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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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这是2019年
的首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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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内容主要包括：国际社会对中国任意
羁押人权捍卫者表示关注；第四十四届人
权理事会常会讨论去年中国第三次普遍定
期审议的结论报告；2019年人权理事会需
要处理的区域人权侵犯问题；条约机构有
关报复问题；联合国专家的声明；未来会
期和可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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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中国任意羁
押人权捍卫者表示关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期将至，
王全璋律师和其他人权捍卫者
被秘密判刑。
中国当局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对维权律师王全璋、民生观察创始人
刘飞跃和公民记者甄江华定罪。中国
当局经常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任意
拘留、监禁人权捍卫者，使他们噤
声。这种罪名把捍卫人权的言行界定
为危害国家安全，并导致这些维护人
权的人士被秘密审判。

我们国际人权服务社很高兴看到欧盟为王全璋案发声。中国对法治的践踏必须受到公众的监督。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2018年8月指出，对王全璋的羁押严
重违反正当程序。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由五名联合国专家
组成，负责处理任意剥夺自由的问题。鉴于中国当局对王
全璋的指控理由含糊不清，工作组认为对王全璋的拘留缺
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还指出，对王全璋案的处理缺乏公平
审判和正当程序保障。当局一直拒绝王全璋与家人联系，
并不断阻碍王全璋获得有关的法律援助，尤其是会面自己
委托的辩护律师。2018年1月，王全璋家人指定的律师余文生被刑事拘留。

工作组有充分理由担心这些被羁押的人权捍卫者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工作组还表示，中国政府因王全璋从事人权
工作和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对他进行任意羁押，这违反了国际法。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
王全璋，确保对王全璋的适当赔偿，并对王全璋的拘留情况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

今年三月，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届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中国普遍定期审
议的报告。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各国谴责中国政府对王全璋的判决，
并且指出这次判决再次证明中国政府没有达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要
求的最高人权标准，因而没有资格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国际人权
组织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全璋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同时停止对王全
璋妻儿的骚扰。

中国也对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捍卫人权工作的活动人士黄琦施行了任意拘留。黄琦在2019年1月14日被以泄露国家
机密的指控秘密审判，现在还在等待判决。2018年11月，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其他14个非政府组织发布了一份联合声
明，呼吁立即释放黄琦。据报道，尽管黄琦健康状况恶化，但当局一直拒绝对他提供适当的治疗。 2018年12月20
日，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了同一呼吁。

图片: Badiucao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2018年8月指出，
对王全璋的羁押严重违反正当程序。 
…当局一直拒绝王全璋与家人联系，并
不断阻碍王全璋获得有关的法律援助，
尤其是会面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

国际人权组织要求立即无条件释
放王全璋和其他人权捍卫者，同
时停止对王全璋妻儿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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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人权理事会需要处理应对严重侵权区域和相关事项

2019年人权理事会需要处理的区域人权侵犯问题。
可信、便利和有效的人权理事会对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追究任何地方侵犯人权的肇事者至关重要。国际人权服务
社为各国在2019年人权理事会应该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建议。

2018年，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以应对
全球严重侵犯权利的行为。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缅甸调查机
制，以追究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的责任。它继续关注
也门的战争，且延长也门知名专家小组的任务，同时人权理
事会也延长了对布隆迪严重和有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
调查委员的任务期限。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了一项关于委内
瑞拉的决议，以确保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将在2019年受到专

门和持续的国际监督和压力。这些决议也反映了2018的人权理事会会议中有关特定国家决议的赞助多元化的新趋
势。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原因，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没有得到人权理事会的审查。

今年三月将召开年度“高级别会议”，即国家政要将向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并提出他们对人权的愿景和期望，这是
制定年度议程的重要机会。人权理事会3月、6月和9月的三次常会是推进这些优先事项的机会。

以下是国际人权服务社建议人权理事会2019年应处理的人权问题清单。

各国如何加强人权理事会的信誉和效力？
所有区域集团都提出了相同数量的候选人作为2018年理事会选举的席位，一些人权记录糟糕且与联合国机制合作记
录不佳的国家当选，使选举变成任命程序，违背了理事会创始文书的愿景。

各国应关注中国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践踏，尤其应该关
注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藏人以及人权捍卫者的镇压。
随着中国政府在人权理事会中越来越活跃，中国政府正
在改变人权的普遍价值观。中国拒绝批评性对话和人权
普遍原则尤其令人担忧。因此人权理事会应采取行动，
要求中国确保联合国人权专家能够进入中国全国各地，
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其中包括在新疆集中营关
押的逾百万人。

各国还应共同敦促沙特阿拉伯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女性人权捍卫者。如果国际社会希望进一步促进沙特妇女的
权利，那么应该承认沙特女性人权捍卫者是变革的推动者，并敦促沙特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她们能够继续
保持安全和在有利的工作环境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

在2018年9月适足住房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访问埃及时，埃及当局对人权捍
卫者进行报复。各国应要求人权理事
会处理埃及最近的报复案件。这些报
复案件是埃及当局大规模镇压民间社
会的一部分，包括对人权捍卫者的任
意逮捕、不公平起诉和旅行禁令。

各国应共同谴责巴林境内正在进行的
司法骚扰和任意拘留人权捍卫者，包
括巴林政府对人权捍卫者参与或尝试
与联合国机制接触的报复行为。各国
应呼吁巴林当局立即释放因行使表
达、集会和结社自由权而被拘留的所
有人。

Photo: Jean-Marc Ferré / UN Photo

因此人权理事会应采取行动，要求中国
确保联合国人权专家能够进入中国全国
各地，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其
中包括在新疆集中营关押的逾百万人。

各国应处理针对这一群体人权捍卫者的特殊
威胁和攻击，尤其是女性人权捍卫者所面
临的具体风险，以及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攻
击，…必须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并确保民
间社会充分参与发展项目和管理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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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机构有关报复问题

联合国条约机构强调需要做出有效和协调
方式针对报复。
来自所有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专家首次聚集在一起，
准备鉴别和复制良好的做法，以预防和应对针对个
人和团体因参与联合国机制而被报复的案例。

2015年3月，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的两个人权组织
向联合国保护移民工人委员会提交联合报告时，他
们不知道他们提交的报告后来会被视为“极端主义
材料”，他们被列为恐怖组织，受到恐吓。这份报
告重点关注吉尔吉斯坦移民工人的权利，尤其是在

俄罗斯的吉尔吉斯坦移民工人的状况，以及吉尔吉斯坦因批准《保护移徙工人国际公约》需要承担的义务。

联合国保护移民工人委员会了解这种情况后反应非常迅速，联合国保护移民工人委员会和报复问题联络人随即发表公
开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提醒吉尔吉斯坦政府有义务对参与条约机构审议（包括递交报告）的个人避免打击报复。

吉尔吉斯坦这个人权组织说：在艰难时刻，对联合国保护移民工人委员会
的支持感到释然和安慰， 希望其他条约机构在面对类似情况时能够效仿。

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虽然联合国条约机构早就通过了应对报复的
原则，但实际上每个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具体程序，就效果而言良莠不齐，
但为保护人权捍卫者，最好是能够确保各条约机构都采纳最佳实践。

2018年年会，联合国10个条约机构各位主席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
报复问题的关切。因此，这次开的‘工作坊’举办了条约委员会会员，尤
其是国别报告员和报复问题联络人，跟民间社会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报复。

这次会议也是首次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这两个不同国际人权机制，能够沟通，讨论如何更好地工作在一起。

(继续)

各国如何在承认和保护人权捍卫者方面遵守国际法和判例
在第40届常规会议上，人权理事会将讨论并协调一项有关从事土地和环境领域的人权捍卫者处境的决议。国际人权
服务社呼吁各国应处理针对这一群体人权捍卫者的特殊威胁和攻击，尤其是女性人权捍卫者所面临的具体风险，以
及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攻击，际人权服务社也敦促各国必须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并确保民间社会充分参与发展项目
和管理自然资源。

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将向人权理事会陈述有关女性人权捍卫者处境的报告。各国应公开承认女性人权捍
卫者面临的具体风险和威胁，并承诺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保护她们，强调女性人权捍卫者工作的合法性和对她们的
具体保护，以及侵犯她们权利的充分补救措施。

由于民间社会和支持民间社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持续努力，2016年人权理事会创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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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1届常规会议上，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各国延长这项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
并确保其任务不被削弱，以便这项特别报告员可以继续开展重要的工作。

第41届人权理事会会议还将考虑关于移民和人权的议案。各国应确保这项议案有义务支持而不是限制移民权利捍卫
者的重要工作，尤其他们正处于日益增长的不容忍、仇外心理和封闭的环境中。

在第42届会议上：人权捍卫者必须能够自由安全地进入联合国，以便联合国能够监督各国遵守人权义务和保护受害
者免遭虐待。在2019年9月举行的第42届会议上，各国在第二次互动对话中不应错过秘书长在报复年度报告中引用
具体报复案件的机会。各国需要支持人权捍卫者并谴责攻击和恐吓人权捍卫者的其他国家，这样做会增加这些国家
政府实施报复的政治代价，阻止这些国家继续这种可耻的做法。

对权利持有人、受害者和捍卫权利者的无障碍参与人权理事会是理事会是否成功的标志。在提高人权理事会效率的
讨论中，各国应继续支持和保证任何拟议措施不限制民间社会参与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保护移民工人委员会
和报复问题联络人随即发表
公开信…提醒吉尔吉斯坦政
府有义务对参与条约机构审
议…的个人避免打击报复。

图片: Thomas Depenbusch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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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40 l 今年是否人权理事会终于针对中国的时刻？

国际人权组织要求人权理事会
通过决议寻求获取中国人权状
况信息，执行纪律并追究违法
者责任。
人权理事会常会将于2019年2月25日
至3月22日举行。这次会期议程，除了
人权捍卫者、酷刑、反恐怖主义等议
题之外，包括对去年中国第三次普遍
定期审议作出结论性报告。

国际人权服务社与39个人权组织共同
呼吁各国政府通过一项中国人权问题
的决议，特别关注维吾尔族和其他少
数民族地区的人权状况。这是十多年
来第一次有组织地努力利用人权理事
会寻求解决人权问题，为未来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责任奠定基础。

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其他人权组织共同要求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以下行动：

•  敦促独立的国际人权专家，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有关特别程序，如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迅速
并不受约束地独立进入中国各地，特别是维吾尔族、其他突厥语穆斯林地区和西藏地区;

•  要求停止滥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任何法律法规将人权捍卫者的工作、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定
罪，呼吁中国遵守正当程序，把相关法律修为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标准。

• �要求立即释放所有遭受非法和不合理剥夺自由的人，特别是那些被法外或
延长审前拘留的人，并赔偿这些人士所遭受的酷刑以及失去生计的损失。

• �支持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国别工作队采取措施，扩大、改进和规范监测和
报告中国的情况

作为理事会成员，中国应遵循更高的人权标准。然而，人权理事会基本上对中国在四任理事会成员任期内的所作所
为保持了沉默。

现在，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日益恶化，对共享价值和普适原则肆意侵
犯，中国政府对持有异议、敢于发声或有不同信仰的人公然骚扰和侵犯，
甚至对境外人士也不放过，在新疆作出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这种行径已
经令人无法忽视。

现在理事会有机会为在中国保护人权作出重要贡献。

图片: ‘Areya Road’, Flickr/David Stanley

作为理事会成员，中国应遵
循更高的人权标准。

对共享价值和普适原则肆意
侵犯，中国政府对持有异
议、敢于发声或有不同信仰
的人公然骚扰和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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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家声明

三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声明
对 新 加 坡 人 权 捍 卫 者 表 示 关
切。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缅怀
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

•  新加坡应该确保言论自由和平
集会自由

三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声明，对
新加坡人权捍卫者范国瀚（Jolovan 
Wham）被判定有罪表示关切，他们
同时敦促新加坡政府确保所有人的基
本言论和集会自由。

范国瀚因在脸书批评司法机构和组织
和平集会而被新加坡法院定罪，他被指控违反了《公共秩序法》。联合国人权专家关注新加坡政府压制公民空间，
要求新加坡政府修改《公共秩序法》，以确保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特别保障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权的国内法符
合国际法和标准。

•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纪念大屠杀
2019 年1月28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纪念大屠杀：捍卫人权”

1945年1月27日，在波兰最大的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七千五百人获释，但十万多人已经因虐待、酷刑、饥
饿而辞世。在这个国际纪念日，我们向大屠杀数百万受难者表示敬意和表达悲伤。

我们目睹今天许多形式的仇恨急剧增加，包括反犹太主义以及针对少数
族裔社区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积极支持这种攻击。

我们还看到今天一些人尽量减少或否认大屠杀事件，并否认同谋参与实
施这些罪行。

我们必须共同反对这种仇恨的正常化。我们必须反对这种缓慢上升的反
犹太主义、仇外以及剥夺特定类别人民的人权和权利的企图。

请记住：大屠杀并非偶然发生。歧视、不公正和卑鄙宣传多年，大屠杀实际上是几个世纪这种宣传的产物。正如有
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社交媒体指出：“当我们看奥斯威辛时，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的结束。重要的是要记住，大屠
杀实际上并非从毒气室开始。这种仇恨从言辞、陈规陋习和偏见中逐渐发展而来，通过法律排斥，非人化和暴力升
级”。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法律排斥、非人化、仇恨宣传和针对某些社区的暴力升级。是总结二十世纪教训的时候了。面
对将社区非人化和妖魔化的企图，我们必须捍卫人权。

在我们哀悼和纪念大屠杀的受害者时，我们还必须抵制今天的仇恨形式，并抵制那些寻求个人和政治优势的人，他
们企图恢复过去的邪恶。我们必须对抗那些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政治格局中的敌意和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这种做法永
远不能成为他们正当化的理由。他们助长暴力; 他们伤害和羞辱人民; 他们伤害了社会，摧毁了我们共同的意识，而
这种共同的意识恰恰需要我们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更大的福祉。

只有捍卫人权，并要求领导人采取行动结束歧视，我们才能真正确保迫害和种族灭绝不再发生。

联合国人权专家关注新加坡政
府压制公民空间，要求新加坡
政府修改《公共秩序法》，以
确保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

图片: Jean-Marc Ferré / UN Photo



7

图片: ISHR

征询民间社会建议：关于条约机构最近消息

民间社会有机会参与《残疾人权利公约》对中国实施情况的审议。
联合国的议事日程有时不得不等到各国政府递交报告之后才开始启动，公民社会才会有机会参与。下面是中国政府
递交报告的截止日期：

1.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报告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1日。中国政府已经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了报告，下载链
接：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RPD%2fC%2fCH-
N%2f2-3&Lang=en

下一步，委员会将审议中国政府的报告，并邀请民间社会也提供信息。了解政
府和民间的不同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就中国政府已经递交的报告，国际
公约的条款，形成民间社会报告,然后把这份报告递交给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终于能有效地影响问题清单的形成。

2.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报告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1日。但是目前为止还
不知道政府报告是否已经如期递交。

现在民间社会可以就政府宣称这份报告的形成过程，要求信息公开，例如民间组织参与的名单，是否有公开咨询
等。这种公开咨询过程是每一个缔约国的基本义务，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进行这种宣传和协调，民间社会应该告诉委
员会。

下一步，委员会将审议中
国政府的报告，并邀请民
间社会也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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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民间社会建
议：关于死刑
的报告，如何参
与？

秘书长将在第四十二届
会议向人权理事会提交
关于死刑的报告，民间
社会也可以分享经验，
提出建议。
即便没有对中国的审议，
民 间 社 会 也 可 以 分 享 经
验，提出建议，以便在立
法和时间中可以更好地保
护人权。

例如，每年人权高专办都会向民间社会征集有关死刑问题的资讯,并把信息专寄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秘书长将在第四十二届会议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死刑的报告，包
括实施和适用死刑的规定以及执行死刑的后果，面临死刑的人和其
他受影响的人，特别注意使用死刑对人权的影响。

人权高专办非常感谢提供上述问题的相关信息（最多1500字），
以便秘书长能够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民间社会提交的信息，最好采用文档格式，最迟应于2019年3月31日之前提交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registry@ohchr.org）。

活动
•  增强人权理事会会员标准, 2019年7月1日, (英文: Strengthening Human Rights Council membership).

•  第一届日内瓦人权坛年度会议 – 人权机制的相互连接, 2019年6月3日,  
(英文: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eneva Human Rights Platform - The connectivity of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  公民自由和人权捍卫者：企业打扮什么角色? , 2019年4月1日, 
(英文: Civic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sector?)

联系我们
•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 Sarah M Brooks：发电邮给 s.brooks@ishr.ch 或者在推特上 @sarahmcneer

•  欢迎大家关注国际人权服务社在推特上的中文账户：@ISHR_chinese

每年人权高专办都会向民间社会征
集有关死刑问题的资讯,并把信息
专寄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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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Flickr

国际人权服务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