17日的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之际，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发布联合国特别程序
与LGBTI事务的事实纪要及“日惹原则十周年”的中文版。
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T）设立于2004年5月17日，目标为在国际上引起决策者、意见领袖、社会运动、公众和
媒体关注女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人遭受的暴力和歧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一国际日变得更加包容
不同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以及性特征。所以现今这个国际日看上去有所不同，就成为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
日（IDAHOBIT）。

在中国，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或性特征与社会规模不符的人士仍
遭受歧视，污名化和暴力：同性恋者被迫经过不人道的所谓“扭转治
疗”或因其性取向而被公司解聘，跨性别者要克服法律和实践上的巨大
障碍才能进行性别确认手术或激素治疗，等。因为中国政府把同性恋和
相关主题定为敏感议题，因此多个LGBTI人权捍卫者和非政府组织面临
着言论和结社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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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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4日是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要想界定今天中
国的性质，绕不开八九六四。1989年6月3日晚10时起，中
国政府出动了20万士兵，以装甲车、坦克和冲锋枪开道，
血腥进驻天安门广场，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和平民。
这场野蛮的大屠杀震惊了整个世界。

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之际，学运领袖王丹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

直到至今，中国共产党尽其所能试图消除讨论或纪念六四的任何声音。
无论是私下聚会还是小规模的纪念行为都不被允许，中国当局正在加紧
试图从官方历史中抹除这一标志性事件。

大屠杀受难者的家人勇敢地创立了天安门母亲运动。经过她们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确认202位有名有姓的死难
者。因为要求对六四屠杀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问责、赔偿，每年六四前后天安门母亲成员都会受到骚扰、软禁、
强迫旅游。30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成员已经有55名离世。

六四30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已经拘留了几十名维权人士，包括沈良庆，南方
街头运动成员、新公民运动成员、以及北京宋庄的六名艺术家。六四天网的
创办人黄琦因坚持记录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记录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和调查
川震中的政府责任等，数次被关押，现在仍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

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履约情况审查时，对中国政府阻止六四屠杀受害者和他们家人调查和寻求正义、以及因公开
批评中国政府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而被迫害的人士表示关注。禁止酷刑委员会明确告诉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尊重纪
念六四死难者的权利。

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天安门事件的审查，开始为受难者和家属提供真相、
正义和赔偿。

中国当局正在加紧试图从官方
历史中抹除这一标志性事件。

图片: 王丹

六四30周年前夕，中国政府
已经拘留了几十名维权人士

多个LGBTI人权捍卫者和非政
府组织面临着言论和结社自
由及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限制

https://www.ishr.ch/news/guo-ji-bu-zai-kong-tong-kong-kua-kong-shuang-ri-wei-lgbtiren-quan-han-wei-zhe-de-xin-chang-dao 
https://www.ishr.ch/news/lian-he-guo-bi-xu-zhi-chi-tian-men-zhen-xiang-he-zheng-yi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han-wei-zhe-fang-tan-wang-da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C/CHN/CO/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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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家应该就中国出台的限制律师权益的法规发声

在“709打压”律师四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必须要对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律师处境发出抗议的 
声音。
为了纪念“709打压”的第四周年，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织（CHRLCG）、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国际人权
服务社（ISHR）7月9日发出了声明，呼吁联合国专家应该就中国出台的限制律师权益的法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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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原则》和《日惹原则十周年》
2006年，国际社会催生了新文件《日惹原则》以指导
促进平等和保护LGBTI权利的工作。《日惹原则》得到
了世界各地的国际专家的认可，有助于了解政府该采取
哪些措施来确保LGBTI人士平等地享有国际人权法中的
权利。它们并没有制订新标准，而只是展示了如何更好
地实施核心国际人权标准。《日惹原则》针对LGBTI人
士在全球受到的威胁、骚扰和暴力行为、包括剥夺完全
享有就业、教育和健康的各项权利。这29项原则的创
立也是因为有一大批强烈又勇敢的声音认为这种现象必
须改变。

《日惹原则》自2006年获得通过以来，已经发展成
为“不同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群体在人权方面的权威声
明。过去十年来，国际人权法领域有了重要发展，尤其
是对这个群体所经历的人权侵犯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同时也认识到该群体因“性别表达”和“性特征”而受

到的侵犯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国际LGBTI联合会（ILGA）在2016年一起推动了9项新原则及附
加评论的起草和成稿，通过了《日惹原则十周年》（亦称为《日惹原则+10》）。《日惹原则十周年》文件经由该
领域多个利益攸关方公开磋商产生，因此它在人们因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特征所受的具体人权侵犯方
面，反映了一些关键问题和发展。国际人权服务社趁着此国际日的机会发布《日惹原则十周年》的中文版。

联合国特别程序与LGBTI事务
虽然《日惹原则》得到了变化中的国际法释义的有力支持，但这些倡议是由活动人士、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倡导者	
领导的。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6年任命了一名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的独立专家，
他自2018年1月至今为	威克多	·	马德利卡勒（Victor Madrigal-Borloz）。但是联合国特别程序的独立专家当然从很
多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经常将LGBTI议题纳入到年度专题报告，并在国家访问中研究相
关主题。更重要的是，特别程序当向国家政府发函时成为就一些个案问题以及与当局沟通的关键因素。

为了帮助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更好地了解联合国的特别程序所提供的资源，尤其针对LGBTI群体面临的问题，国
际人权服务社和国际LGBTI联合会（ILGA）制作了一系列联合国特别程序与LGBTI事务的事实纪要。为了协助有兴
趣了解更多可以在中国用来帮助保护LGBTI权利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的人权捍卫者，国际人权服务社本周就发布
了以中国为主要倡导目标的联合国特别程序与LGBTI事务的中文事实纪要。

《日惹原则》，《日惹原则十周年》，联合国的独立专家和其他特别
程序—有了这些工具，我们要坚持确保LGBTI人士享有就业和健康的
平等权利和机会，保护LGBTI人士的身体自主，确保LGBTI人士为自
己感到骄傲。有了这些工具，有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决心，	
我们都能为LGBTI人士捍卫权利并确保政府政府尽其所能保护LGBTI
权利。

我们要坚持确保LGBTI人士享有
就业和健康的平等权利和机会，
保护LGBTI人士的身体自主， 
确保LGBTI人士为自己感到骄傲

图片: KOKUYO from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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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709_lawyers-press_release-chinese_version.pdf
https://yogyakartaprinciples.org/principles-ch/
https://yogyakartaprinciples.org/principles-ch/%e4%b8%ad%e5%9b%bd-yp10/
https://www.ishr.ch/news/lgbti-rights-factsheets-un-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zhong_guo_lgbtihe_te_bie_cheng_xu_final_verified_updated.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zhong_guo_lgbtihe_te_bie_cheng_xu_final_verified_updated.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zhong_guo_lgbtihe_te_bie_cheng_xu_final_verified_upda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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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打压”是在习近平执政后，于2015年7月9
日开始的。标示了人权律师的权益和法治状况的恶
化。“709打压”是以打压开始的日期命名的。在这
此后的四年里，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纷纷被抓
捕，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受到审判。这些律师遭到
迫害是因为他们行使其职业权，争取人权受害者的司
法权得到保护，并推动中国法治改革。时到今日，仍
旧有几名“709”人权律师被监禁，包括被判刑四年
半有期徒刑的王全障律师和七年有期徒刑的周世锋律
师，以及现正处于未经审判前拘留阶段的李昱函律师
和余文生律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做出决
议，认定中国政府对上述四名律师的羁押是“任意”
的，即非法的、违反国际司法公正准则的、或侵犯人
权的。但中国政府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和作为。709镇
压中，人权活动者胡适根和吴淦因为倡导人权和法治
而同时成为打击目标，被判重刑。

就在上个月，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织（CHRLCG）、	
中国人权捍卫者（C H R D）、国际人权服务社
（ISHR）三家民间机构联合向联合国人权专家提交
了一份有关《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修正案的分析报告。中国政府在2016年和2018
年对两个“办法”做出修订。这两个修正案已经被用来加强限制人权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言论自由。

该报告归纳了这两个“办法”的修正案中主要值得关切之点，详细分析了其如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据该报
告的附录显示，自2017年9月到2019年1月，有超过26名人权律师和他们所在的三家律师事务所被当地司法
局处以暂缓执业、注销律师执业许可或吊销其律师执照的行政处罚。当局以此来报复人权律师，对他们行使
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权利进行打压，对他们行使律师职业权去捍卫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进行压制。

与早期相比，近几年受到类似行政处罚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2004–2014十年期间有20
例类似行政处罚事件，2014–2016年两期间有9例。显然，为了阻止人权律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大对
人权律师的恐吓骚扰，这些行政处罚措施与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是相辅相成的。

国际社会必须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且无条件撤回注销和吊销人权律师执照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所依据的两个	
“办法”的修正案和其它法规有违国际人权标准；并呼吁停止对律师的一切形式的骚扰、恐吓；停止限制和
阻碍人权律师介入人权案件。

自“709打压”以来的四年中，中国人权律师的险恶处境没有任何改善，中国政府继续拒绝法治改革、建立
司法独立制度，并对倡导和追求法治和司法独立的维权人士进行严厉地打压报复。

该报告归纳了这两个“办法”的修正案中主要值得关切之点，详细分析了其如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据该报
告的附录显示，自2017年9月到2019年1月，有超过26名人权律师和他们所在的三家律师事务所被当地司法
局处以暂缓执业、注销律师执业许可或吊销其律师执照的行政处罚。当局以此来报复人权律师，对他们行使
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权利进行打压，对他们行使律师职业权去捍卫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进行压制。

与早期相比，近几年受到类似行政处罚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2004–2014十年期间有20
例类似行政处罚事件，2014–2016年两期间有9例。显然，为了阻止人权律师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大对
人权律师的恐吓骚扰，这些行政处罚措施与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是相辅相成的。

国际社会必须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且无条件撤回注销和吊销人权律师执照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所依据的两个	
“办法”的修正案和其它法规有违国际人权标准；并呼吁停止对律师的一切形式的骚扰、恐吓停止限制和阻
碍人权律师介入人权案件。

自“709打压”以来的四年中，中国人权律师的险恶处境没有任何改善，中国政府继续拒绝法治改革、建立
司法独立制度，并对倡导和追求法治和司法独立的维权人士进行严厉地打压报复。

图片:	巴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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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chrd.org/2016/01/wang-quanzhang/
https://www.nchrd.org/2016/01/zhou-shifeng-%E5%91%A8%E4%B8%96%E9%94%8B/
https://www.nchrd.org/2017/12/li-yuhan/
https://www.nchrd.org/2018/09/yu-we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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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hu-shigen-%E8%83%A1%E7%9F%B3%E6%A0%B9/
https://www.nchrd.org/2016/03/wu-gan/
https://www.nchrd.org/2019/05/joint-analysis-of-admin-measures-for-lawyers-and-law-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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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声称，律师是法治的关
键：那么请立即释放律师

律师在维护宪法和实现法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甚至
中国也同意这个观点。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
继续骚扰、恐吓和迫害捍卫人权的律师呢？
人权理事会开幕当天，国际人权服务社加入律师为律师、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律师权利观察等非政府组织，
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在法官和律师独立方面的专家、理事
会及其成员施压，追究侵犯律师权利肇事者的责任。

中国政府代表承认有必要在法规中对律师和法官的权利以及他们的职业责任作出平
衡。但是这一承诺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中国当局继续滥用法律和行政措施来限制律
师的基本自由。

江天勇律师被绑架，被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
判处2年徒刑。江天勇于2019年2月18日获释后，至今仍然受到警方的不断监视和

威胁，不准他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江天勇所谓的“犯罪行为”是什么呢？他在法庭上为其他律师代理，调查黑监
狱，并与在中国正式访问的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会面。

中国政府对外宣扬自己“忠实地维护”法治；在国内中国政府吊销
那些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律师执照，关闭不听话的律师事务所，也
就是那些拒绝解雇表达批评意见律师的事务所。在没有独立律师协
会的情况下，律师还能做些什么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包括从事法律
活动？

中国在人权理事会声称依法办事，这基本上也说的没错。但这只是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使政府行为合法化。习近平
强调了中共对法律的领导，并成功地用这种法律压制那些维护和保护法治的人。

余文生、隋牧青、周世峰、谢燕益、李和平、王宇，刘正清、刘晓原。这仅仅是2016年以来27位因履行职责而被注
销或吊销执照的律师中的7位律师。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中国政府发出的普遍定期审议后续信函中，确定了行动的关键领域，包括保证司法独立、公平
审判和获得法律顾问，释放所有人权捍卫者包括律师，以及避免迫害行使权利或捍卫他人权利的人。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律师权利观察和国际人权服务社等非政府组织呼吁特别报告员先生和人权理事会，坚持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人权律师一切形式的骚扰、恐吓和迫害，也包括停止行政处罚，并无条件地释放被任意剥
夺了自由的人。

图片: 巴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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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zheng-fu-sheng-cheng-lu-shi-shi-fa-zhi-de-guan-jian-na-yao-qing-li-ji-shi-fang-lu-shi
https://www.ishr.ch/news/zhong-guo-zheng-fu-sheng-cheng-lu-shi-shi-fa-zhi-de-guan-jian-na-yao-qing-li-ji-shi-fang-lu-shi
http://www.chrlawyers.hk/sites/default/files/share/files/20190522_JOL submission_lawyers and FoE_Appendix.pdf
http://www.chrlawyers.hk/sites/default/files/share/files/20190522_JOL submission_lawyers and FoE_Appendix.pdf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letterch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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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影响各国竞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
员资格的机会

菲律宾政府发动的“反毒品战
争”导致大规模法外处决，中
国政府在新疆骚扰、监视并羁
押一百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
厥穆斯林人。世界各地关心人
权的人都会发出疑问：为什么
严重系统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
可以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
成员国？
大赦国际、国际人权服务社、人权
观察以及人权理事会观察网最近联
合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出一系列措
施以加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信誉和合法性。这份报告在各国人权捍卫者、多国政府代表、联合国官员、
区域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国家人权机构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了对话之后汇编而成。报告在两个关键且相关的问题
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第一，遵守理事会成员标准；第二，对理事会成员国施加影响促进其在本国提高人权。

国际人权服务社表示，为了使理事会有效、可信并与人权运动相
关，理事会成员国需要致力于在本国和全球促进和保护人权。根据
理事会的创始文件（联合国大会第60/251号决议），会员国的选举
须考虑该国对人权的尊重，该国自愿作出的许诺和承诺。当然，没
有一个国家有完美的人权记录。各国应通过与理事会合作来解决其
不足并加强对人权的承诺。

对于那些并非公然违反这些成员标准的候选国，成为理事会成员国可能是这个国家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该国在竞
选时作出自愿许诺和承诺，并表示愿意并有能力实施这些承诺。大赦国际说，理事会成员资格应该视为对一个国家
人权政策和实践的考验，而不是奖励。

联合国大会第60/251号决议明确规定，理事会成员国应在任期内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包括实施他们在竞选时作出
的任何自愿承诺。

各国应鼓励那些愿意与理事会合作并遵守理事会成员标准的国家竞选理事会
成员。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不可把选票投给那些被确信严重系统侵犯人权或
公然拒绝与理事会及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的国家。

国际人权服务社已经发布了2019年理事会竞选国的记分卡，提供了关于候选国人权记录的信息，用于投票参考。国际
人权服务社和大赦国际将于9月6日在纽约和9月11日在日内瓦举办两场理事会竞选国承诺信息活动。这些活动为所有
候选国提供了一个平台，展示候选国关于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愿景，让民间社会可以质询本国政府对人权作出的承诺。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7

第一，遵守理事会成员标准；

第二， 对理事会成员国施加影响
促进其在本国提高人权。

理事会成员国应在任期内
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

https://www.ishr.ch/news/jia-qiang-he-ying-xiang-ge-guo-jing-xuan-lian-he-guo-ren-quan-li-shi-hui-cheng-yuan-zi-ge-de-ji
https://www.ishr.ch/news/jia-qiang-he-ying-xiang-ge-guo-jing-xuan-lian-he-guo-ren-quan-li-shi-hui-cheng-yuan-zi-ge-de-ji
https://www.ishr.ch/news/jia-qiang-he-ying-xiang-ge-guo-jing-xuan-lian-he-guo-ren-quan-li-shi-hui-cheng-yuan-zi-ge-de-ji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c_membership_report_web.pdf
https://www.ishr.ch/news/hrc-elections-how-do-candidates-2020-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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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推动问责，而不是默许有罪不罚

支持促进性别平等，支持人权捍卫者或打击种族和宗教
歧视的政府应表现出勇气、正直和决心，以应对在沙特
阿拉伯、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
为，以及使侵犯人权行为雪上加霜的有罪不罚现象。
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发言中，国际人权服务社强调侵犯
人权而不受惩罚的情况进一步加剧，而且往往这些有罪不罚行为
更广泛更系统。

回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理事会第41届会议的讲话，国际人权服务社发表声明，尽管理事
国承诺以客观标准适用国家情况或确保理事会履行其预防任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追责，但是理事
会及其成员国经常默许有罪不罚现象。国际人权服务社主任林奇指出：

1.  那些支持妇女权利和保护民间社会的国家，应该拿出勇气让沙特阿拉伯政府对其任意拘留和虐待女性人权
捍卫者以及谋杀记者贾玛尔·卡舒吉的行为负责。

2.  那些尤其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的国家，应该坚持正义要求中国政府为其在新疆等地区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
突厥穆斯林所可能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负责。

3.  那些谴责法外杀戮并支持人权捍卫者的国家，应该坚决大力支持和配合冰岛在解决菲律宾政府侵犯人权问
题方面的作为。

林奇强调，安静外交和一般的关注对于确保追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解决人权侵犯的加剧、以及对有罪不罚
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些人权侵犯不是抽象的或一般性的，而是现实发生在具体的
受害者身上。所有地区的政府都应该表现出勇气、正直和决
心，通过追究那些违反人权政府的责任来保护我们的共同人
性。诉诸司法和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除了解决上述国家的问题外，国际人
权服务还呼吁各国：

•  提升预防性方法，或促进商业和人权议程，通过立法规定公司的人权尽职调查,以及防止发展或销售能够实
现这些违法行为的武器和监视技术。

•  呼吁合作与对话，通过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充分和真诚合作，提供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等地，保障人权捍卫
者不受报复，与特别程序合作，而不是限制特别程序有效作用。

图片: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所有地区的政府都应该表现出勇气、
正直和决心，通过追究那些违反人权
政府的责任来保护我们的共同人性。

https://www.ishr.ch/news/zheng-fu-bi-xu-tui-dong-wen-ze-er-bu-shi-mo-xu-you-zui-bu-fa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724&LangID=E
https://www.ishr.ch/sites/default/files/article/files/ishr-statement_hrc41_item_2.pdf
https://www.ishr.ch/news/saudi-arabia-implement-recommendations-protect-human-rights-defenders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713&LangID=E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23ge-guo-jia-lian-he-qian-ze-zhong-guo-zhen-ya-xin-jiang-de-shao-shu-min-zu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679&LangID=E
https://www.hrw.org/news/2019/06/24/australia-protect-human-rights-foreign-policy


99

人权理事会23个国家联合谴责中国镇压新疆的少数民族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
届会议上，来自世界不同
区域的22个国家采取了前
所未有的行动，联合敦促
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允
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调
查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来自亚太地区、西欧、东欧以及
北美洲等区域的23个国家的大使
联合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和人权理事会主席，表示关注
对广泛监视，限制宗教和迁徙自
由，以及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的大规模任意拘留的关
注。这些国家敦促中国遵守自己
国家的法律和国际义务，并呼吁
允许包括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
察员有意义地进入新疆，正如国
际人权服务社一直所推动的。

国际人权服务社欢迎人权理事会和高级专员在问责和行动方面的重要和积极进展。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外交和宣
传工作，谴责所谓的“西方虚伪”，并使新疆的严重侵犯人权合法化，无视联合国高级专员本人的调查结果。

联合声明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不能让任何国家免于其
国际义务。相反，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必须坚持促进和保护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最高标准，并与人权理事会充分合作。

国际人权服务社主任菲尔·林奇对联合声明表示欢迎，他说，23个国家联合对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其他突厥穆斯林
和少数民族的广泛任意拘留以及有系统的种族和宗教歧视表达关注，这是重要和积极的。

林奇说，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很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必须进行全
面和独立的调查，个人和国家行为者都必须承担责任。我们敦促
签署这封信的那些有原则有勇气的政府通过双边压力采取后续行
动，如果在此期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那么在人权理事会9月会
议时应以决议形式采取集体行动。

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报告，包括特别程序和2018年8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中国审查中国履行《公约》情况，都记
录了在新疆严重和普遍人权侵犯的有力证据。

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根据人权理事会议程项目4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始终呼吁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然而，
要使这些呼吁变得可信，它们必须使中国与所有联合国人权机制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包括有效执行消除种族歧视委
员会的建议，正如联合声明签国所敦促的那样。这包括在8月底之前及时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后续报告。

联名声明是由23个国家驻日内瓦代表签发的，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冰岛、挪威、瑞士和16
个欧盟国家（包括德国，英国和荷兰等）。	联合声明全文见链接请点此。

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不能让
任何国家免于其国际义务

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很可能构成危害人
类罪，必须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
个人和国家行为者都必须承担责任

https://www.ishr.ch/news/ren-quan-li-shi-hui-23ge-guo-jia-lian-he-qian-ze-zhong-guo-zhen-ya-xin-jiang-de-shao-shu-min-zu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190708_joint_statement_xinjiang.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190708_joint_statement_xinjiang.pdf
https://www.ishr.ch/news/hrc40-high-time-resolution-calling-access-accountability-china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82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RD/C/CHN/CO/14-17&Lang=En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190708_joint_statement_xinjiang.pdf
https://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supporting_resources/190708_joint_statement_xinjia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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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提出人权理事
会主要面对的问题

16个人权组织批评人权理事会
成员国利用自己的席位阻碍对
自己以及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
进行审查，并呼吁各国与遭受
人权受害者站在一起。
这些人权组织欢迎延长和平集会自由
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并支持
人权理事会反对全球抵制妇女和女孩
权利的倾向，并继续应对气候变化对
人权构成的威胁。人权组织欢迎人权
理事会关于委内瑞拉的报告，呼吁高
级专员立即公布联合国数据库有关在
以色列定居点的企业状况，并呼吁对
因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而被恐吓和
报复的案件追究责任。

通过延长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的任务授权，人权理事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不容
忍任何形式的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骚扰、歧视或暴力。人权理事会重申需要具体、持续和系统关注，以解决这
些侵犯人权的问题并确保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社群有尊严的生活。

在这次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民间社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对现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厄立特里亚、菲律宾、中国、沙特
阿拉伯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状况进行审议,利用人权理事会对其成员的资格进行监察，使人权理事会对权利人和人
权受害者的状况反应更有效、更敏感。

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延长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人权的决议，这是人权理事会未来对其他成员监察的第一
步。人权组织欢迎人权理事会关于菲律宾人权状况的第一项决议，这是迈向正义和问责制重要的一步。人权组织敦
促人权理事会关密切关注菲律宾人权状况，并准备这个国家人权没有进一步改善或恶化的情况下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是必要的，尽管菲律宾是人权理事会成员，但是它继续严重违反人权并反复
拒绝与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机制合作。

人权组织欢迎在妇女和女孩权利决议取得的进展：在工作场所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以及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后果。人权组织特别欢迎更改名称和任务授权延长歧视妇女和女孩工作组的任务授权，重
点关注性别和年龄问题及对女孩的影响。尽管一些国家提出了若干修正案试图削弱决议的重要内容，然而人权理事
会表示愿意通过当前的国际法律框架和抵制文化相对主义，确保这些决议反对全球抵制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倾向。

人权理事会已经错过了对苏丹人权状况问责的机会，人权理事会原本可以支持区域努力，并确保人权问题不会被
搁置。我们现在期待非洲领导人确保在转型时期维护人权的基本责任。

在与法外处决和即审即决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进行互动对话期间，各国清楚地表示，现在是让沙特阿拉伯对杀害记
者贾迈勒·卡舒吉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尽管有36个国家在3月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发出呼吁沙特阿拉伯释放被拘
留妇女人权捍卫者，但沙特阿拉伯政府仍继续任意羁押她们。

人权组织欢迎人权高级专员关于委内瑞拉人权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为回应报告中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调查结果
以及委内瑞拉没有任何根本改善的情况，我们敦促人权理事会在9月通过调查委员会或类似机制，以加强高级专员
和其他方面正在进行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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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UN Photo / Jean-Marc Ferré

https://www.ishr.ch/news/min-jian-she-hui-ti-chu-ren-quan-li-shi-hui-zhu-yao-mian-dui-de-wen-ti
https://www.ishr.ch/news/min-jian-she-hui-ti-chu-ren-quan-li-shi-hui-zhu-yao-mian-dui-de-wen-ti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24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24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10/Rev.1
https://www.ishr.ch/news/hrc41-human-rights-defenders-around-world-urge-states-renewiesogi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16/Rev.1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15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20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5/Rev.1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6/Rev.1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41/L.8/Rev.1
https://www.ishr.ch/news/sudan-human-rights-council-should-urgently-mandate-international-fact-finding-mission
https://www.ishr.ch/news/sudan-human-rights-council-should-urgently-mandate-international-fact-finding-mission
https://www.ishr.ch/news/hrc41-40-organisations-urge-hrc-hold-saudi-arabia-accou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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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Flickr/ThomasHawk

未来会期	&	征询民间社会建议

了解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情况非常重要，包括人权理事会，条约机构或特别程序。 我们在这里提
供了一些机会，欢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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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主要参看去年八月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委员会审议中国结论意见，审阅和监督中国政府的跟进报告。

民间社会提交的信息主要依据委员会审议中国结论意见下面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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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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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shr.ch/news/wei-lai-hui-qi-zheng-xun-min-jian-she-hui-jian-yi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sns7vAyg8M3uDZ7rn5ZZMW4psIG8%2fevE%2fZXWBEvcRTevsX4htmWQRmXdLs%2fC29wBcvbZvcgJNmpa2BKPqKkdZl3Pu06QBKQ0LskahGvKfQ8wwmYCCUhb5SZV4AJ2flD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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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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
每年8月30日是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强迫失踪经常被用作在社会中散布恐惧的一种策略。这种做法所产生的不
安全感并不限于失踪者的近亲，而且还影响到所在社区和整个社会。强迫失踪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并不限于世
界某一特定地区。强迫失踪过去主要是军事独裁政权的产物，现在可能在内部冲突的复杂情势中实施，尤其是作为
在政治上打压对手的一种手段。

8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以获得报道。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强迫失踪的联合国机制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活动

•  人权理事会2019年选举：纽约	–	讨论候选国对成员资格的远景,	2019年9月6日,	(英文	–	Human Rights 
Council Elections 2019: discussions of candidate States’visions for membership – NEW YORK)

•  人权理事会2019年选举：日内瓦	–	讨论候选国对成员资格的远景,	2019年9月11日,	(英文	– Human 
Rights Council Elections 2019: discussions of candidate States’ visions for membership – GENEVA)

联系我们

•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Sarah M Brooks (s.brooks@ishr.ch	或者在推特上	@sarahmcneer)		
或	Raphael Viana David (r.vianadavid@ishr.ch	或者在推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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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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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