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C/WG.6/19/QAT/1

联 合 国

大

会

Distr.: General
18 February 2014
Chinese
Original: Arabic

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十九届会议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6/21 号决议附件第 5 段提交
的国家报告*
卡塔尔国

*

本文件按收到的文本翻译印发。文件内容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表示任何意见。

GE.14-11051 (C)

*1411051*

240414

240414

A/HRC/WG.6/19/QAT/1

目录

一.
二.

三.

四.

2

导言 ..................................................................................................................
就审议采取后续行动的方法和报告编写工作...............................................
A. 就审议采取后续行动的方法 ..................................................................
B. 报告编写和协商进程 ..............................................................................
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进展 ..........................................................................
A. 立法进展 ..................................................................................................
B. 体制进展 ..................................................................................................
C. 政策和战略进展 ......................................................................................
D. 提高认识方面的进展 ..............................................................................
E. 国际合作进展 ..........................................................................................
卡塔尔接受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
A. 加入国际条约 ..........................................................................................
B. 加强国际合作 ..........................................................................................
C.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措施、战略和政策 ..................................................
D. 培训、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 ..................................................................
未来挑战和前景 ..............................................................................................

段次

页次

1-3

3

4-5

3

4

3

5

3

6-38

4

6

4

7-14

5

15-26

6

27-33

8

34-38

10

39-87

11

39

11

40-47

11

48-86

13

87

30

88-91

31

GE.14-11051

A/HRC/WG.6/19/QAT/1

导言

卡塔尔国于 2010 年 2 月向普遍定期审议第七届会议提交了初次国家报告。
人权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了该报告，并提出了 112 项建议，卡塔尔接受了其
中的 87 项建议。
2. 第二次国家报告标志着卡塔尔在讨论和通过其初次报告后开始执行的行动计
划的完成，初次报告强调了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成就和举措，以及与相关国际
组织的积极互动。
3. 本报告力求尊重初次普遍定期审议的结果，并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7/19 号决
议，强调自提交初次报告以来取得的进展，指出卡塔尔为跟踪落实所接受的建议
作出的努力，以及未来挑战和前景。
1.

一. 就审议采取后续行动的方法和报告编写工作
A.

就审议采取后续行动的方法

卡塔尔愿意履行在讨论其初次报告过程中作出的承诺，并尽力采取具有连续
性的方法。为编写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和就提交报告后所提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
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编写初次报告的机构根据大臣会议 2010 年
11 月 24 日第 33 届常会的决定设立。委员会的工作由外交大臣主持，其成员包
括内政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司法部、协商会议、最高卫生委员会、文化、艺
术和遗产部、最高教育委员会、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卡塔尔打击人口贩运基金
会和卡塔尔保护妇女儿童基金会。委员会负责编写第二次定期报告，跟踪相关建
议的落实情况，以及编写随后的报告。委员会对建议进行了汇编并提交主管机构
落实。
4.

B.

报告编写和协商进程

卡塔尔根据人权理事会确定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标准、基础、目的和原
则，制定了编写第二次定期报告的行动计划，其内容包括：
• 向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以及从事人权工作的媒体机构的成员介绍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和国
家委员会的职能，通过与之协商和考虑其意见，让它们参与国家报告
的编写工作。委员会请这些利益攸关方提供与其各自主管领域有关的
卡塔尔人权情况信息；
• 委员会对所提供的人权信息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根据审议的标准和基
础，将其收入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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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委员会对卡塔尔就所加入公约提交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人权报告和针对
这些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
组织工作会议，让所有利益攸关方有机会对报告中的信息发表意见和
评论；
启动委员会互联网站，使人人能够就卡塔尔的人权状况发表意见和评论；
更新委员会在编写初次报告期间出版的阿拉伯文和英文小册子，并分
发给所有利益攸关方；
向国家人权委员会介绍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最后草稿，以征求其意见。

二. 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进展
A.

立法进展

自初次报告通过以来，卡塔尔颁布和修订了支持人权的各种法律和其他立
法，其中最重要的有：
• 《人口贩运法》
颁布了《人口贩运法》(2011 年第 15 号法)。该法共 28 条，目的是打击
人口贩运活动，保护受害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为尊重其权利提
供必要保障，并为他们在贩运者手中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提供康复
服务和赔偿。
• 《刑法》
根据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建议，卡塔尔修订了《刑法》，列入了与《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条完
全一致的明确的酷刑定义。作出这一明确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卡塔
尔《宪法》意图对酷刑实行的绝对禁止，并说明这一罪行的严重性。
此外，它还表明了卡塔尔对彻底禁止任何情况下的酷刑的支持。这项
规定被列入对 2004 年第 11 号法颁布的《刑法》加以修订的 2010 年第
8 号法。
• 《卫生和教育基金法》
颁布了关于卫生和教育基金的 2013 年第 6 号法。该法共 30 条，目的
是根据国家的更高利益，提供可持续的财政资源支持卫生和教育服务
与机构，并提供紧急情况下的支持。
• 《卫生和社会保障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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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了《卫生和社会保障法》(2013 年第 7 号法)。该法共 30 条，目的
是建立义务健康保险制度，确保为所有卡塔尔公民、海湾合作委员会
国家的公民以及国内居民和游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B.

体制发展

卡塔尔社会行动基金会
7. 2013 年 7 月 14 日发布了成立卡塔尔社会行动基金会的决定。该基金会是更
高一级的机构，它通过统一的董事会，对以下机构和中心进行监测和监督：卡塔
尔关爱孤儿基金会、卡塔尔关爱老年人基金会、卡塔尔社会福利和保护基金会
(该基金会由卡塔尔保护妇女儿童基金会、卡塔尔打击人口贩运基金会和社会康
复中心组成)、Shafallah 特殊需要儿童中心、家庭咨询中心和社会发展中心。卡
塔尔社会行动基金会负责与政府部委和机构及卡塔尔境内外的公私营机构合作与
协调，制定和发展实现民间社会机构目标所需的计划、方案、政策和战略并跟踪
其执行情况，以交流与基金会目标有关的经验和信息。它为工作人员提供与民间
社会机构交往的培训，并发行关于基金会目标实现情况的期刊、小册子和手册。
它还负责设立常设和特设委员会；寻求国内外专家的支持和专门知识；通过民间
社会机构，努力实现国际文书中与社会行动有关的目标；跟踪了解民间社会机构
执行与其目标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文书的所有努力；以及举办与基金会目标有关的
会议和课程。
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
8. 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系根据大臣会议 2012 年第 27 号决定设立。
委员会的目的是为政府执行和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提供咨询意见和帮助。该
委员会的设立是在确保有效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它评估现
行国内立法，并提出旨在推动执行工作的建议。此外，委员会还在研究和传播国
际人道主义法方面发挥作用。
行政控制和透明度管理局
9. 行政控制和透明度管理局系根据 2011 年第 75 号埃米尔法令设立。该局力求
实现控制、透明度和职业操守，由卡塔尔埃米尔直接领导。
职业健康与安全国家委员会
10. 职业健康与安全国家委员会根据大臣会议 2011 年第 16 号决定设立，是劳
动和社会事务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该委员会的职
权范围包括就国家政策、方案及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制度提出建议；研究造成工
伤的原因，提出今后防止工伤的办法；提议和审查国家层面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规
则和条例；提议职业健康和安全相关法律、条例和决定的执行机制；以及根据
《劳动法》审查工伤和职业病的保险要求和这方面的适当赔偿。
GE.14-1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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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委员会
11. 根据大臣会议 2011 年第 15 号决定设立了一个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委员
会，并界定了其职权范围。该委员会旨在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
都议定书》缔约国会议及这些会议提出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提出与减少卡塔尔
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关的必要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以确保卡塔尔政府机构和非
政府机构遵守《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并编写这方面的必要研究和
报告；促进编写国家定期报告；提出清洁发展机制战略；以及参与同委员会工作
有关的地方、区域和国际活动。
紧急情况常设委员会
12. 紧急情况常设委员会根据大臣会议 2011 年第 14 号决定进行了改组，使其
范围更广、更全面。该委员会负责编写研究报告和制定灾害应对计划和措施，并
拟订规则和条例，确保迅速向受害者提供援助。它还负责采取步骤，确保交通和
通信安全；制定提高认识计划并通过媒体加以传播；以及采取必要措施处理自然
灾害、火灾、建筑倒塌和其他灾害。
卡塔尔不同文明联盟委员会
13. 卡塔尔不同文明联盟委员会根据大臣会议 2010 年第 8 号决定设立。该委员
会旨在强调不同文明在加强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对话和解决冲突，促进世界
各族人民间的容忍、合作与和平，以及打击不容忍和极端主义。委员会力求建立
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合作。
国家道路安全委员会
14. 卡塔尔十分重视交通，因为这是实现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根本。2010 年关于
设立国家道路安全委员会的大臣会议第 33 号决定的发布体现了这种关切，该委
员会的成员来自内政部和国家主管机构，其职责是制定道路安全政策。
C.
1.

6

政策和战略方面的发展

从发展规划和战略角度看待人权
15. 卡塔尔自提交初次报告以来，对人权日趋重视。它为实现人权采取了诸多
立法、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并为在社会全面发展背景下确定、发展和更新这
些措施提供充足资源。这种重视与一些国家参照基准有关，主要是《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和《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其他部门战略。这些
参照基准形成了有利于实现国际文书中所载人权的既定环境。卡塔尔通过了《国
家愿景》和一些战略，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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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

《国家愿景》旨在到 2030 年，将卡塔尔建成一个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确
保和维持各代人民生活水平的先进社会。这一愿景涉及与教育、卫生和环境领域
的权利以及移徙工人权利、妇女赋权和儿童权利等有关的关键问题。

16.

《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制定涵盖四个主要领域，即人类、社会、
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部门战略计划和方案，实现《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
17.

《2011-2016 年劳动市场部门战略》

《2011-2016 年劳动市场部门战略》力求确保劳动力拥有实现国家发展优先
事项的技能和能力。

18.

《2010 年总体家庭战略》

《总体家庭战略》旨在增强家庭和家庭成员的能力，为他们提供保护，并
确保其福利。它包括八大主题，即：确认家庭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特征；提高家庭
在社会中的地位；传播教育，包括家庭中的教育；消除文盲；家庭保健和改善现
有的预防和治疗服务；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在家庭中促进文化价值观；发展家庭
的科技潜力；扩大家庭成员对决策的参与；保护家庭免遭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暴
力。
19.

《2011-2016 年家庭团结和妇女赋权战略》

这项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 14 个部门组成战略之一，属于社会发展范
畴。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负责与供资伙伴协调，启动这项战略并就其采取后续行
动。它的三大主题是家庭团结、家庭福利和妇女赋权。

20.

《2011-2016 年国家卫生战略》

《国家卫生战略》的目的是改革保健制度，根据男子、妇女和儿童的不同
需要，为所有人提供有效和负担得起的世界级全面保健服务。该战略包括 35 个
项目。
21.

《2013-2018 年国家初级保健战略》

《国家初级保健战略》旨在通过实现八个目标，应对和解决未来的健康挑
战，这些目标是：改善健康、诊断、紧急护理、慢性非传染疾病、家庭护理、精
神健康、产妇和新生儿护理、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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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6 年教育和培训战略》

《教育和培训战略》旨在通过提供符合劳动力市场目前和未来需要的教育
课程和培训方案、适合每个人愿望和能力的高质量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及针对所有
人的终身持续教育方案，建立一个拥有世界水平教育系统的教育制度，满足卡塔
尔公民和社会的需要。它的目的还在于建立一个国家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网络，培
养卡塔尔儿童和青少年为社会建设和进步作出贡献所需的技能和高度积极性，具
体包括：加强国家价值观和传统，保护国家遗产；鼓励年轻人创造、创新和发展
能力；培养归属感和公民精神；促进参与广泛的体育和文化活动。此外，该战略
还致力于提供先进、独立、负责和根据核心指南有效管理其事务的教育机构，以
及以公私伙伴关系原则为基础、与相关国际机构和主要国际研究中心合作的有效
的科研供资制度，并力求确立卡塔尔在国际文化和学术活动及科学研究中的积极
作用。
《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计划》
24. 《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执法人员培训与能力建设方面的
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防止人口贩运，并确保受害人获得保护、关爱和支持。
23.

2.

《2011-2014 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战略计划》

《国家人权委员会战略计划》旨在通过提高认识和为不同群体提供人权培
训，在卡塔尔促进和传播人权文化。它的目的还在于为受害人提供援助，加强人
权方面的阿拉伯、区域和国际合作，建设民间社会机构的能力，鼓励卡塔尔加入
国际公约，加强国内立法，以及促进人权教育和增进人权。
25.

《2013-2022 年国家道路安全战略》

在卡塔尔实行了《国家道路安全战略》，以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数及
其造成的年度死亡和重伤人数，这是实现道路安全长期愿景的一个步骤。
26.

1

D.

提高认识方面的进展

最高教育委员会十分重视在国家努力增进和传播人权的背景下促进人权文
化。它采取了一些举措，其中包括：
27.

ﺗﺮآﺰ اﻻ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ﺔ ﻋﻠﻰ رؤﻳﺔ ﻋﺎﻣﺔ وﻣﺸﺘﺮآﺔ ﺑﻴﻦ اﻟﺠﻬﺎت اﻟﻤﻌﻨﻴﺔ ﺣﻴﺚ إﻧﻬﺎ ﺗﻤﺜﻞ إﻃﺎر ﻋﻤﻞ ﻟﺘﺤﺪﻳﺪ اﻻﻟﺘﺰاﻣﺎت اﻟﻤﻄﻠﻮﺑﺔ

1

 وﺗﻌﺪ هﺬﻩ اﻻ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ﺔ ﻣﻜﻤﻠﺔ ﻟﻐﻴﺮهﺎ.وﻣﺮﺟﻌًﺎ ﻟﺘﻨﻔﻴﺬ ﻣﺒﺎدرات اﻟﺴﻼﻣﺔ اﻟﻤﺮورﻳﺔ ذات اﻷوﻟﻮﻳﺔ اﻟﻘﺼﻮى واﻷآﺜﺮ ﻓﺎﻋﻠﻴﺔ
. وإدارة اﻟﻄﻠﺐ ﻋﻠﻰ اﻟﻨﻘﻞ، واﻟﻨﻘﻞ اﻟﻤﺴﺘﺪام،ﻣﻦ اﻻ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ﺎت اﻟﻘﺎﺋﻤﺔ ﻓﻲ دوﻟﺔ ﻗﻄﺮ آﺎ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ﺔ اﻟﻤﺨﻄﻂ اﻟﺸﻤﻮﻟﻲ
 ﺟﻬﺔ ﻣﺨﺘﻠﻔﺔ13  ﺗﻘﻮم ﺑﺘﻨﻔﻴﺬهﺎ2017-2013 وﺗﺸﻤﻞ اﻻ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ﺔ ﻋﻠﻰ ﺧﻄﺔ ﻋﻤﻞ ﻟﻠﺴﻼﻣﺔ اﻟﻤﺮورﻳﺔ اﻟﻮﻃﻨﻴﺔ ﻓﻲ ﻗﻄﺮ
 ﺑﻬﺪف رﻓﻊ أداء اﻟﺴﻼﻣﺔ اﻟﻤﺮورﻳﺔ ﻓﻲ ﻗﻄﺮ آﻲ ﺗﻜﻮن ﻣﻦ ﺑﻴﻦ اﻷﻓﻀﻞ ﻓﻲ اﻟﻌﺎﻟﻢ وﺟﻌﻞ ﻃﺮﻗﻬﺎ هﻲ اﻷآﺜﺮ أﻣﺎﻧ ًﺎ،ﺑﺎﻟﺪوﻟﺔ
. وﺳﻴﺘﺤﻘﻖ ذﻟﻚ ﻣﻦ ﺧﻼل ﺑﺮﻧﺎﻣﺞ ﻃﻤﻮح ﻟﻨﺸﺎط وﻣﺸﺎرﻳﻊ ﺗﻨﻔﺬ ﻋﻠﻰ ﻣﺪار اﻟﺨﻤﺴﺔ أﻋﻮام اﻟﻤﻘﺒﻠﺔ.ﻋﻠﻰ ﻣﺴﺘﻮى اﻟﻌﺎﻟ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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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机构中设立人权小组，帮助教师做好为传播人权文化作出贡献
的准备；
• 在学校中指定一个人权日，并与国家人权委员会协调，举办题为“了
解你的权利”的儿童权利竞赛；
• 制定一套准则，确保将人权纳入教育方案。
28. 过去三年(2010–2012 年)，内政部在继续对执法人员开展人权培训工作中，
为部属各司组织了人权专题方面的高质量专门培训讲习班，并制定了一揽子培训
方案。人权司通过举办专门课程，为警察培训学院的人权培训提供支持。
29. 在同一背景下，司法部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在法官、检察官、法学家和律
师的必修课中，讲授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该中心还为军事和民事执法人员和
机构举办关于适用国际人权法规则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培训讲习班。
30. 卡塔尔继续努力增进和保护移徙工人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劳动和社会事
务部设立了一个咨询和指导小组，负责：
• 对工人开展关于其法定权利和义务的教育；
• 让工人熟悉《劳动法》的规定及其执行决定；
• 在实地参观建筑工地以及行政和住宅工作区期间，提高对职业健康和
安全要求的认识；
• 建立工人与劳动部之间的沟通桥梁并建立二者之间的信任；
• 就雇用合同提出建议并回答任何询问；
• 解决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未决问题；
• 向工人分发小册子、宣传页和出版物，向他们介绍其权利和义务，以
及职业健康和安全要求。
31. 国家人权委员会还为出版和传播《人权维护者宣言》作出积极努力，包括
举行记者保护会议和相关讲习班并提出建议，以及颁发殉难者阿里·哈桑·贾比
尔奖。委员会还为把人权纳入各级教育课程编写教学手册，并制定了“我作为儿
童的权利”方案，该方案在一些独立的私立学校得到实施。
32. 在保护妇女儿童的宣传活动中，卡塔尔保护妇女儿童基金会继续通过促进
妇女权利和机会平等文化，打击对妇女的歧视。它为此实施了一些方案，其中包
括：
• 编写、出版和分发小册子和传单，促进保护妇女权利的文化；
• 举办研讨会、讲习班和开展宣传运动，打击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并
提高妇女和社会的认识，以处理和解决不正常做法；建立法律和程序
制度，确保妇女获得全面综合的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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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继续打击人口贩运活动。在此背景下，卡塔尔打击人口贩运基金会
开展了下列活动：
• 对学生、行政人员、教师、家庭佣工和移徙工人开展关于贩运人口罪
及其对社区影响的宣传运动；
• 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为一些国内执法人员举办讲习
班，提高参与者对贩运人口规模、打击贩运活动的手段及如何查明和
保护受害人的认识；
• 建立社会法律诊所，这是基金会与参与打击人口贩运的大学和教育机
构开展的实际教育培训方案，对从事志愿工作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
培训。
33.

E.

国际合作进展

卡塔尔非常重视国际合作，并在这方面配置了人力和财力资源。它是 328
个区域和全球组织和机构的成员。此外，它还在全世界派驻了 90 个外交使团，
以确保进行有效协调，并实现国际合作目标，促进和发展人权。
35. 在此基础上，卡塔尔采取举措，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援助。
2011 和 2012 年，卡塔尔提供了 3,001,764,025 卡塔尔里亚尔的人道主义和发展
援助(政府和非政府援助)。这些援助被提供给世界不同地区的 100 个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帮助它们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2012 年，援助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0.43%。
36. 卡塔尔的贡献不仅限于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还包括在国际层面采取
人道主义和发展举措。卡塔尔采取了许多举措，例如：
• “希望”，这是 2010 年 6 月在纽约发起的一项举措，目的是提高军防
和民防机构应对自然灾害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 “旱地”和“教育高于一切”，2010 和 2011 年期间制定的举措，它们
基于卡塔尔对于应对人道主义和发展挑战及努力找到这些挑战的可持
续解决办法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 “在不安全和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教育”，2008 年实施的一项国际举
措(以前为“教育高于一切”)，目的是为了保护、支持和促进危机、冲
突和战争地区或者受危机、冲突和战争影响地区的受教育权；
• Al-Fakhurah, 2009 年发起的一项支持和保护世界冲突地区、特别是加沙
地区学生和学校的举措；
• “教一个孩子”，一项全球举措，旨在减少全世界由于冲突、战争和
自然灾害而失去受教育权的儿童、生活在城市贫困地区或偏远农村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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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儿童以及在受教育方面可能面临特殊挑战的群体如女孩、残疾人
和少数民族的人数；
• 在毛里塔尼亚设立卡塔尔-毛里塔尼亚社会发展机构。项目活动包括消
除文盲、特别是儿童文盲的方案，例如通过教学、恢复和设立帮助他
们的微基金会等；
• 设立卡塔尔发展基金，其目的是帮助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
展经济并实施发展方案。
37. 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范围内，2010 年 3 月，多哈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
协调厅合作，主办了在科摩罗举行的投资与发展捐助方会议，卡塔尔在会上承诺
为 2010 年海地地震捐款 7300 万里亚尔，并为此设立了海地重建特别基金。也是
在这一范围内，卡塔尔在日本发生海啸后向其捐款，并与日本政府合作设立了卡
塔尔友好基金，以便为受影响地区的重建工作作出贡献。
38. 卡塔尔继续支持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并每年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
童基金会)的核心资源捐款 100,000 美元。
三. 卡塔尔接受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A.

加入国际条约

卡塔尔具有加入多项国际条约的政治意愿，认为这些条约对于增进和保护
人权十分重要。为促进和加强人权立法框架，卡塔尔近年来签署和批准了一些国
际和区域人权条约；它在短期内加入一系列文书，给国家立法机构带来了压力，
增加了其工作量。卡塔尔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议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家公约》的问题。
39.

B.

加强国际合作

卡塔尔国以实际行动参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努力，落实卡塔尔《宪
法》所包含的各项原则。卡塔尔遵守这一领域的国际文书和公约，并切实履行加
入的所有国际协定。《宪法》规定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安
全，尊重人权，消除暴力和使用武力的行为，鼓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与爱
好和平的国家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卡塔尔自 2010 年 2 月以来，根据其改善卡
塔尔人权状况和加强与相关特别程序建设性合作的长期愿望，采取了在国家和国
际层面落实工作组建议的认真步骤，以增进人权。卡塔尔接受关于向特别程序任
务负责人发出公开长期要求的建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3 年 11 月，卡塔尔接
受了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2014 年 1 月，卡塔尔欢迎法官和律师独
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到访。它还接受了许多处理人权事务的非政府组织的访问，
如人权观察 2012 年的访问及大赦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 2013 年的访问。另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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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2 月，卡塔尔担任了外债影响问题国家专家主持的区域利益攸关方
协商会议的东道国。
41. 卡塔尔继续对主办有关发展、民主、人权和维护和平问题的全球论坛和会
议持开放政策。它每年主办宗教间对话会议和美国－伊斯兰世界论坛。2011 年
第四届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全球论坛也在卡塔尔举行。另外，卡塔尔还主办了多
次关于国际贸易和支持贸易援助的会议，以及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
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国际气候变化会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发会
议)[第十三届会议]和其他力图强调支持国际发展努力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努力重
要性的国际会议。
42. 在这方面，卡塔尔参加了许多支持南方国家发展的活动，并在双边范围内
或通过多边渠道，为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提供了外国援助。这种援助是卡塔尔
外国援助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卡塔尔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这些地区安全与稳定
的举措。例如，在签署《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后，它通过一项促进境内流离
失所和被驱逐人员返回的人道主义方案，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作出了努力。卡塔
尔还与联合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举办了一些捐助方会议，如干旱危机期间为
尼日尔举行的会议、科摩罗发展与投资会议和为达尔富尔举行的捐助方会议。卡
塔尔人道主义组织通过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伙伴关系，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
在支持南方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3. 卡塔尔承诺向国际和区域条约机构提交所有报告，并进行这方面的对话。
它还努力落实各条约机构的建议。卡塔尔撤回了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1 条和第 22 条的保留，并修订了对《公
约》的一般性保留，将其与第 1 和第 16 条联系起来。
44. 在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过程中，卡塔尔继续支持联合国
西南亚和阿拉伯区域人权培训与文献中心。
45. 如体制进展一节所述，在与有关国家交流反腐败经验的背景下，政府设立
了行政控制和透明度管理局。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检察长当选为联合国被
盗资产追回问题特别倡导员。
20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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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ﻣﻦ اﻟﺘﻘﺮﻳﺮ10-9  ﺻﻔﺤﺔ،(37-33)  اﻟﻔﻘﺮات-اﻧﻈﺮ اﻟﺠﺰء )هﺎء( اﻟﺘﻄﻮرات ﻓﻲ ﻣﺠﺎل 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ﻲ

2

- ﻓﺒﺮاﻳﺮ/ﺣﻴﺚ ﻧﺎﻗﺸﺖ اﻟﺪوﻟﺔ ﺗﻘﺮﻳﺮهﺎ اﻟﺴﺎدس ﻋﺸﺮ أﻣﺎم ﻟﺠﻨﺔ اﻟﻘﻀﺎء ﻋﻠﻰ آﺎﻓﺔ أﺷﻜﺎل اﻟﺘﻤﻴﻴﺰ اﻟﻌﻨﺼﺮي ﻓﻲ ﺷﺒﺎط

3

 آﻤﺎ.2012 ﻧﻮﻓﻤﺒﺮ/ وﻧﺎﻗﺸﺖ ﺗﻘﺮﻳﺮهﺎ اﻟﺪوري اﻟﺜﺎﻧﻲ أﻣﺎم ﻟﺠﻨﺔ ﻣﻨﺎهﻀﺔ اﻟﺘﻌﺬﻳﺐ ﻓﻲ ﺗﺸﺮﻳﻦ اﻟﺜﺎﻧﻲ2012 ﻣﺎرس/ﺁذار
ﻗﺎﻣﺖ اﻟﺪوﻟﺔ ﺑﺘﻘﺪﻳﻢ ﺗﻘﺮﻳﺮهﺎ اﻷوﻟﻲ ﻟﻜﻞ ﻣﻦ اﻟﻠﺠﻨﺔ اﻟﻤﻌﻨﻴﺔ ﺑﺤﻘﻮق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واﻟﻠﺠﻨﺔ اﻟﻤﻌﻨﻴﺔ ﺑﺎﻟﻘﻀﺎء ﻋﻞ
 ﻧﺎﻗﺸﺖ اﻟﺪوﻟﺔ، وﻋﻠﻰ اﻟﻤﺴﺘﻮى اﻹﻗﻠﻴﻤﻲ.2014  ﻓﺒﺮاﻳﺮ/آﺎﻓﺔ أﺷﻜﺎل اﻟﺘﻤﻴﻴﺰ ﺿﺪ اﻟﻤﺮأة واﻟﻤﻘﺮر ﻣﻨﺎﻗﺸﺘﻪ ﻓﻲ ﺷﺒﺎط
ﺗﻘﺮﻳﺮهﺎ اﻷوﻟﻲ ﺑﺸﺄن اﻟﺤﻘﻮق واﻟﺤﺮﻳﺎت اﻟﻤﻨﺼﻮص ﻋﻠﻴﻬﺎ ﻓﻲ اﻟﻤﻴﺜﺎق اﻟﻌﺮﺑﻲ ﻟﺤﻘﻮق اﻹﻧﺴﺎن أﻣﺎم اﻟﻠﺠﻨﺔ اﻟﻌﺮﺑﻴﺔ ﻟﺤﻘﻮق
.2013 ﻳﻮﻧﻴﻪ/اﻹﻧﺴﺎن ﻓﻲ ﺣﺰﻳﺮان
.( ﻣﻦ اﻟﺘﻘﺮﻳﺮ5) ( ﺻﻔﺤﺔ9)  ﻓﻘﺮة- اﻧﻈﺮ اﻟﺠﺰء )ﺛﺎﻧﻴًﺎ( اﻟﺘﻄﻮرات ﻓﻲ ﻣﺠﺎل ﺗﻌﺰﻳﺰ وﺣﻤﺎﻳﺔ ﺣﻘﻮق اﻹﻧﺴﺎ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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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亚洲”组织现计划到 2014 年底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五个国家，即突尼
斯、埃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西岸)、也门和缅甸。应当指出的是，该组织于
2005 年设立，在卡塔尔教育、科学和社区发展基金会框架下运作。它有两个主
要方案。第一个方案，即“联络亚洲”卡塔尔方案的活动在卡塔尔开展，其他方
案的活动则在亚洲和中东开展。该组织在筹资、为自然灾害受影响区提供救济、
对学校进行重建和设备配置以及开展宣传、鼓励卡塔尔学生为全世界儿童捐款等
方面，在世界一些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
47. 卡塔尔在交流改善残疾儿童教育的最佳做法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 最高教育委员会、最高卫生委员会及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签署了关于满
足残疾学生需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的执行取得了一些成功，其
中主要有：
• 实现了残疾儿童融入教育方案；
• 在学校传播了《儿童权利公约》；
• 与卡塔尔协调，设立了特殊教育学位课程和幼儿保育学位课程。
46.

C.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措施、战略和政策

两性平等
48. 卡塔尔《宪法》重申了所有公民无论性别，在法律面前的权利和义务一律
平等的原则。因此，妇女享有免遭一切形式歧视的保障，有同样的机会来发展其
能力、保护和增进其权利以及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不歧视是《宪法》所载的一项
具有约束力的基本原则。第 34 条规定：“所有公民权利义务平等”。这是指卡
塔尔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公民”一词系泛指，不加区
别地适用于男子和妇女。近些年颁布的国内立法，特别是 2004 年生效的《永久
宪法》，旨在加强妇女权利，消除男女间的歧视，为一切领域的两性平等奠定基
础。国内立法在规定权利或确定义务时，使用的是通用词汇，因此不区分男女，
除另行说明外，这些条款显然平等地适用于男女。下面是一些由于歧视妇女而被
废除或修订的法律规定的例子：
• 在 2008 年第 19 号法中，错杀妇女应付的血钱与错杀男子相同。在该
法颁布之前，错杀妇女应付的金额为男子的一半；
• 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 2009 年第 8 号法废除了使妇女无法在与男子平等
的基础上获得住房补贴的规定；
• 修订《护照法》(1993 年第 13 号法)的 2009 年第 5 号法废除了向妇女颁
发护照须经监护人同意的规定。只在个人法律行为能力有限或无法律
行为能力情况下，才须监护人同意；
GE.14-1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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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房制度的 2007 年第 2 号法规定男女公民均可加入住房体系。大
臣会议关于住房优先权和条件的第 17/2007 号法令赋予作为户主的未婚
男女公民(无论是否年满 35 岁)从住房体系中受益的权利，这一权利以
前仅限男性所有；
• 根据颁布《交通法》的第 19/2007 号立法法令，男女获取驾照的要求相
同。
加强和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
49. 卡塔尔在努力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致力于维护家庭这个强大而有凝聚
力的单元，并为家庭提供支持、福利和保护。卡塔尔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有着独
特的经验，因为它对影响妇女的问题采取综合办法，深信将妇女问题与家庭和社
会问题分开处理会适得其反。妇女是家庭中的成员；她们的状况改善了，家庭所
有成员的教育、卫生、经济地位和文化状况必然有所改善。提高妇女地位与卫
生、教育和经济部门的进步有关。因此，这些部门的所有发展计划都以向妇女提
供服务和加强她们对这些部门的各级参与为明确目的。《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
景》重申需要加强妇女的能力，使之能够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特别是决策。国
家人口政策的具体目标包括增强妇女能力和促进两性平等和司法，执行计划则包
括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执行方案。
50. 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家庭和妇女方面的重要转变。以前仅从
福利和保护角度考虑妇女问题，自该委员会设立以来，在卡塔尔社会处理这些问
题时，首次出现了妇女赋权和参与概念。委员会在制定妇女相关立法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例如协助起草《家庭法》；规定最低结婚年龄；确立婚前体检政策；
将受母亲监护的儿童年龄定为男孩 13 岁以下，女孩 15 岁以下；协助起草《住房
法》和确立妇女加入住房体系的权利等。此外，委员会还从人权角度处理与妇
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有关的问题。它通过举办多种培训课程、讲习班、讨
论小组和研讨会，促进对妇女权利和问题的宣传，并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和发布报
告，为加强对妇女问题的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51. 卡塔尔《宪法》保证男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妇女在所有选举和全
民公投中的投票权和选举权，以及参与制定政策、担任各级公职和参加与国家公
共和政治生活有关的组织和协会的权利。
•

5

:ﻳﻤﻜﻦ اﻹﺷﺎرة إﻟﻰ اﻟﺪراﺳﺎت واﻟﺒﺤﻮث أدﻧﺎﻩ اﻟﺘﻲ أﺟﺮاهﺎ اﻟﻤﺠﻠﺲ اﻷﻋﻠﻰ ﻟﺸﺆون اﻷﺳﺮة ﻋﻠﻰ ﺳﺒﻴﻞ اﻟﻤﺜﺎل ﻻ اﻟﺤﺼﺮ

5

 دراﺳﺔ اﻟﻤﺮأة اﻟﻘﻄﺮﻳﺔ، دراﺳﺔ ﻣﻌﻮﻗﺎت وﺻﻮل اﻟﻤﺮأة ﻟﻠﻤﻨﺎﺻﺐ اﻟﻘﻴﺎدﻳﺔ،دراﺳﺔ اﻟﻌﻨﻒ ﺿﺪ اﻟﻤﺮأة ﻓﻲ اﻟﻤﺠﺘﻤﻊ اﻟﻘﻄﺮي
.( دراﺳﺔ اﻟﻌﻨﻒ د اﻟﻤﺘﺰوﺟﺎت )ﺣﺎﻟﺔ ﻗﻄﺮ، دراﺳﺔ اﻟﻤﺮأة اﻟﻘﻄﺮﻳﺔ واﻹﻋﻼم،واﻹﻧﺘﺮﻧ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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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采取的路线明确表明，卡塔尔具有增强卡塔尔妇女能力和加强她们对
政府决策参与的政治意愿。这种意愿反映在：许多妇女被任命担任卡塔尔决策职
位，包括 2003 年至 2009 年任职的第一位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女大臣和 2008 至
2009 年任职的第一位卫生部女大臣。卡塔尔妇女目前担任了一些高级领导职
位，如卡塔尔教育、科学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主席、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主席、卡
塔尔博物馆管理局董事会主席、最高卫生委员会副主席、最高教育委员会副主
席、卡塔尔大学校长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大臣。另外，大量妇女进入最高委员
会和政府机构的决策机构，而且是负责制定政策和战略的常设委员会如人口事务
常设委员会和负责起草各方面立法的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她们还参与制定和执行
政府政策，这种参与因其被任命担任各种外交职务而得到加强。
从 1999 年第一轮的市政委员会选举到 2011 年的选举，卡塔尔妇女以选民和
候选人身份进行了积极参与。最近，据指出，一些妇女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有
的还担任主席。同样，妇女正在更积极地参加卡塔尔工商会董事会的选举，候选
人名单中有四名女企业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52. 《人力资源管理法》规定，除产假外，女员工可享受每天两小时的哺乳
假，为期一年，自产假结束时起算，具体时间由雇主确定(第 109 条)。该法还规
定，卡塔尔女员工在工作生涯中可享受两次照顾 6 岁以下残疾子女的假期，每次
最长 3 年；首相可在不影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在其认为应当时，准许卡塔尔女
员工休假照顾子女。在所有情况下，前三年的假期薪酬为全额毛工资，此后为毛
工资的一半(第 110 条)。该法还规定，穆斯林丧偶女员工可获准从配偶死亡之日
起计算的 4 个月零 10 天的法定等待期(`iddah)全薪假，如其怀孕的话，则直至分
娩；这种假期不得从其他假期中扣减(第 113 条)。
53. 《劳动法》(2004 年第 14 号法)第十部分第 93 至 98 条保障工作妇女与男子
同工同酬，拥有与男子平等的培训和晋升机会，有权享受产假和为期一年的每天
1 小时哺乳假。该法还规定，不得因员工结婚或享受产假而终止雇用合同，雇主
不得在此假期期间向员工发出终止其雇用合同的通知。
54. 2003 年关于司法部门的第 10 号法在司法任命方面不区别对待男女。2010
年 11 月发布的埃米尔法令任命了首位一审法院女法官。同年 3 月，一位妇女被
任命为司法助理。
55. 另外，内政部根据 2010 年第 31 号大臣决定，设立了妇女事务委员会。该
委员会负责监测内政部妇女的状况，执行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影响妇女的问
题，与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协调实现《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的目标，代表
内政部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参与制定该部的妇女战略，以及促进与负责妇女问
题的各机构的对话和交流。
加强少年司法制度
56. 根据《少年法》(1994 年第 1 号法)，社会保护司负责通过专门的社会工作
者和心理医生，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少年)。少年法院的非公开审理在该司举
GE.14-1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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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庭者为个案社会工作者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律师。 在涉及严重犯罪的
案件中，需有律师与未成年人一起出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具备指定律师的经
。济能力的，法院可自行出资指派律师
法官只在极少数案件，如涉及严重罪行(绑架、强奸)的案件中，根据事件对
。受害人权利的影响，对少年作出监禁判决
57. 少年司法制度为少年提供专门服务和设施，通过将其与年龄大的犯人分
开，确保服刑少年的福利。对少年不得判处死刑。被判处监禁的少年如果表现
好，可以提前释放，因为对少年量刑基于的是灵活的司法措施。法院对少年判处
。监禁依据的是最低限度原则，并尽量确保他们在家庭所在地或附近服刑
社会保护司负责与其他公共机构(青年和体育部，文化、艺术和遗产部，宗
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以及慈善协会)合作，对少年法院法官判处的未成年人进
。行监测，以履行某些义务(可能数月如此)，确定有关行为是否得到改正
58. 根据《少年法》第 14 条，当未成年人被安置在有利于少年福利和改过自新
的专门改造中心时，该中心须每半年向法院提交一次关于少年状况和行为的报
告，以便于法院确定适当的行动。犯严重罪行的少年，在这类设施中的时间不得
超过 10 年，罪行不太严重的，不得超过 5 年。残疾少年被安置在适当的改造机
。构。未成年人在改造中心只能呆到 18 岁，之后会被转到监狱服刑
6

7

6

ﺗﻘﺪم إدارة اﻟﺤﻤﺎﻳﺔ اﻻﺟﺘﻤﺎﻋﻴﺔ ﺧﺪﻣﺎﺗﻬﺎ ﻣﻦ ﺧﻼل اﻟﺪور اﻟﺘﺎﻟﻲ:
• دار اﻟﻤﻼﺣﻈﺔ اﻻﺟﺘﻤﺎﻋﻴﺔ :وهﻲ دار ﺣﻜﻮﻣﻴﺔ ﺗﻜﻠﻒ ﻣﻦ ﺳﻠﻄﺔ اﻟﺘﺤﻘﻴﻖ ﺑﺮﻋﺎﻳﺔ اﻷﺣﺪاث اﻟﻤﻨﺤﺮﻓﻴﻦ ﻟﺤﻴﻦ ﺗﻘﺪﻳﻤﻬﻢ
إﻟﻰ ﻣﺤﻜﻤﺔ اﻷﺣﺪاث؛
• دار اﻟﺘﻮﺟﻴﻪ اﻻﺟﺘﻤﺎﻋﻲ :هﻲ دار ﺣﻜﻮﻣﻴﺔ ﺗﺨﺘﺺ ﺑﺈﻳﻮاء ورﻋﺎﻳﺔ اﻷﺣﺪاث اﻟﻤﻌﺮﺿﻴﻦ ﻟﻼﻧﺤﺮاف؛
• دار اﻹﻋﺪاد اﻻﺟﺘﻤﺎﻋﻲ :هﻲ دار ﺣﻜﻮﻣﻴﺔ ﺗﺨﺘﺺ ﺑﺈﻳﻮاء ورﻋﺎﻳﺔ وﺗﻘﻮﻳﻢ وﺗﺄهﻴﻞ اﻷﺣﺪاث اﻟﻤﻨﺤﺮﻓﻴﻦ اﻟﺬﻳﻦ ﺗﺄﻣﺮ
ﻣﺤﻜﻤﺔ اﻷﺣﺪاث ﺑﺤﺒﺴﻬﻢ أو ﺑﺈﻳﺪاﻋﻬﻢ ﺑﻬﺎ.

7

وﻳﻤﻜﻦ اﻹﺷﺎرة هﻨﺎ إﻟﻰ اﻟﻤﺎدة ) (8ﻣﻦ اﻟﻘﺎﻧﻮن رﻗﻢ ) (1ﻟﺴﻨﺔ  1994ﺑﺸﺄن اﻷﺣﺪاث واﻟﺘﻲ ﺗﻨﺺ إﻟﻰ أﻧﻪ إذا ارﺗﻜﺐ اﻟﺤﺪث
ﺟﻨﺎﻳﺔ أو ﺟﻨﺤﺔ ،ﻓﻼ ﻳﺠﻮز اﻟﺤﻜﻢ ﻋﻠﻴﻪ ﺑﺎﻟﻌﻘﻮﺑﺎت أو اﻟﺘﺪاﺑﻴﺮ اﻟﻤﻘﺮرة ﻟﺘﻠﻚ اﻟﺠﺮاﺋﻢ ،ﻓﻴﻤﺎ ﻋﺪا اﻟﻤﺼﺎدرة أو إﻏﻼق اﻟﻤﺤﻞ،
وﻳﺤﻜﻢ ﻋﻠﻴﻪ ﺑﺄﺣﺪ اﻟﺘﺪاﺑﻴﺮ اﻵﺗﻴ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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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

اﻟﺘﻮﺑﻴﺦ؛

)ب(

اﻟﺘﺴﻠﻴﻢ؛

)ج(

اﻹﻟﺤﺎق ﺑﺎﻟﺘﺪرﻳﺐ اﻟﻤﻬﻨﻲ؛

)د (

اﻹﻟﺰام ﺑﻮاﺟﺒﺎت ﻣﻌﻴﻨﺔ؛

)ه(

اﻻﺧﺘﺒﺎر اﻟﻘﻀﺎﺋﻲ؛

)و (

اﻹﻳﺪاع ﻓﻲ إﺣﺪى اﻟﺪور اﻟﻤﺨﺼﺼﺔ ﻟﻺﻋﺪاد اﻻﺟﺘﻤﺎﻋﻲ؛

)ز(

اﻹﻳﺪاع ﻓﻲ ﻣﺆﺳﺴﺔ ﺻﺤﻴ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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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少年与成年人分开的问题，2009 年关于监狱和改造机构的第 3 号法
要求将成年犯人与 18 岁以下犯人分开关押。第 5 条要求在监狱和改造机构中为
少年开辟专区，第 24 条则按年龄将犯人分成不同类别。主管机构负责犯人保护
及其身心完整，其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以及根据其需要、人格尊严、年龄和
性别，为其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创造适当条件。它们还负责与原籍国或常住国机
构合作，确保犯人的安全返回。应当指出的是，卡塔尔保护妇女儿童基金会为各
级安全部门人员(官员和调查员)开办了一些处理虐待和暴力侵害儿童或妇女案件
的能力培训课程。
加强家庭
60. 卡塔尔继续努力加强家庭和家庭价值观，并自 1998 年第 53 号埃米尔法令
发布以来，采取了许多加强家庭和家庭价值观的措施，这反映出政府早就认为有
必要设立一个最高的国家机构，负责家庭事务，满足其今后的需要和期待。关于
根据《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中的总体愿景设立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的 2009
年第 15 号埃米尔令对这一想法赋予了实质内容，该法令规定委员会直接向埃米
尔报告。它作为负责处理一切家庭问题的最高权威机构，其使命是提高家庭的地
位，加强家庭的社会作用，改善家庭及其成员的状况，确保家庭仍是一个照顾儿
童、遵守伦理和宗教价值观并实现理想的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单元。为此，委员会
可动用一切必要的权力和职能来制定战略、政策和计划，提高家庭及其成员生活
水平，保证家庭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委员会还致力于实现涉及家庭事务的国际文
书所载目标；跟踪卡塔尔加入的有关家庭事务、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权利的国际公
约落实情况；以及就保护家庭及其成员的协议草案提出意见。它努力增强妇女能
力，使她们能够参与经济、政治，尤其是决策；增加卡塔尔妇女的就业机会并为
她们提供职业支持；提出有关家庭及其成员的法律草案；就家庭及其成员问题与
国际和区域机构、组织开展合作；代表卡塔尔出席关于家庭、妇女儿童和残疾人
的区域和国际会议和各委员会会议；组织各种会议、研讨会和小组讨论；开展家
庭领域的研究。
委员会十分重视与各政府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并重视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和
参与。它特别关注志愿者工作，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并鼓励目标群体，即家庭、
儿童、妇女、青少年、残疾人和老年人等作出切实贡献。
61. 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结合卡塔尔根据所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承担的国家义
务，采取了一些措施。自提交初次报告以来，委员会为家庭、儿童、妇女、残疾
人和老年人设立了一批机构，实施了许多活动和方案，例如：
• 委员会实施了一项年度方案，召集专家和其他处理家庭相关问题的人
讨论卡塔尔家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一次会议题为“遏制卡塔尔离
婚现象：政策建议”，于 2011 年 4 月举行；第二次专家会议题为“卡
塔尔的家庭咨询服务：挑战和目标”，于 2012 年 4 月举行；第三次会
议题为“实现妇女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于 2013 年 4 月举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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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 4 月 15 日庆祝大臣会议 2011 年 1 月 5 日第一次常会确立的
全国家庭日。为纪念这一节日，举行了许多会议和研讨会，讨论与家
庭和家庭咨询服务有关的问题及家庭相关社会现象；
• 编写 2009 年《家庭数据库指标手册》，以期为所有数据使用者、决策
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科学的数据参考基准，使他们认识到指标的重要
性、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指标以及如何将其用于调查研究并监测相
关类别的进展情况；
• 编写福利和保护服务提供者指南，以通过提供这些服务，加强家庭的
作用，保护家庭，并增强家庭成员能力；同时通过强调服务提供者的
服务和活动，加强其作用；
• 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与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家庭咨询中心、卡塔尔保
护妇女儿童基金会(Al-Aman)、社会康复中心(Al-`Uwayn)、卡塔尔老年
人基金会 (Al-Ihsan) 、 Shafallah 特殊需要儿童中心和儿童文化中心合
作，在 2013 年发布了一份题为“从社会保护和福利机构角度看待家
庭”的报告。该报告审查和评估了特殊情况家庭(如照顾老年人、幼童
或残疾人的家庭、低收入家庭、破裂家庭的家庭成员和家庭暴力受害
者)以及按所提供服务归类的福利和社会保护方案对象其他类别的状
况。报告还强调需要制定政策，开展说服工作，并编写相关统计资料
和指标，以满足决策和规划需要。该报告针对的是在政府机构工作的
决策者和方案规划人员、民间社会机构、大学和科研中心、区域和国
际组织、媒体以及感兴趣的社区成员。
关于国家战略，《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包括下列社会支柱：
• 家庭团结
《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旨在建立一个促进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它
体现了《永久宪法》所包含的原则，该宪法保护公共和私人自由、促
进道德和宗教价值观以及风俗、传统和文化特性，并保障安全、稳定
和机会平等。
•

62.

8

: ﺗﺘﻀﻤﻦ، ﻋﺪة أهﺪاف ﻟﻠﺘﻤﺎﺳﻚ اﻷﺳﺮي وﺗﻤﻜﻴﻦ اﻟﻤﺮأة2030 وﺗﻀﻊ رؤﻳﺔ ﻗﻄﺮ اﻟﻮﻃﻨﻴ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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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ﺗﺤﺎﻓﻆ ﻋﻠﻰ اﻟﻘﻴﻢ اﻟﺪﻳﻨﻴﺔ واﻷﺧﻼﻗﻴﺔ واﻟﻤﺜﻞ اﻹﻧﺴﺎﻧﻴﺔ اﻟﻌﻠﻴﺎ؛،• اﻷﺳﺮ اﻟﻘﻮﻳﺔ اﻟﻤﺘﻤﺎﺳﻜﺔ اﻟﺘﻲ ﺗﻬﺘﻢ ﺑﺄﻓﺮادهﺎ
• اﻟﻤﺤﺎﻓﻈﺔ ﻋﻠﻰ أﺳﺮة ﻣﺘﻤﺎﺳﻜﺔ ﻗﻮﻳﺔ ﺗﺮﻋﻰ أﺑﻨﺎءهﺎ وﺗﻠﺘﺰم ﺑﺎﻟﻘﻴﻢ اﻷﺧﻼﻗﻴﺔ واﻟﺪﻳﻨﻴﺔ واﻟﻤﺜﻞ اﻟﻌﻠﻴﺎ؛
• ﺗﻄﻮﻳﺮ ﺑﻨﻴﺔ اﺟﺘﻤﺎﻋﻴﺔ ﺳﻠﻴﻤﺔ ﻣﻊ ﺑﻨﺎء ﻣﺆﺳﺴﺎت ﻋﺎﻣﺔ ﻓﻌﺎﻟﺔ وﻣﻨﻈﻤﺎت ﻣﺠﺘﻤﻊ ﻣﺪﻧﻲ ﻧﺸﻄﺔ وﻗﻮﻳﺔ؛
 ﻳﺮﻋﻰ ﺣﻘﻮﻗﻬﻢ اﻟﻤﺪﻧﻴﺔ وﻳﺜﻤّﻦ ﻣﺸﺎرآﺘﻬﻢ اﻟﻔﻌﺎﻟﺔ ﻓﻲ ﺗﻄﻮﻳﺮ،• ﺑﻨﺎء ﻧﻈﺎم ﻓﻌﺎل ﻟﻠﺤﻤﺎﻳﺔ اﻻﺟﺘﻤﺎﻋﻴﺔ ﻟﺠﻤﻴﻊ اﻟﻘﻄﺮﻳﻴﻦ
اﻟﻤﺠﺘﻤﻊ وﻳﺆﻣﻦ ﻟﻬﻢ دﺧﻼ آﺎﻓﻴﺎ ﻟﻠﻤﺤﺎﻓﻈﺔ ﻋﻠﻰ اﻟﻜﺮاﻣﺔ واﻟﺼﺤﺔ؛
. ﺧﺎﺻﺔ ﺗﻠﻚ اﻟﻤﺘﻌﻠﻘﺔ ﺑﺼﻨﺎﻋﺔ اﻟﻘﺮار،• ﺗﻌﺰﻳﺰ ﻗﺪرات اﻟﻤﺮأة وﺗﻤﻜﻴﻨﻬﺎ ﻣﻦ اﻟﻤﺸﺎرآﺔ اﻻﻗﺘﺼﺎدﻳﺔ واﻟﺴﻴﺎﺳﻴ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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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庭团结和妇女赋权的部门战略
这项战略是《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它确定了家庭团
结、福利和妇女赋权这三个主要专题领域的 8 个发展目标，以此来推
动实现《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中的目标。
增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63. 在落实 CRC/C/QAT/CO/12 号文件第 65 段所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建议方
面，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作为负责包括儿童福利在内的家庭相关问题以及与协调
儿童权利政策、措施和方案制定工作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威机构，还负责落
实儿童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它与主管机构合作，努力在有关儿童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中全面考虑儿童委员
会的意见。此外，它还在网站上发布提交儿童委员会的国家报告和儿童委员会的
结论性意见，并将后者分发给负责儿童问题的国家机构，以便这些机构在其年度
方案和活动中落实儿童委员会的建议。
主管委员会审查了《儿童法案》，目前正在采取颁布该法所需的法定立法步
骤。该法案为儿童提供更大的保护，因为它规定要设立专门的少年问题警队、少
年起诉部门、少年一审法院和少年上诉法院。
64. 继续改进与保护和增进儿童权利有关的政策和培训方案。除上文提到的提
高认识方面的进展外，政府还采取了各种与儿童有关的措施，例如根据国家人权
委员会主席关于在委员会内设立法律部门的 2010 年第 16 号决定，设立了一个处
理儿童、妇女和残疾人权利的部门。该部门负责审查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儿童
权利和残疾人权利有关的报告和申诉。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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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ﺗﻌﺰﻳﺰ دور اﻷﺳﺮة اﻟﻘﻄﺮﻳﺔ آﺮآﻴﺰة اﻟﻤﺠﺘﻤﻊ اﻷﺳﺎﺳﻴﺔ؛
• زﻳﺎدة ﻣﺴﺆوﻟﻴﺔ اﻟﻮاﻟﺪﻳﻦ واﻟﺘﻘﻠﻴﻞ ﻣﻦ اﻻﻋﺘﻤﺎد ﻋﻠﻰ ﻋﺎﻣﻼت اﻟﻤﻨﺎزل؛
• ﺧﻔﺾ ﻣﻌﺪﻻت اﻟﻌﻨﻒ اﻷﺳﺮي وإﻧﺸﺎء ﻧﻈﺎم ﺣﻤﺎﻳﺔ ودﻋﻢ ﻟﻠﻀﺤﺎﻳﺎ؛
 آﺄﺳﺮ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واﻷﺣﺪاث اﻟﻤﻨﺤﺮﻓﻴﻦ؛،• ﺗﻘﺪﻳﻢ أﻧﻈﻤﺔ دﻋﻢ ﻟﻸﺳﺮ ذات اﻷوﺿﺎع اﻟﺨﺎﺻﺔ
• ﺧﻔﺾ درﺟﺔ ﺗﻌﺮض اﻷﺳﺮ اﻟﻘﻄﺮﻳﺔ ﻟﻠﻤﺨﺎﻃﺮ اﻻﻗﺘﺼﺎدﻳﺔ واﻻﺟﺘﻤﺎﻋﻴﺔ وﺗﺤﺴﻴﻦ ﻋﻤﻠﻴﺔ إدارة ﺷﺆوﻧﻬﺎ اﻟﻤﺎﻟﻴﺔ؛
• ﺻﺤﺔ ورﻓﺎهﺔ اﻷﻃﻔﺎل وﺣﻤﺎﻳﺘﻬﻢ؛
• زﻳﺎدة اﻟﺪﻋﻢ ﻟﻸﺳﺮ اﻟﻌﺎﻣﻠﺔ وﺧﺼﻮﺻﺎ ﻟﻠﻨﺴﺎء؛
• زﻳﺎدة ﻋﺪد اﻟﻨﺴﺎء ﻓﻲ اﻟﻤﻨﺎﺻﺐ اﻟﻘﻴﺎدﻳﺔ وﻣﺮاآﺰ ﺻﻨﻊ اﻟﻘﺮارات اﻟﺴﻴﺎﺳﻴﺔ؛
.• اﻟﺘﻘﻠﻴﻞ ﻣﻦ اﻟﺼﻮرة اﻟﻨﻤﻄﻴﺔ اﻟﺴﺎﺋﺪة ﻋﻦ أدوار اﻟﻤﺮأة وﻣﺴﺆوﻟﻴﺎﺗﻬ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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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国家一级，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代表卡塔尔，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主办了阿拉伯儿童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会议期间讨论了与阿拉伯世
界的儿童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国际公约的联系以及阿拉伯国家儿童所需的保
护战略和机制。
65. 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在提高对儿童权利的认识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并为提
高对《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来文程序的第三项任择议定书》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委
员会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总秘书处家庭和儿童司、儿童基金会区域办事处和负责暴
力侵害儿童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以及瑞典拯救儿童组织合
作，于 2012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多哈举办了题为“《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
书》”的讲习班。每年还举行国际和区域儿童节纪念活动，如阿拉伯儿童节和国
际儿童节。
家庭团结国家战略包括一个题为“制定措施促进儿童权利和保护儿童利益”
的项目。
打击家庭暴力的行动
66. 在加强旨在打击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剥削妇女儿童行为的法律措施并确保
这些措施得到有效实施的过程中，卡塔尔采取了各种立法、政策和战略措施和步
骤，其中包括：
• 关于立法，例如，《刑法》和对其加以修订的立法包含对暴力侵害妇
女和儿童罪行的处罚，包括毁坏名誉、猥亵和非礼、对儿童有害的行
为、杀害、虐待、堕胎和绑架等罪行；
• 《人口贩运法》规定了对贩运妇女和儿童的严厉处罚，因为这类罪行
涉及最严重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如使用胁迫或威胁手段，通
过卖淫或强迫劳动剥削妇女和儿童；
• 在立法审查过程中，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它主持并由国
家主管机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家庭暴力方面的国内立法；
10

:اﺷﺘﻤﻞ اﻟﻤﺸﺮوع ﻋﻠﻰ ﻋﺪد ﻣﻦ اﻷﻧﺸﻄﺔ ﻣﻨﻬ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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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ﺗﻄﻮﻳﺮ اﻹﺟﺮاءات اﻟﺨﺎﺻﺔ ﻟﺼﺎﻟﺢ اﻟﻄﻔﻞ واﻟﺘﻲ ﺗﺮﺻﺪ رﻓﺎهﻪ وﺣﻘﻮﻗﻪ؛
• ﺗﺒﻨﻲ ﻣﻌﺎﻳﻴﺮ اﻟﻤﺼﻠﺤﺔ اﻟﻔﻀﻠﻰ ﻓﻲ ﻣﺠﺎﻻت ﺣﻤﺎﻳﺔ اﻟﻄﻔﻞ؛
• ﺗﻄﻮﻳﺮ ﻧﻈﺎم ﻗﻀﺎﺋﻲ ﻟﻸﻃﻔﺎل؛
• ﺗﺮﻗﻴﺔ اﻟﺤﻮار وﺗﺸﺠﻴﻌﻪ ﺑﻴﻦ اﻷﺟﻴﺎل ﻣﻦ ﺧﻼل ﺑﺮاﻣﺞ ﺗﻮﻋﻮﻳﺔ واﺳﺘﺸﺎرﻳﺔ ﺑﺸﺄن رﻓﺎﻩ اﻟﻄﻔﻞ؛
.• دﻋﻢ وﺗﺸﺠﻴﻊ اﻷﻃﻔﺎل ﻟﻴﻜﻮﻧﻮا ﻣﻮاﻃﻨﻴﻦ ﻓﺎﻋﻠﻴﻦ ﻣﺆﻣﻨﻴﻦ ﺑﺎﻷﻓﻜﺎر اﻟﺪﻳﻤﻘﺮاﻃﻴﺔ واﻟﺤﺲ ﺑﺎﻟﻤﺴﺆوﻟﻴﺔ واﻟﻘﻴﺎد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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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还设立了一个由它主持并由自其他主管机构成员
；组成的小组，负责编写家庭暴力统计资料
• 战略和国家计划包括加强家庭、妇女和儿童服务的各项目标，以保护
他们免遭暴力。《2011-2016 年家庭战略计划》包含一项与保护妇女免
遭一切形式剥削和暴力有关的目标，所通过的战略执行计划则包括通
。过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具体方案和措施
67. 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及其战略伙伴跟踪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进一步努力
加强旨在促进战略执行计划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并在委员会的方案和项目与上述
《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的 2011-2016 年家庭团结和妇女赋权部门各组成
部分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委员会还确立了保护免遭家庭暴力的项目和活
动、受害人保护机制和一个关于建立在学校使用的早发现机制的项目，以保护儿
童免遭家庭暴力行为。它还确立了一个制定措施促进儿童权利和保护儿童利益的
项目。委员会编写并发布定期报告，介绍监测和跟踪落实活动的情况及《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范围内该部门执行计划的结果，包括与儿童和妇女权利
。有关的结果
•

11

11

وﻣﻦ ﺗﻠﻚ اﻟﻤﺸﺎرﻳﻊ واﻟﺒﺮاﻣﺞ:
• ﻣﺸﺮوع ﺗﻤﻜﻴﻦ اﻟﻤﺮأة ﻣﻦ اﻟﺘﻌﺎﻣﻞ ﺑﺈﻳﺠﺎﺑﻴﺔ ﻣﻊ اﻟﻌﻨﻒ اﻟﻮاﻗﻊ ﻋﻠﻴﻬﺎ؛
• ﻣﺸﺮوع ﺗﻮﻓﻴﺮ اﻟﺤﻤﺎﻳﺔ ﻟﻠﻨﺴﺎء اﻟﻤﻌﻨﻔﺎت؛
• ﻣﺸﺮوع ﺗﺴﻬﻴﻞ اﻟﻮﺻﻮل إﻟﻰ ﺁﻟﻴﺎت اﻟﺤﻤﺎﻳﺔ ﻣﻦ اﻟﻌﻨﻒ؛
• ﺑﺮاﻣﺞ ﺗﻮﻋﻮﻳﺔ ﻟﻠﻨﺴﺎء ﺑﺤﻘﻮﻗﻬﻦ اﻟﺘﻲ ﻳﻜﻔﻠﻬﺎ اﻟﻘﺎﻧﻮن وﻧﺸﺮ اﻟﺜﻘﺎﻓﺔ اﻟﻘﺎﻧﻮﻧﻴﺔ؛
• ﺑﺮﻧﺎﻣﺞ اﻻﺣﺘﻔﺎل ﺑﺎﻟﻴﻮم اﻟﻌﺎﻟﻤﻲ ﻟﻤﻨﺎهﻀﺔ اﻟﻌﻨﻒ ﺿﺪ اﻟﻤﺮأة  -ﺗﻨﻔﻴﺬ ﺣﻤﻠﺔ اوﻗﻔﻮا اﻟﺼﻤﺖ ﻟﻤﻨﺎهﻀﺔ اﻹﺳﺎءة
اﻟﺠﻨﺴﻴﺔ ﺿﺪ اﻟﻨﺴﺎء؛
• ﺑﺮﻧﺎﻣﺞ ودورات ﺗﺪرﻳﺒﻴﺔ ﻟﻸﺳﺮة ﻋﻦ ﻃﺮق ﻣﻮاﺟﻬﺔ اﻟﻤﺸﺎآﻞ اﻷﺳﺮﻳﺔ وﺑﺪاﺋﻞ اﺳﺘﺨﺪام اﻟﻌﻨﻒ؛
• ﺑﺮﻧﺎﻣﺞ اﻟﻮﻗﺎﻳﺔ ﻣﻦ اﻟﻌﻨﻒ واﻹﺳﺎءة واﻟﻤﻤﺎرﺳﺎت اﻟﻤﻨﺤﺮﻓﺔ؛
• ﺑﺮﻧﺎﻣﺞ ﻣﺒﺎدرة اﻟﺸﺮاآﺔ اﻟﻤﺠﺘﻤﻌﻴﺔ ﻟﻤﻜﺎﻓﺤﺔ اﻟﻌﻨﻒ اﻷﺳﺮي؛
• ﺑﺮﻧﺎﻣﺞ ﺗﻮﻓﻴﺮ ﺑﺮاﻣﺞ ﺗﻮﻋﻴﺔ ﻟﻠﻤﻌﻨﻔﻴﻦ ﺣﻮل آﻴﻔﻴﺔ اﻻﺳﺘﻔﺎدة ﻣﻦ ﺁﻟﻴﺎت اﻟﺤﻤﺎﻳﺔ اﻟﻤﺘﻮﻓﺮة؛
• ﺑﺮﻧﺎﻣﺞ اﻟﺤﻤﻠﺔ اﻹﻋﻼﻣﻴﺔ ﻋﻦ ﺧﻂ اﻟﻤﺴﺎﻧﺪة )(919؛
• ﺑﺮﻧﺎﻣﺞ ودورات ﺗﺪرﻳﺒﻴﺔ ﻟﻠﻌﺎﻣﻠﻴﻦ ﺑﺎﻟﺨﺪﻣﺎت اﻟﺼﺤﻴﺔ ﻋﻠﻰ اﻻآﺘﺸﺎف واﻟﺘﻌﺎﻣﻞ ﻣﻊ ﺣﺎﻻت اﻹﺳﺎءة واﻟﻌﻨﻒ
واﻹهﻤﺎل اﻟﻮاﻗﻌﺔ ﻋﻠﻰ اﻟﻄﻔﻞ واﻟﻤﺮأة؛
• ﺑﺮﻧﺎﻣﺞ ودراﺳﺔ إﻧﺸﺎء اﻟﻤﺮآﺰ اﻟﺸﺎﻣﻞ ﻟﺤﻤﺎﻳﺔ اﻟﻤﺮأة ﻟﻀﻤﺎن ﺧﺼﻮﺻﻴﺔ ﻓﻲ ﻧﻈﺮ اﻟﺤﺎﻻت وﺳﺮﻋﺔ اﻟﺒﺖ ﻓﻲ
اﻟﻘﻀﺎﻳﺎ؛
• ﺑﺮﻧﺎﻣﺞ ودورات اﻹرﺷﺎد اﻷﺳﺮي ودورات ﻓﻦ اﻻﺳﺘﻤﺎع ﻟﻀﺤﺎﻳﺎ اﻟﻌﻨﻒ اﻷﺳﺮ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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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内的暴力，最高教育委员会采取提供各种预防办法和措施，确保
学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安全。为此，它与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社会保护司、卡塔尔
保护妇女儿童基金会、社会康复中心(Al-Uwayn)和家庭咨询中心等主管机构协
调，为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生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正确查明校内暴力案件以及解
决和报告这类案件的培训课程。2009 年以来，根据已核准的发展计划，起初在
与委员会签订合同的支助机构支持下，后来在独立学校支持下，提供了许多培训
课程。高级教育委员则继续努力促进最佳措施。
69. 另外，还在各个教育阶段实施了传播儿童权利文化的方案，以提高对儿童
权利的认识，保护学生在学校中免遭暴力行为，并鼓励他们发挥作用，减轻所在
社区暴力和虐待的负面影响和后果。同时，该方案还力图通过提高认识和提升社
会工作者和教师处理暴力侵害和虐待儿童案件的技能，加强教职员工发现虐待和
犯罪行为的能力。该方案包括对独立、私立和社区学校的实地访问，以及关于保
护工作的各个方面(社会、卫生、心理和法律)及侵权行为报告和申诉机制的讲
座。
70. 内政部少年警察司与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协调，制定了一项保护儿童
不受有害信息和材料如暴力和色情制品影响的战略。它印发这方面的海报、教育
宣传册和传单，促进对儿童的保护。它还为确定案件数量及其解决方式开展实地
研究；举办培训讲习班和讲座，提高不同学校的儿童及其父母的认识，以在减少
儿童遭受这种暴力的机会和保护儿童方面争取家庭的配合；并促进旨在保护儿童
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关于在儿童教育和保护方法方面提高父母认识的方案和活动，卡塔尔保护妇
女儿童基金会出版了关于如何查明虐待儿童和妇女行为(暴力和忽视)的手册。该
手册侧重于虐待行为的发现、报告和申诉机制、虐待行为的处理以及康复和重新
融入社会。
促进残疾人权利
71. 卡塔尔继续促进和保护残疾人的权利，并采取了下列措施：
• 拟订一项修订《特殊需要人员法》(2004 年第 2 号法)各种规定的法案；
68.

12

ﻼ ﻋﻦ اﻟﻤﻌﻠﻮﻣﺎت اﻟﻮاردة ﻓﻲ هﺬا اﻟﺘﻘﺮﻳﺮ ﺑﺨﺼﻮص اﻟﺠﻬﻮد اﻟﺘﻲ ﺗﻘﻮم ﺑﻬﺎ اﻟﻤﺆﺳﺴﺔ اﻟﻘﻄﺮﻳﺔ ﻟﺤﻤﺎﻳﺔ اﻟﻄﻔﻞ واﻟﻤﺮأة
ً وﻓﻀ

12

ﻓﻲ ﻣﺠﺎل وﻗﺎﻳﺔ اﻷﻃﻔﺎل وﺣﻤﺎﻳﺘﻬﻢ ﻣﻦ آﻞ ﻣﻈﺎهﺮ اﻟﻌﻨﻒ وإﺳﺎءة اﻟﻤﻌﺎﻣﻠﺔ واﻻﺳﺘﻐﻼل ﺗﺠﺪر اﻹﺷﺎرة إﻟﻰ ﻣﺎ ﺗﻀﻤﻨﺘﻪ
( ﻓﻲ ﻣﺤﻮر اﻟﻮﻗﺎﻳﺔ ﻣﻦ اﻟﻌﻨﻒ واﻹﺳﺎءة2012-2009) اﻻﺳﺘﺮاﺗﻴﺠﻴﺔ اﻟﺘﻨﻔﻴﺬﻳﺔ ﻟﻠﻤﺆﺳﺴﺔ اﻟﻘﻄﺮﻳﺔ ﻟﺤﻤﺎﻳﺔ اﻟﻄﻔﻞ واﻟﻤﺮأة
واﻟﻤﻤﺎرﺳﺎت اﻟﻤﻨﺤﺮﻓﺔ ﻣﻦ ﻣﺤﺎور ﺗﺮﺟﻤﺖ إﻟﻰ ﺣﺰﻣﺔ ﻣﻦ اﻟﺒﺮاﻣﺞ اﻟﺘﻮﻋﻮﻳﺔ واﻟﺘﺜﻘﻴﻔﻴﺔ )آ “ﺣﻤﻠﺔ أوﻗﻔﻮا اﻟﺼﻤﺖ“ وﺣﻤﻠﺔ
 إﺿﺎﻓ ًﺔ إﻟﻰ،”ﻣﻜﺎﻓﺤﺔ اﻟﻌﻨﻒ ﺿﺪ اﻟﻤﻌﺎق“( وإﻋﺪاد اﻟﻤﻄﺒﻮﻋﺎت ودﻟﻴﻞ اﺳﺘﺮﺷﺎدي ﻟﻜﻴﻔﻴﺔ اآﺘﺸﺎف ﺣﺎﻻت اﻹﺳﺎءة واﻟﻌﻨﻒ
 واﻟﺒﺮاﻣﺞ اﻟﺘﺄهﻴﻠﻴﺔ اﻟﻌﻼﺟﻴﺔ اﻟﺴﻨﻮﻳﺔ )آﺒﺮﻧﺎﻣﺞ اﻟﻌﻼج وإﻋﺎدة اﻟﺘﺄهﻴﻞ،اﻟﺰﻳﺎرات اﻟﺘﻌﺮﻳﻔﻴﺔ واﻟﻤﻴﺪاﻧﻴﺔ ﻟﻄﻠﺒﺔ اﻟﻤﺪارس
.(“اﻟﻨﻔﺴﻲ واﻻﺟﺘﻤﺎﻋﻲ ”ﻏﻴﺮ ﺣﻴﺎﺗ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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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大臣会议关于残疾人教育、保健、就业、住房、公共和私人服务
；及运动的法令草案
• 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编写了与残疾人有关的规划和监管标准手册草
；案
• 为实施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 2010 年签署的谅解备忘
。录，组织了许多活动，如关于残疾人的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
72. 劳动和社会事务部老年人和残疾人司参与实施同残疾人和老年人有关的各
种战略、计划和政策，并参与制定和实施针对这些群体的关爱和康复方案。它还
与相关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合作，对社区开展关于这些群体权利的提高认识和教育
活动，并举行研讨会、会议和讲习班，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自提交初次报告以
来，该司实施的残疾人方案和政策包括：
• 残疾人就业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建立与相关国家机构的沟通渠道，
实现残疾人就业。它为残疾人提供进一步培训，使他们做好工作准
；备，并在他们找到工作后对其进行跟踪
；• 建立国家残疾人和老年人数据库
；)• 开展关于车祸所致残疾的提高认识运动(2009-2012 年
；• 纪念阿拉伯残疾人日和国际残疾人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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ﺷﻤﻠﺖ هﺬﻩ اﻟﻔﻌﺎﻟﻴﺎت ﻋﻠﻰ ﺳﺒﻴﻞ اﻟﻤﺜﺎل:
• ورﺷﺔ ﻋﻤﻞ ﺣﻮل ”أوﺟﻪ اﻟﻌﻼﻗﺔ ﺑﻴﻦ اﺗﻔﺎﻗﻴﺔ ﺣﻘﻮق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واﺗﻔﺎﻗﻴﺔ ﺣﻘﻮق اﻟﻄﻔﻞ“ .ﺑﻬﺪف
ﻣﻨﺎﻗﺸﺔ اﻟﻤﻌﻮﻗﺎت واﻹﺷﻜﺎﻟﻴﺎت اﻟﺘﻲ ﺗﻮاﺟﻪ اﻷﻃﻔﺎل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وأﺳﺮهﻢ واﻟﺘﻌﺮف ﻋﻠﻰ أوﺟﻪ اﻟﻌﻼﻗﺔ ﺑﻴﻦ اﺗﻔﺎﻗﻴﺔ
ﺣﻘﻮق اﻟﻄﻔﻞ واﺗﻔﺎﻗﻴﺔ ﺣﻘﻮق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 دورة ﺗﺪرﻳﺒﻴﺔ ﺣﻮل ”ﺣﻘﻮق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ﻓﻲ ﺗﻜﻮﻳﻦ اﻷﺳﺮة ﺑﻴﻦ اﻻﺗﻔﺎﻗﻴﺔ واﻟﻮاﻗﻊ“ .ﺑﻬﺪف ﻣﻨﺎﻗﺸﺔ
اﻟﻤﻌﻮﻗﺎت واﻹﺷﻜﺎﻟﻴﺎت اﻟﺘﻲ ﺗﻮاﺟﻪ اﻷﻃﻔﺎل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وأﺳﺮهﻢ واﻟﺘﻌﺮف ﻋﻠﻰ أوﺟﻪ اﻟﻌﻼﻗﺔ ﺑﻴﻦ اﺗﻔﺎﻗﻴﺔ ﺣﻘﻮق
اﻟﻄﻔﻞ واﺗﻔﺎﻗﻴﺔ ﺣﻘﻮق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 ﻧﺪوة ﺣﻮل ”اﻹﻋﻼم وﻗﻀﺎﻳﺎ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ﺑﻤﺸﺎرآﺔ وﺳﺎﺋﻞ اﻹﻋﻼم واﻹﻋﻼﻣﻴﻴﻦ واﻷﺷﺨﺎص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وﻣﺆﺳﺴﺎﺗﻬﻢ واﻟﻤﻨﻈﻤﺎت واﻟﻤﺆﺳﺴﺎت اﻟﻌﺎﻣﻠﺔ ﻓﻲ اﻟﻤﺠﺎل اﻻﺟﺘﻤﺎﻋﻲ وﻣﻨﻈﻤﺎت ﺣﻘﻮق اﻹﻧﺴﺎن
ووزارات اﻹﻋﻼم اﻟﻌﺮﺑﻲ واﻟﺒﺎﺣﺜﻴﻦ واﻟﻤﻬﺘﻤﻴﻦ.

14

وﺗﻬﺪف إﻟﻰ ﺗﻮﻓﻴﺮ ﺑﻴﺎﻧﺎت آﺎﻣﻠﺔ ﻋﻦ اﻷﺷﺨﺎص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ﻟﻼﺳﺘﻌﺎﻧﺔ ﺑﻬﺎ ﻓﻲ ﺗﻨﻔﻴﺬ اﻟﻘﺎﻧﻮن واﺗﻔﺎﻗﻴﺔ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ﺑﺎﻹﺿﺎﻓﺔ إﻟﻰ اﻻﺳﺘﻔﺎدة ﻣﻨﻬﺎ ﻓﻲ إﻋﺪاد اﻟﺨﻄﻂ و اﻟﺒﺮاﻣﺞ اﻟﻤﺴﺘﻘﺒﻠﻴ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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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وﺗﻬﺪف إﻟﻰ اﻟﺤﺪ ﻣﻦ اﻹﺻﺎﺑﺔ ﺑﺎﻹﻋﺎﻗﺔ واﻟﺘﻮﻋﻴﺔ ﺑﺪور ﺣﻮادث اﻟﺴﻴﺎرات ﻓﻲ اﻹﺻﺎﺑﺔ ﺑﺎﻹﻋﺎﻗﺔ وذﻟﻚ ﻣﻦ ﺧﻼل ﺗﻨﻔﻴﺬهﺎ ﻓﻲ
ﻣﺪارس اﻟﺒﻨﻴﻦ )إﻋﺪادي  -ﺛﺎﻧﻮي( ﺑﺎﻹﺿﺎﻓﺔ إﻟﻰ ﺑﻌﺾ اﻟﺠﺎﻣﻌﺎت.

16

ﻳﺤﺘﻔﻞ اﻟﻌﺎﻟﻢ ﻓﻲ  3آﺎﻧﻮن اﻷول/دﻳﺴﻤﺒﺮ ﻣﻦ آﻞ ﻋﺎم ﺑﺎﻟﻴﻮم اﻟﻌﺎﻟﻤﻲ ﻟﻺﻋﺎﻗﺔ ،آﻤﺎ ﻳﺤﺘﻔﻞ اﻟﻌﺎﻟﻢ اﻟﻌﺮﺑﻲ ﺑﺎﻟﻴﻮم اﻟﻌﺮﺑﻲ
ﻟﻠﻤﻌﺎق ﻓﻲ  13آﺎﻧﻮن اﻷول/دﻳﺴﻤﺒﺮ ﺑﻬﺪف ﺗﻌﺰﻳﺰ وﻓﻬﻢ ﻗﻀﺎﻳﺎ اﻹﻋﺎﻗﺔ و زﻳﺎدة اﻟﻮﻋﻲ ﺑﺤﻘﻮق اﻷﺷﺨﺎص ذوي اﻹﻋﺎﻗ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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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法》(2009 年第 8 号法)的提高认识讲习班，向残疾
人介绍他们在工作场所的权利；
• 提高残疾人认识讲习班，向残疾人介绍其作为选民和候选人的权利；
• “2012-2013 年与残疾人打交道的艺术”讲习班，旨在提高对这一专题
的认识，并传达具有学术正确性的教学信息，促进残疾人与社区接触
和融入社会；
• “花一分钟时间？”，一项通过地方报纸上每周一篇的文章或专栏，
促进倾听残疾人声音的媒体方案，其目的是鼓励残疾人参与媒体活动
和突出残疾问题；
• 关于残疾人融入和增强能力的论坛，目的是突出介绍卡塔尔各中心、
协会和机构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促使社区更好地认识该群体的能力
和需要，并通过论坛期间举办的展览以及在三天时间内举办的各种讲
习班、讲座和研讨会，向残疾人的父母介绍可以获得的服务。该论坛
面向的是所有学校的残疾人、其父母、其他教辅人员和教职员工。它
与开发并扩展一个全面的数据库以便将求职者和就业机会相匹配的项
目有关，该项目是《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社会保护部门)的一
个组成部分。
• 支持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方案(Dimah)，该方案旨在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
供支持和满足其基本需要和要求，包括医疗设备和装置。
73. Mada 中心是一个增强残疾人能力的非盈利组织。该中心是最高通信委员会
的一项举措，它支持数字包容概念，将残疾人与辅助技术联系起来，这些技术可
以提高残疾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帮助他们更充分地融入社会。工作人员向来到该
中心的残疾人介绍如何使用综合辅助技术方案。中心还为个人和机构举办关于如
何使用这些技术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在地方和区域专家帮助下提供，处理与残
疾人辅助技术有关的问题。该中心还有一个数字图书馆，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专
门资源。该中心为实现其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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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اﻟﺘﻲ ﺗﻬﺪف إﻟﻰ رﺑﻂ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ﻣﺒﺎدرة ”ﺗﻮاﺻﻞ ﺑﺪون إﻋﺎﻗﺔ“ ﺑﺎﻟﺘﻌﺎون ﻣﻊ ﺷﺮآﺎت اﻻﺗﺼﺎﻻت ﺑﺎﻟﺪوﻟﺔ
ﻻ ﺗﺰﻳﺪ اﻟﺘﻜﻠﻔﺔ ﻟﻼﺳﺘﻔﺎدة ﻣﻦ ﺗﻜﻨﻮﻟﻮﺟﻴﺎ اﻟﻤﻌﻠﻮﻣﺎت
ّ  ﺑﺎﻹﺿﺎﻓﺔ إﻟﻰ ﺿﻤﺎن أ،ﺑﺘﻜﻨﻮﻟﻮﺟﻴﺎ اﻟﻤﻌﻠﻮﻣﺎت واﻻﺗﺼﺎﻻت
ﻟﻸﺷﺨﺎص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ﻋﻦ ﻏﻴﺮهﻢ ﺑﺴﺒﺐ اﺣﺘﻴﺎﺟﺎﺗﻬﻢ اﻟﺨﺎﺻﺔ؛
• ﻣﺒﺎدرة ﻟﺘﻮﻓﻴﺮ آﺘﺐ اﻟﻜﺘﺮوﻧﻴﺔ ﻟﻸﺷﺨﺎص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ﻓﻲ اﻟﺪوﻟﺔ وذﻟﻚ ﺑﺎﻟﺘﻌﺎون ﻣﻊ اﻟﻤﻮﻗﻊ اﻹﻟﻜﺘﺮوﻧﻲ
 ﺣﻴﺚ ﺗﻌﺪ هﺬﻩ اﻟﻤﺒﺎدرة اﻷوﻟﻰ ﻣﻦ ﻧﻮﻋﻬﺎ ﻓﻲ ﻣﻨﻄﻘﺔ اﻟﺨﻠﻴﺞ اﻟﻌﺮﺑﻲ ﺑﻬﺪف ﺗﻮﻓﻴﺮ آﺘﺐ،“bookshare”
.إﻟﻜﺘﺮوﻧﻴﺔ ﺑﺎﻟﻠﻐﺔ اﻻﻧﻜﻠﻴﺰﻳﺔ ﻟﻠﻤﻌﺎﻗﻴ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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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受教育权
74. 卡塔尔继续努力，通过采取一系列行动和措施，确保社会所有群体都能获
得教育。作为对立法环境领域工作的补充，它颁布了 2009 年第 25 号法，对《义
务教育法》(2001 年第 25 号法)中《判决与处罚法》的一些条款作了修订。经修
订的第 11 条规定，违反该法应处于最低 5,000 里亚尔、最高 10,000 里亚尔的罚
款。另外还发布了大臣会议关于设立一个委员会、对父母违反《义务教育法》的
行为进行审查的 2010 年第 15 号决定。第 8 条规定了该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能，包
括列举案件，调查一些父母不让子女上学的原因，采取适当行动，确定决定中所
涉机构的作用，以及为适用法律拟定建议和程序步骤等。
75. 卡塔尔还发布了关于行为政策的 2013 年第 32 号大臣决定，随后发布了关
于学生辅导工作的 2013 年第 33 号大臣决定，其中第 3 条概述了学生辅导员的作
用和职能。辅导员负责根据适当的行为政策，监督校内学生；对学生、家长和整
个教育系统进行行为准则教育和介绍；对学生行为开展个案研究，并制定解决办
法；以及与相关机构合作与沟通等。
76. 最高教育委员会继续努力通过早期教育来发展儿童保育和福利，早期教育
是教育进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幼儿园则是教育的第一步。委员会采取了各种
措施，包括开办更多的公立幼儿园。目前共有 49 所公立幼儿园，它们有着充分
的学习资源、教学游戏和室内外游乐场地。委员会还通过提供开办私立幼儿园的
机会，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这一阶段的教育，私立幼儿园的质量由一套与建筑和教
育计划有关的标准和要求来保证。
77. 委员会还采取了一些不同措施来提高小学入学率，尽管卡塔尔在毛入学率
和净入学率方面并无问题：2011 年，小学总入学率为 99.3%。所采取的措施包括
设立一个监测《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以及开办更多公立和私立幼儿
园。《2011-2016 年国家教育和培训部门战略》包括几项这方面的方案。
78. 关于禁止对儿童的一切形式体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学校内的体罚
和暴力，维护儿童的尊严。其中包括发布一项学校行为政策。该政策共有五条，
概述了政策的目标，各利益攸关方(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行为
委员会、学生辅导办公室、学生)的作用、责任和义务，并对学生行为、违规情
18

 واﻓﺘﺘﺎح ﻣﺠﻤﻮﻋﺔ ﻣﻦ اﻟﻤﺪارس ﻟﻠﺘﻌﻠﻴﻢ اﻟﻤﻮازي ﻟﻤﻦ هﻢ،ﺗﻬﺪف هﺬﻩ اﻟﺒﺮاﻣﺞ إﻟﻰ اﻟﺘﻮﺳﻊ ﻓﻲ اﺳﺘﻴﻌﺎب اﻟﻄﻠﺒﺔ ﻓﻲ اﻟﺘﻌﻠﻴﻢ

18

 ودﻋﻢ اﻟﻄﻠﺒﺔ اﻟﻤﻌﺎﻗﻴﻦ ودﻣﺠﻬﻢ ﻓﻲ اﻟﻤﺪارس اﻟﻤﺴﺘﻘﻠﺔ وﺗﻮﻓﻴﺮ اﻟﻔﺮﻳﻖ اﻟﻤﻨﺎﺳﺐ،ﻓﻮق ﺳﻦ اﻟﺘﻌﻠﻴﻢ ﻟﻠﻤﺮاﺣﻞ اﻟﺘﻌﻠﻴﻤﻴﺔ اﻟﻤﺨﺘﻠﻔﺔ
 وﺗﻄﻮﻳﺮ، وﺗﻄﻮﻳﺮ ﻧﻈﺎم اﻟﻜﺘﺮوﻧﻲ ﻟﺘﺘﺒﻊ اﻟﻄﻠﺒﺔ ﻟﻀﻤﺎن اﺳﺘﻤﺮارﻳﺘﻬﻢ ﻓﻲ اﻟﻨﻈﺎم اﻟﺘﻌﻠﻴﻤﻲ،ﻟﺮﻋﺎﻳﺘﻬﻢ وﺗﻘﺪﻳﻢ ﺗﻌﻠﻴﻢ ﻣﻨﺎﺳﺐ ﻟﻬﻢ
 وﺗﻘﺪﻳﻢ ﺟﻬﺎز آﻤﺒﻴﻮﺗﺮ،أﺳﺎﻟﻴﺐ اﻟﺘﻌﻠﻴﻢ اﻟﻤﺘﺒﻌﺔ ﻓﻲ اﻟﻤﺪارس ﻣﻦ ﺧﻼل ﺗﻮﻇﻴﻒ اﻟﺘﻜﻨﻮﻟﻮﺟﻴﺎ اﻟﺤﺪﻳﺜﺔ ﻣﺜﻞ اﻟﺤﻘﻴﺒﺔ اﻻﻟﻜﺘﺮوﻧﻴﺔ
، وﺗﻄﻮﻳﺮ ﻣﺼﺎدر اﻟﺘﻌﻠﻴﻢ ﺑﺈﻋﺪاد آﺘﺐ دراﺳﻴﺔ وﻃﻨﻴﺔ ﻣﻮﺣﺪة ﻟﺠﻤﻴﻊ اﻟﻤﺪارس،ﻟﻮﺣﻲ )ﺁﻳﺒﺎد( ﻟﻜﻞ ﻃﺎﻟﺐ واﻟﺴﺒﻮرة اﻟﺬآﻴﺔ
 ووﺿﻊ اﻟﺨﻄﻂ اﻟﻌﻼﺟﻴﺔ ﺑﺎﻟﺘﻌﺎون ﻣﻊ اﻟﻤﺆﺳﺴﺎت، وﺗﻘﻮﻳﻢ ﺳﻠﻮك اﻟﻄﻠﺒﺔ،وﺗﺸﻜﻴﻞ ﻟﺠﻨﺔ ﺑﻜﻞ ﻣﺪرﺳﺔ ﻟﻠﻀﺒﻂ اﻟﺴﻠﻮآﻲ
.اﻟﺪاﻋﻤﺔ وﻣﻨﻬﺎ اﻟﻤﺆﺳﺴﺔ اﻟﻘﻄﺮﻳﺔ ﻟﺤﻤﺎﻳﺔ اﻟﻄﻔﻞ واﻟﻤﺮأ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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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预防和纪律措施以及逃学等作了分析。它侧重于加强积极行为和预防措施，
并强调了学生自律的重要性。
这项政策提倡教育价值观和在处理各种情况时予以绝对保密，同时考虑到学
生中的正义和平等待遇，避免在处理不良行为时使用非教育方法，包括一切形式
的生理和心理虐待。
79. 此外，社会工作者也实施宣传和教育方案，提高对禁止体罚和暴力案件处
理机制的认识。为校长、教师和行政人员组织了一系列培训班，让他们了解每个
教育阶段不同年龄群体的特点和心理需要。社会工作者还每年参加卡塔尔保护妇
女儿童基金会等卡塔尔人权机构组织的培训方案，其中涉及学生中的暴力案件及
其解决办法。
80. 继续为通过媒体等途径在学校机构传播人权文化作出不懈努力，并采取了
切实的步骤。除了报告第三部分所述措施外，还包括以下措施：
• 将人权概念和原则纳入教科书；
• 为三个阶段的教育编写人权教学手册；
• 加强协会和学生会的作用，如老年人之友、儿童保护之友、人权协会
和所有学校中的学生会；
• 编写“我有权利”等一系列出版物，以及“我有这项权利”填色图
册；
• 组织课外活动，加强人权文化和概念的传播。
促进移徙工人的权利
81. 卡塔尔继续努力保护和促进移徙工人的权利。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采取了以
下步骤及立法和程序措施：
• 实施一个改善移徙工人招聘和留任条件的项目和另一个改善劳动市场
立法、发展机构能力的项目；
• 采取措施和立法程序，要求雇主确保《劳动法》和相关大臣决定规定
的移徙工人最低权利；
• 规定雇主有义务及时支付移徙工人的工资，并对未履行义务的企业予
以行政处罚，包括自动关闭营业点；
• 定期对受《劳动法》规定管辖的所有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并审查其记
录，以确保工人获得应付报酬；
• 根据 2009 年第 35 号埃米尔法令，建立内部监察组织，依照该法令，
在劳动监察部设立了一个监察机构，由劳动监察部及职业健康和安全
部组成，并扩大了对企业的检查。2012 年，共进行了 62,446 次定期突
击查访或收到申诉后的查访或再次检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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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设立指导和咨询小组，向工人介绍他们的法定权利和义
务，就雇用合同为他们提供咨询，并就如何与雇主及劳动部沟通提供
指导；
• 在劳动部设立三个劳动事务局，即劳资关系局、监察局和就业局，负
责保护工人权利；
• 设立热线电话，回应移徙工人的申诉；
• 在法院设立劳动部特别办公室，与劳资关系部协调监测审理日期，并
提供同声传译。
82. 除上述保护工人权利的措施和程序外，卡塔尔还采取了一些特别保护女家
庭佣工的程序，其中包括：
• 成立一个由劳动部、外交部和内政部组成的工作组，负责外籍家庭佣
工事务的持续协调，并探讨如何最好地保护她们的权利；
• 由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对家庭佣工的雇用合同进行核查，以保障其中规
定的权利。该部监测从国外输入家庭佣工的就业机构的活动，并定期
进行突击查访，以证实这些佣工没有遭到剥削，其权利受到保护。通
过这些查访，关闭了一些违法机构。
改革担保制度
83. 关于移徙者入境、出境、居留和担保的 2009 年第 4 号法准许在发生虐待等
情况下转让担保，以进一步保护移徙工人的权利。根据第 22 条，只要新雇主和
前雇主在书面上达成一致，内政部主管机构可将工人的担保转让给另一雇主，但
工人受《劳动法》管辖的，须经劳动部主管机构核可。根据第 12 条，在有些情
况下，为保护工人权利，转让移徙工人的担保可不经担保人同意。在确定担保人
虐待或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内政大臣或其代表可将不受《劳动法》管辖的
移徙工人的担保转让给另一雇主。出于同样的原因，应工人请求并经内政部核
可，可将受《劳动法》管辖的工人的担保转让给另一雇主。《劳动法》第 52 条
规定，违反第 9 条规定的，将处以 10,000 里亚尔罚款，第 9 条要求，居留程序
一旦完成，雇主不得扣留工人的护照，而应交出其证件，从而加强了对移徙工人
的法律保护。
打击人口贩运的行动
84. 通过卡塔尔打击人口贩运基金会，卡塔尔努力在《打击人口贩运国家战
略》和《2010-2015 年国家计划》框架内实施所建议的人权和人口贩运准则。在
此背景下，实施了一些项目和方案，其中包括：
• 通过实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综合安全战略，加强打击海湾地
区的人口贩运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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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警察培训学院及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举办培训讲习班，提高执
；法人员和刑事司法人员打击贩运的能力
• 通过基金会的卡塔尔庇护和人道主义救济之家，为贩运活动受害者提
；供庇护和保护
• 重视研究和分析；设立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关于打击人口贩运行
动情况的统计数据，并与卡塔尔主管机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交
。流这方面的经验和信息
卡塔尔还在这方面采取了以下重要立法措施：
》• 通过颁布将《联合国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行为的议定书
中的人口贩运定义涵盖的所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包含受害人和证人
；保护规定的法律，巩固打击贩运的国内立法
；• 建立监测人口贩运和非法移徙行为的法律和程序制度
• 继续努力避免对人口贩运者的有罪不罚，并适用受害人不得定罪原
则。卡塔尔建立了综合刑事安全系统，负责预防、控制和侦查人口贩
运罪行，并为一般和特殊威慑目的，处罚犯罪人。该系统保证人口贩
运活动将会得到处理和减少，并保证犯罪人不会免遭处罚或逃避刑事
；和民事责任
• 通过加大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努力，实施和适用了《2010-2015 年打击
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一系列的立法、宣传、研究和能
；力建设措施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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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ﻦ أهﻢ ﺗﻠﻚ اﻟﺘﺪاﺑﻴﺮ:
• إﺻﺪار ﻗﺎﻧﻮن ﻣﻜﺎﻓﺤﺔ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رﻗﻢ ) (15ﻟﺴﻨﺔ 2011؛
• ﺗﻄﻮﻳﺮ ﻋﻤﻞ اﻟﺪار اﻟﻘﻄﺮﻳﺔ ﻟﻺﻳﻮاء واﻟﺮﻋﺎﻳﺔ اﻹﻧﺴﺎﻧﻴﺔ ﺑﻤﺎ ﻳﺘﻤﺎﺷﻰ ﻣﻊ اﻟﻤﻌﺎﻳﻴﺮ اﻟﻌﺎﻟﻤﻴﺔ ﺑﺸﺄن دور اﻹﻳﻮاء؛
• اﻟﻘﻴﺎم ﺑﺤﻤﻼت ﺗﻮﻋﻴﺔ ﺷﺎﻣﻠﺔ وﻣﻨﻈﻤﺔ ﺷﻤﻠﺖ ﺟﻤﻴﻊ ﺷﺮاﺋﺢ اﻟﻤﺠﺘﻤﻊ اﻟﻘﻄﺮي ﻣﺴﺘﻌﻴﻨﺔ ﺑﻤﺨﺘﻠﻒ اﻟﻮﺳﺎﺋﻞ واﻷﺳﺎﻟﻴﺐ
اﻹﻋﻼﻣﻴﺔ )ﻣﺮﺋﻴﺔ ،ﻣﺴﻤﻮﻋﺔ ،ﻣﻜﺘﻮﺑﺔ( واﻟﺘﻲ ﺗﺆﺳﺲ ﻟﺜﻘﺎﻓﺔ ﻣﺠﺘﻤﻌﻴﺔ ﻣﻨﺎهﻀﺔ ﻟﻼ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 ﺗﻨﻈﻴﻢ ﻣﻨﺘﺪى اﻟﺪوﺣﺔ اﻟﺘﺄﺳﻴﺴﻲ ﻹﻋﻼن اﻟﻤﺒﺎدرة اﻟﻌﺮﺑﻴﺔ ﻟﺒﻨﺎء اﻟﻘﺪرات اﻟﻮﻃﻨﻴﺔ ﻟﻤﻜﺎﻓﺤﺔ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ﺑﺎﻟﺪول
اﻟﻌﺮﺑﻴﺔ ﻓﻲ اﻟﻔﺘﺮة ﻣﻦ  23-22ﻣﺎرس 2010؛
• إﻋﺪاد اﻟﺪراﺳﺎت اﻟﻮﺻﻔﻴﺔ اﻟﺘﺤﻠﻴﻠﻴﺔ واﻟﻤﻴﺪاﻧﻴﺔ ﺣﻮل اﻟﻌﻤﺎﻟﺔ اﻟﻤﻨﺰﻟﻴﺔ ،وأﺛﺮ ﺷﺒﻜﺎت اﻹﻧﺘﺮﻧﺖ ﻓﻲ زﻳﺎدة ﻣﻌﺪﻻت
ﺟﺮاﺋﻢ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وﻏﻴﺮهﺎ؛
• ﻋﻘﺪ اﻟﻌﺪﻳﺪ ﻣﻦ اﻟﻤﺆﺗﻤﺮات واﻟﻤﻨﺘﺪﻳﺎت واﻟﻨﺪوات واﻟﺤﻠﻘﺎت اﻟﻨﻘﺎﺷﻴﺔ واﻟﻤﻮاﺋﺪ اﻟﻤﺴﺘﺪﻳﺮة ﻋﻠﻰ اﻟﻨﻄﺎق اﻟﻮﻃﻨﻲ ﺑﺸﺄن
ﻣﻮاﺟﻬﺔ ﺟﺮاﺋﻢ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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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和促进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合作，卡塔尔发起了建设阿拉伯国
家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能力的阿拉伯倡议。卡塔尔政府承担了该倡议的
所有费用 600 万美元，目前正与卡塔尔打击人口贩运基金会、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实施
作为打击人口贩运国际标准培训的一部分，卡塔尔打击人口贩运基金
会与卡塔尔大学法律系合作，举办一年一度的教育和培训方案，即
“法律诊所”。该方案包含一系列的《人口贩运法》讲座、培养对人
口贩运受害人支助技能的实际培训课程、对有关机构的实地访问和培
；训讲习班
。基金会继续其针对贩运活动受害人的康复努力和方案

•

20

21

•

•

健康权
86. 作为对卡塔尔促进健康权工作的补充，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决定和措
施，具体如下：
；• 关于设立卡塔尔医学专业委员会的 2013 年第 7 号埃米尔法令
• إﻋﺪاد دﻟﻴﻞ إرﺷﺎدي ﻟﻠﺘﻌ ّﺮف ﻋﻠﻰ ﺿﺤﺎﻳﺎ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وﺗﻘﺪﻳﻢ اﻟﻤﺴﺎﻋﺪة واﻟﺤﻤﺎﻳﺔ ﻟﻬﻢ ،وﺗﺄﺗﻲ أهﻤﻴﺔ هﺬا اﻟﺪﻟﻴﻞ
ﻓﻲ ﺗﺤﺪﻳﺪ اﻟﺨﻄﻮات اﻟﻼزﻣﺔ ﻟﻠﻌﺎﻣﻠﻴﻦ اﻟﻤﺘﺼﻠﻴﻦ ﺑﻀﺤﺎﻳﺎ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ﻣﻦ اﻟﻘﺎﺋﻤﻴﻦ ﻋﻠﻰ إﻧﻔﺎذ اﻟﻘﺎﻧﻮن وﻣﻘﺪّﻣﻲ
اﻟﺮﻋﺎﻳﺔ اﻟﻄﺒﻴﺔ واﻟﻨﻔﺴﻴﺔ واﻻﺟﺘﻤﺎﻋﻴﺔ.

20

وﺗﻬﺪف هﺬﻩ اﻟﻤﺒﺎدرة إﻟﻰ ﺑﻨﺎء اﻟﻘﺪرات اﻟﻮﻃﻨﻴﺔ ﻟﻠﻘﻴﺎدات اﻟﻌﺎﻣﻠﺔ ﻓﻲ ﻣﺨﺘﻠﻒ ﻣﺠﺎﻻت ﻣﻜﺎﻓﺤﺔ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ﺑﺎﻟﻤﻨﻄﻘﺔ
اﻟﻌﺮﺑﻴﺔ )وﻣﻨﻬﻢ اﻟﻤﻮﻇﻔﻴﻦ اﻟﻤﺴﺆوﻟﻴﻦ ﻋﻦ إﻧﻔﺎذ اﻟﻘﻮاﻧﻴﻦ ﻓﻲ أﺟﻬﺰة وﻧﻈﻢ اﻟﻌﺪاﻟﺔ اﻟﺠﻨﺎﺋﻴﺔ ،واﻟﻤﻼﺣﻘﺔ اﻟﻘﻀﺎﺋﻴﺔ ،واﻟﻨﻴﺎﺑﺔ
اﻟﻌﺎﻣﺔ ،واﻟﻬﺠﺮة واﻟﺠﻮازات واﻟﻤﻨﺎﻓﺬ اﻟﺤﺪودﻳﺔ ،واﻟﺘﻌﺎون اﻟﺪوﻟﻲ ،وإدارة اﻟﻌﻤﻞ واﺳﺘﻘﺪام اﻟﻌﻤﺎﻟﺔ ،واﻟﻤﺴﺆوﻟﻴﻦ ﻋﻦ ﻣﺮاآﺰ
ودور اﻹﻳﻮاء واﻟﺮﻋﺎﻳﺔ اﻹﻧﺴﺎﻧﻴﺔ ﻟﻀﺤﺎﻳﺎ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واﻟﻤﺴﺆوﻟﻴﻦ ﻓﻲ ﻣﺆﺳﺴﺎت اﻟﻤﺠﺘﻤﻊ اﻟﻤﺪﻧﻲ( ،واﻟﺘﻌﺮف ﻋﻠﻰ
هﻮﻳﺔ اﻟﻀﺤﺎﻳﺎ وﻣﻌﺎﻟﺠﺔ أوﺿﺎﻋﻬﻢ وإﻋﺎدﺗﻬﻢ ﻷوﻃﺎﻧﻬﻢ أو إﻋﺎدة ﺗﺄهﻴﻠﻬﻢ وﺗﻘﺪﻳﻢ اﻟﺤﻤﺎﻳﺔ واﻟﺮﻋﺎﻳﺔ واﻟﻤﺴﺎﻋﺪة اﻟﻼزﻣﺔ ﻟﻬﻢ،
وأﺳﺎﻟﻴﺐ اﻟﺘﺤﻘﻴﻖ واﻟﺘﻌﺎﻣﻞ اﻹﻧﺴﺎﻧﻲ ﻣﻊ اﻟﻀﺤﺎﻳﺎ ،ﻣﻊ ﻣﺮاﻋﺎة ﻧﻮع اﻟﺠﻨﺲ واﻻﺣﺘﻴﺎﺟﺎت اﻟﺨﺎﺻﺔ ﻟﻠﺠﻤﺎﻋﺎت اﻟﻤﺴﺘﻬﺪﻓﺔ ﻣﺜﻞ
اﻟﻨﺴﺎء واﻷﻃﻔﺎ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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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ﻓﻲ هﺬا اﻹﻃﺎر ﻗﺎﻣﺖ اﻟﻤﺆﺳﺴﺔ ﺑﺎﻟﻌﺪﻳﺪ ﻣﻦ اﻹﻧﺠﺎزات ﻓﻲ اﻟﺠﺎﻧﺐ اﻟﺘﺄهﻴﻠﻲ ﻟﻀﺤﺎﻳﺎ ﺟﺮاﺋﻢ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ﺒﺸﺮ ،وذﻟﻚ ﻣﻦ
ﺧﻼل:
• إﻳﻮاء ﺿﺤﺎﻳﺎ اﻹﺗﺠﺎر ﺑﺎﻟﺪار اﻟﻘﻄﺮﻳﺔ ﻟﻺﻳﻮاء واﻟﺮﻋﺎﻳﺔ اﻹﻧﺴﺎﻧﻴﺔ اﻟﺘﺎﺑﻌﺔ ﻟﻠﻤﺆﺳﺴﺔ؛
• ﺗﻘﺪﻳﻢ اﻟﺪﻋﻢ اﻟﻄﺒﻲ واﻟﻨﻔﺴﻲ واﻟﺘﺮﺑﻮي واﻟﻘﺎﻧﻮﻧﻲ واﻟﻤﺄوى ،وﺗﻮﻓﻴﺮ آﺎﻓﺔ اﻟﺮﻋﺎﻳﺔ اﻟﺼﺤﻴﺔ ﻟﻬﻢ ،وذﻟﻚ ﻣﻦ أﺟﻞ
إﻋﺎدﺗﻪ ﺗﻌﺎﻓﻴﻬﻢ واﻧﺨﺮاﻃﻬﻢ ﻓﻲ اﻟﻤﺠﺘﻤﻊ؛
• إﻋﺪاد اﻟﻜﻮادر اﻟﻼزﻣﺔ ﻟﻠﻤﺘﻌﺎﻣﻠﻴﻦ ﻣﻊ ﺿﺤﺎﻳﺎ اﻹﺗﺠﺎر وﺑﺨﺎﺻﺔ اﻷﺧﺼﺎﺋﻴﻴﻦ اﻻﺟﺘﻤﺎﻋﻴّﻴﻦ واﻟﻨﻔﺴﻴّﻴﻦ وذﻟﻚ ﻣﻦ
ﺧﻼل دورات ﻓﻦ اﻟﺘﻌﺎﻣﻞ ﻣﻊ اﻟﻀﺤﺎﻳﺎ ﻣﻦ اﻷﻃﻔﺎل؛
• ﺗﺘﺨﺬ اﻟﻤﺆﺳﺴﺔ اﻟﺘﺪاﺑﻴﺮ اﻟﻼزﻣﺔ ﻟﺤﻤﺎﻳﺔ ﺣﻘﻮق وﻣﺼﺎﻟﺢ اﻷﺷﺨﺎص اﻟﻤﺘﺎﺟﺮ ﺑﻬﻢ وآﺎﻧﻮا ﺿﺤﺎﻳﺎ اﻻﺳﺘﻐﻼل اﻟﺠﻨﺴﻲ
ﻼ ﻋﻦ ﻗﻴﺎم اﻟﻤﺆﺳﺴﺔ ﺑﺘﻮﻓﻴﺮ ﻣﺤﺎﻣﻴّﻴﻦ ﻟﺮﻓﻊ دﻋﺎوى
ﻓﻲ ﺟﻤﻴﻊ ﻣﺮاﺣﻞ اﻹﺟﺮاءات اﻟﺠﻨﺎﺋﻴﺔ اﻟﻤﺘﺨﺬة ﺿﺪ اﻟﺠﻨﺎة ،ﻓﻀ ً
ﺗﻌﻮﻳﺾ ﻟﻬ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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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于设立初级保健公司的 2012 年第 15 号埃米尔法令；
关于将 2 月第二个星期二定为可带薪休假的年度国家运动日的 2011 年
第 80 号埃米尔法令。在这个节日，各部委、政府机构和公共机构为雇
员和相关人员举办适合其身体状况和年龄的体育和旅行活动，以提高
对运动在个人和社区生活中重要性的认识；
关于社会和健康保险制度及其实施条例的 2013 年第 7 号法；
在以各种疾病为主题的几个世界卫生日，在商场、各级学校和保健中
心举行宣传活动 ；
为社区不同群体如儿童、医生和教师举办教育和培训讲习班、讲座和
研讨会。
22

•

D.

培训、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

除报告第三部分提供的与培训、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有关的上述信息外，
在处理报告第四部分的一些建议时，我们还要补充以下内容：
• 培训公共部门雇员和发展妇女儿童保护领域的人力资源，是卡塔尔保
护妇女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首要重点。持续定期举办一些方案，提高工
作人员提供出色和有效服务的能力；
• 2010 年 2 月 4 日，最高家庭事务委员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以通过各种活动和媒体宣传，提高对国际公约如《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认识；
• 最高教育委员会和国家人权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实施《阿拉伯人权教育
计划》的合作备忘录。这两个机构在传播人权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希望能推动阿拉伯国家联盟委员会通过的该计划。人权教育对人
权的确立、传播、促进和保护产生了影响，卡塔尔希望在国际、区域
和地方层面履行其基本义务；
• 作为外交部年度计划的一部分，外交部外交学院为该部雇员举办了一
些关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介绍性课程。
87.

 واﻟﻴﻮم اﻟﻌﺎﻟﻤﻲ، واﻷﺳﺒﻮع اﻟﺨﻠﻴﺠﻲ اﻟﻤﻮﺣﺪ ﻟﺘﻌﺰﻳﺰ ﺻﺤﺔ اﻟﻔﻢ واﻷﺳﻨﺎن،آﺤﻤﻠﺔ اﻟﻴﻮم اﻟﻌﺎﻟﻤﻲ اﻟﺘﻮﻋﻮي ﺑﻤﺮض اﻟﺴﺮﻃﺎن

22

. واﻟﻴﻮم اﻟﻌﺎﻟﻤﻲ ﻟﻺﺑﺼﺎر، وﻳﻮم اﻟﻘﻠﺐ اﻟﻌﺎﻟﻤﻲ،ﻟﻠﺠﻠﻮآﻮﻣ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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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来挑战和前景

虽从立法、体制和认识角度而言，卡塔尔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了许
多进展，但它处于历史上的一个独特阶段，正在迅速实现全面综合发展。因此，
卡塔尔的增长和经济恢复速度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论坛的《2013 年人力资本
报告》中，卡塔尔在北非和中东国家中名列第一，在全球排名第 18 位。应当指
出的是，2013 年报告共涵盖 122 个国家，并集中在四个主要支柱上，即卫生、
教育、就业和有利环境。
89. 对人权的重视超出了立法范围，而是包括设立机构及制定战略、政策和方
案，将法律规定的人权保护变为现实。因此，设立了许多机构来增进和保护作为
一个综合和不可分割概念的人权。
90. 这一点在总体发展愿景(《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中得到强调，该愿景
包括教育、卫生、环境、移徙工人的权利、妇女赋权和儿童权利等领域影响人权
的重要主题。它还在《2011-2016 年国家发展战略》中得到强调，这一战略旨在
实现《卡塔尔 2030 年国家愿景》的各项目标，并切合实际地概述了今后几年将
在经济、社会、文化、人道主义和环境方面取得的进展。
91. 虽然卡塔尔在立法、体制和认识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并且拥有政治意愿
和物质资源，但仍存在某些暂时的障碍。其中包括：卡塔尔人口近年出现前所未
有、超过 100%的大幅增长，立法和体制进展是最近才有的，卡塔尔也是最近才
与国际人权机制来往。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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