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 年通过的 （ 或称“ICCPR”） 是保护个⼈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主要条约， 其中包括：

公平审判和正
当程序保障

禁⽌奴役⾃决权

该委员会每年在⽇内⽡开三次会议， 每次会议为期 四到五周， 并与其他条约
机构 ⼀ 起被视为 ， 因为它源于具有法律约束⼒的条约。“准司法”机构

什么是ICCPR？ 它主要保护哪些权利？

3
TIMES

⾏动⾃由 ⾔论⾃由结社⾃由 拥有家庭的权利 选举权

少数群体的权利和平集会⾃由

18

禁⽌任意拘留私隱權

它由 �� 名 组成， 负责监督缔约国对 （ ICCPR） 独⽴专家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所保障的公⺠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落实情况。

给⺠间社会团体的 ⼀ 份摘要

⼈权事务委员会

不歧视性别平等 ⽣命权 禁⽌酷刑

宗教或信仰⾃由

⼈权事务委员会是联合国致⼒于公⺠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专家委员会， 也是联合国
⼗⼤“条约机构”之⼀ ⸺ 监督核⼼的九⼤国际⼈权条约。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ccpr/membership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


ICCPR 是国际⼈权架构的基⽯： 它与《经济、社会和⽂化权利国
际公约》 《世界⼈权宣⾔》（ICESCR）和 （ UDHR） ⼀ 起构成《国
际⼈权公约》的 ⼀ 部分。

截⾄ ���2 年 � ⽉， ICCPR 已被 ��� 个国家批准，其中
⼀ 些国家只签署了该公约， 例如中国。

根据《 中英联合声明》 的规定， ����  年英国批准的 ICCPR 在 
���� 年回归中国后的⾹港仍然有效。

⾹港和澳⻔的情况如何呢？

����年， 中国还通知联合国， ����年葡萄⽛批准的 ICCPR 
的领⼟适⽤范围扩⼤到了澳⻔， 在葡萄⽛移交澳⻔后，
ICCPR 也适⽤于澳⻔。

委员会如何对 ⼀ 个国家进⾏审查？

委员会定期审查各国对 ICCPR 的落实情况。 此 遵循不同的步骤：审查过程

�) 提交国家报告
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向委员会提交关于 ICCPR 规定的公⺠权利和政治权利
如何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的定期报告。 各国必须根据委员会的要求提交报
告，通常每四到⼋年 ⼀ 次。

?

?

?

ICCPR

ICCPR ICESCRUDHR

⼀旦提交国家报告， 委员会在正式审查前的⾄少两次会议上准备“ 议题清
单”： 该⽂件强调委员会关注的问题， 政府对此必须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2) 通过议题清单（或称“ LOI”）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periodic-reviews---what-do-the-treaty-bodies-do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engaging-prior-to-the-treaty-body-review


�) 通过结论性意⻅
这是审查的结果： 委员会发布其调查结果和建议 ⸺ 包括优先事项 ⸺ 以
改进该国对 ICCPR 的落实， 同时也记录下积极的发展。

!

!

!

⺠间社会发挥着 ： 确保委员会在审查缔约国时充分了解情况， 并确保委员会的建议涉重要的作⽤
及⺠间社会的主要关切点。  您可以通过以下⽅式参与审查：您是⺠间社会组织或代表吗？

⺠间社会如何参与？

⾮政府组织可以在通过议题清单之前（ 截⽌⽇期： 通常在会议开始前 � 周） 和正式审查之前（ 截⽌
⽇期： 会议前 � 周）向委员会 。提交书⾯材料

对于⾹港和澳⻔， 这意味着⺠间社会可以 发送相关资料。在 ���� 年 � ⽉ �� ⽇之前

资料应关注⾃从议题清单（���� 年 � ⽉通过， 适⽤于⾹港和澳⻔）通过以来的新发展， 包括
法律和执⾏⽅⾯的差距。 它还应考虑到 和 的结论性意⻅之间的差距。 政府的回应 上次审查

⾹港和澳⻔的 于 ���� 年 � ⽉获得通过：委员会将在于 ���� 年 � ⽉举⾏的会议议题清单
上对这两个地区进⾏正式审查。

委员会与该国代表团代表约有 � ⼩时的会议， 在此期间， 政府根据其
对议题清单的答复和⺠间社会的报告， 对委员会的问题作出回复。

�) 正式审查

审查两年后，会要求该国提供关于结论性意⻅中被定为优先建议的落实
情况的资料。根据国家和⺠间社会提供的资料，委员会随后审查这些建议
的落实情况，并根据落实程度（从 A 到 E）在致政府的信中给予评级。如果
国家不发送资料，则会发送提醒信。

�) 后续流程

第 � 阶段： 报告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engaging-prior-to-the-treaty-body-review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r2bAznTIrtkyo4FUNHETCRSirzSD1mbmreZBrqliD8LqwuT9LIo7WQqtU6VwHvHWJOpbJ6mxQ3spnM%2bv2ipgZlxcIa%2ffhV41aKHtJi0DA6Y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periodic-reviews-why-are-they-useful
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concluding-observations/ccprcchn-hkgco3-concluding-observations-third-periodic-report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r2bAznTIrtkyo4FUNHETCS%2b5CcemsKMjTwdqhnEGSqZcHm%2fbYopL87eUSPXE0mvG68jcfqCjkHM%2bfn2IqYM0LFzguJBo8E4mTuKvM5K8pX%2bgyCFncMHEEupp8vAQCfJyg%3d%3d


理想情况下， 书⾯资料的结构遵循 ICCPR 中的条款（或条款集群）的顺序，或议题清单
(LOI) 的结构。 您应该明确⽽清晰地指出您认为委员会应该向政府提出的具体建议：确保
它们脱颖⽽出！

提交的材料必须使⽤英语、 西班⽛语或法语， ⻓度没有正式限制， 但⿎励提交简明扼要的
内容（还有内容提要！）。  委员会建议每份报告最多 ��,��� 字

如果您能与其他⾮政府组织联合提交就更好了！  委员会的接受度会更⾼。

确保您清楚地确定您的资料和数据的来源（包括⽹⻚链接， 或如果可能的话， 资料来源的
完整细节！）

可以向   提交材料。ohchr-ccpr@un.org

如果您认为⾃⼰因寻求与联合国合作⽽⾯临报复⻛险， 您可以：

与国际⾮政府组织合作， 代表您提交。

使⽤安全渠道， 包括⽤加密电⼦邮件与联合国或其他合作伙伴进⾏沟通。

要求委员会不要在其 上公开您的报告                                                           专⽤⻚⾯
（请注意，如果政府发现了您的报告， 它仍然可以要求提供 ⼀ 份副本）。

注意

⾮政府组织可以参加委员会的两种简报会：

正式： 已提交书⾯报告的⾮政府组织可以提前联系⼈权委员会秘书处， 与委员会成员 ⼀
起参加正式简报会， 讨论他们关注的关键主题。

⾮正式：公⺠与政治权利中⼼ （CCPR-Centre）作为 ⼀ 个⾮政府组织， 会在审查开始前，  
为感兴趣的⾮政府组织和委员会成员， 在午休时间组织⾮正式会议。

如果您提及个⼈案件， 您需要征得当事⼈或其代表的同意（ 除⾮是公共案件）。

您可以通过    与国际⼈权服务社联系                           accreditations.ishr@protonmail.com
（注意： 使⽤Protonmail 时， 只有从另⼀个Protonmail 帐⼾发送电⼦邮件的正⽂和附件才会加密， 电⼦邮件

地址和主题⾏未加密）。

第 � 阶段：加⼊审查

https://tbinternet.ohchr.org/SitePages/HomeZh.aspx?lang=zh
https://ccprcentre.org/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ngo-coalitions-and-coordination-with-other-actors


提供本国语⾔的版本， 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与您的⺠间社会同⾏、⾮政府组织、外交官、记者和受您影响的社群分享这些结论性意⻅ 
⸺ 并解释说明它们为何如此重要！

与当局接触
与有关当局分享结论性意⻅：

为他们提供指导并游说他们落实建议 ⸺ 从优先事项开始！

⿎励他们通过⾏动计划来落实建议

相关部⻔（外事、司法、专题）

国家⼈权机构或监察员

议会 ⸺ 包括您当地的代表！

继续与委员会成员接触
邀请他们进⾏后续访问

向委员会报告当局的落实情况

将您的报告重新⽤于 的审查其他条约机构

在 ���� 年对这两个地区的 中， 委员会：上⼀次审查

⼈权事务委员会对于⾹港和澳⻔说过些什么？

揭露⾹港对⼤量家政⼯⼈的歧视性剥削， 以及反歧视法的不⾜

呼吁当局采取“ ⼀切必要措施”， 优先在⾹港实施“ 普选和平等选举权”

宣传结论性意⻅

第 � 阶段：跟进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country-visits-2
https://tbinternet.ohchr.org/SitePages/HomeZh.aspx?lang=zh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r2bAznTIrtkyo4FUNHETCQ0Y7P%2fow040gd8LZ9d1NQukCEhx4dNtgXsWJSk7fStTCvkS8AklScH2L7khyj7apvQctMWFpeWMTMkEpYYTOH7rYeaUt2HBYWUImTiTo9YVg%3d%3d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following-up-with-treaty-bodies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following-up-with-treaty-bodies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following-up-with-treaty-bodies
https://academy.ishr.ch/learn/treaty-bodies/following-up-with-treaty-bodies


在 中， 委员会表⽰很遗憾， ���� 年的后续评估 ⾹港没有为 ���� 年的普
选做出安排，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保所有⼯⼈ - 即使是移⺠⾝份 - 都能
享有基本权利， 包括废除“ 两周规则” 并对雇主的虐待⾏为进⾏问责。

���� 年 � ⽉通过的议题清单涉及了强迫劳动、贩卖⼈⼝和反歧视法薄弱等⻓期存在的问
题， 委员会还提出了⼀些紧迫的问题：

《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国家安全法》关于“分裂”、“颠覆”和“恐怖活动”的含糊不清的定义以及宽泛的规
定，其域外适⽤范围， 以及这项法律赋予新设⽴的执法机构的权⼒和豁免权

法律通过政策规范对武⼒的使⽤，在围攻⾹港城市⼤学等场合使⽤武⼒， 以及对过
度使⽤武⼒的问责

保护⾔论⾃由， 包括对⼈权捍卫者和记者的威胁， 以及对学术⾃由的威胁

保护和平集会⾃由， 包括对⾬伞运动领导⼈旷⽇持久的法律诉讼， 以及 ���� 年 � 
⽉对⺠主⼈⼠的逮捕。

敦促⾹港确保根据《基本法》第 �� 条提出的“反颠覆”⽴法完全符合 ICCPR

���� 年 � ⽉， ⼀ 名联合国独⽴专家 ， 判定“ ICCPR 致函当局
适⽤于《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包括“移送中国⼤陆审讯、起诉
和司法程序”的案件。

?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CPR%2fFUL%2fHKG%2f24975&Lang=en
https://ishr.ch/zh-hans/%E6%9C%80%E6%96%B0%E5%8A%A8%E6%80%81/lian-he-guo-wei-yuan-hui-jiu-xiang-gang-guo-jia-quan-fa-jing-cha-bao-li-yan-lun-zi-you-deng-wen/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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