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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在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七届会议期间，埃及于 2010 年 2 月 17 日根据普遍
定期审议机制接受了第一次审议，收到了 119 项建议，接受了其中的 165 项，拒
绝了 21 项，并回答了 25 项建议(A/HRC/14/17/Add.1)。埃及明确指出，一如普遍
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A/HRC/14/17)第 96 段所反映，建议 85-119 正在国家一级
执行。
2. 本报告第 4-15 部分概述了埃及在执行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时所接受的建议方
面取得的进展，以及 2010 年 2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的进展情况。它们涵盖已经
落实的 112 项建议和正在审查或仍在实施的 14 项建议。由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
和 2013 年 6 月 30 日革命以来埃及经历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埃及社会的需
求已经超出普遍定期审议包含的建议范围，远远超出了前政权偶尔实施的最低限
度的改革，并直接延伸到自由、正义、平等和人格尊严等人权原则的核心。
1.

二. 一般背景

年 1 月 25 日埃及见证了反对统治政权的和平民众革命，该政权被指控
利用国家概念建立政治和金融腐败网络。埃及人高举自由、尊严和社会正义的旗
帜，呼吁结束该政权并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它首先是一场在埃及保障
和保护人权的革命。在该政权倒台之后，政治发展持续到 2012 年 6 月，穆斯林
兄弟会一名成员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在选举中赢得了 51.7%的选票，有 51.8%的
合格选民参加了选举。埃及人民希望看到他们的革命目标得到实现，但反而震惊
地看到新总统实施了一系列威胁法治和旨在确保其一党权力的专制措施。他单方
面颁布了保护自己的法令不受司法审查的宪法声明，解聘了公共检察官并禁止执
行不符合其政权政治目标的司法规定，从而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同时其支持者
围攻了最高宪法法院总部，以阻止其开展工作。总统及其政党发表了政治声明，
在民众之间煽动仇恨和暴力，根据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对他们加以区分。为制定
新宪法而成立的制宪委员会专门由总统的政治盟友组成，因其违反民主标准而被
裁定为无效。然而，2012 年 12 月 25 日，一部明显的孤立主义《宪法》未经国
民同意而获得通过，其中含有明显的宪法和法律滥用条款，并解雇了最高宪法法
院的一些法官。
4. 目睹这些发展，人们开始感到总统正在破坏法治，他已偏离革命目标。一场
民众抗议运动应运而生，并组织签名运动呼吁尽快举行总统选举：约有 2200 万
公民参与，并为此进行了一些和平示威活动，但总统予以拒绝。
5. 面对这种拒绝，2013 年 6 月 30 日，埃及人民发起第二次革命，大约 3000 万
人呼吁改变航向，结束已执政一年的政权。该政权垮台，政治和民众力量商定了
国家路线图，以重建宪政体制，建立民主政权，开始修订总统和议会选举应遵循
的《宪法》。为修改《宪法》成立了 50 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埃及社会各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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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修订的《宪法》草案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明显表现为全民公决的参与程
度，在公投中 98.1%的多数表示赞同，妇女参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6. 紧接 6 月 30 日革命后，负责执行路线图的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过渡司法
部。这一新的机构主要关注人权和自由，为过渡司法开辟了道路，其目的是巩固
这些权利和自由，将其作为体制改革和健全管理的一部分。这种意图通过这种事
实清楚地得到反映，即议会事务部隶属于过渡司法部，反映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是立法机构的改革。
7. 2014 年 1 月 18 日通过修订的《宪法》是革命的胜利，是向改善埃及人权状
况的质的转变。该《宪法》将尊重和保障权利和自由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
分，为此专门用了一整章篇幅，使埃及以前的宪法条款未能考虑的权利成为法
律，如和平罢工的权利，尊严是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维护此种权利的义务，以
及信仰、思想、意见、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自由。该《宪法》还保证以通知
方式建立民间协会和机构的权利，实现全体公民平等，并确保他们享有各种权利
和自由，不受基予任何理由的歧视。它要求国家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为此目的
建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并确保国家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真正参与。
8. 作为路线图的第二阶段，2014 年 5 月中旬进行了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是在充
分尊重透明和中立标准、有众多民间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和外国机构在场的情况
下举行的。在国内和国外的埃及人参加了投票，占合格选民的 47.45%，其中包
括大量妇女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现任总统以 96.91%的多数胜出。
9. 为了完成第三阶段的民主旅程，在议会事务和过度司法部长主持下成立了一
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负有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正在依照《宪法》准备举行议会
选举必要的立法草案，《宪法》规定妇女、基督教徒、年轻人、残疾人和居住在
国外的埃及人都必须在未来的议会中有代表。此举是国家的一种保证，即整体体
制改革和健全管理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在此背景下，颁布了 2014 年第 45
号和第 46 号法令，分别涉及政治权利和人民议会。埃及的民主进程正在取得重
大进步，正在完成过渡阶段，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考虑到埃及人的权利和
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地生活，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尽管埃及
面临恐怖主义浪潮，其目的是破坏国家和恐吓公民，但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完成
国家路线图和议会选举，政府确认其有义务尊重和保护人权与自由，同时继续打
击恐怖主义。
三. 准备第二轮审议的方法(建议 27)

作为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埃及总理签发了关于建立了
一个全国委员会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审议机制起草第二份国家报告的
2013 年第 1100 号决定。该委员会由过渡司法和民族和解部长主持，其中包括外
交部、司法部、国家安全局、信息部、社会团结部、人力和移民部、全国妇女理
事会、全国母亲和儿童理事会以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署的代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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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委员会谨慎行事，确保该报告的起草工作涉及与所有政府和非政府机
构的全面讨论。这包括：
(a) 委员会成员之间以及与所有参与讨论埃及在 2010 年接受的建议实施情
况的国家机构的一系列政府间磋商，这将在本报告的随后部分予以详细介绍；
(b) 与国家人权理事会和在委员会中有代表的其他全国理事会协商和协
调，以了解它们对第一次定期审议后接受的建议的意见，从而提交一份真实的国
家报告，反映埃及在人权和自由方面的实际进展；
(c) 通过在国家人权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与埃及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大
量代表磋商，以了解他们对埃及人权状况的看法，讨论在人权和自由方面的挑战
和取得的成就，并考虑妇女、儿童和残疾人问题。本报告编制过程中考虑到了所
表达的各种意见。这也是政府关心支持和发展与埃及民间社会在人权领域合作的
一种体现，而这些意见将在下届议会讨论，以考虑如何将其纳入人权立法。
12. 因此，本报告反映了全国对话和磋商的结果，国家和委员会从 2013 年 12
月起就参加了这些对话和磋商。这些结果分为 13 部分，涉及如下问题：国家根
据国际人权文书和条约承担的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赋予妇女权力和尊重及保护她们的人权；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难民权利
和涉及移民和移徙者的问题；反对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打击人口贩运；尊重人权同时打击恐怖主义；与国际人权机构的合作。
11.

四. 埃及根据国际人权文书和条约承担的义务及其所作的保留
(建议 1–5、7、10、15、17–27、32、34、37、44–47、78)

埃及政府目前正在根据 2014 年 1 月修订的《宪法》审查和评估其对国际人
权文书和公约的所有保留，然后将这些保留提交埃及议会，议会将决定是否撤销
对符合《宪法》规定的埃及立法基础的条文的保留，首先是伊斯兰法的原则(第 2
条)。目前正在审议的一些最重要的保留涉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2 条和第 16 条)。
14. 埃及将继续维持对国际人权文书的一些保留，例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第 17 条。埃及法律，基于其伊斯兰法的原则，赋予夫妻双方权利和
义务，虽然夫妻不完全相同，但是相辅相成。该条中的某些款项所设想的实现平
等将损害妇女目前享有的权利。
15. 埃及对国际人权文书有关仲裁的保留是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该条允许各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提出保留，并基于同
意关于对缔约国对国际文书的不同解释进行仲裁的原则。该原则是一般国际法中
规定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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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家法律符合国际标准，并继续民主改革进程，2014 年《宪法》(特
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组成的第二章和关于公共权利、自由和义务的第三章)含有确
保埃及遵守其批准的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各项义务的条款。在这方面《宪法》还
包含很多其他规定， 特别是第 92 条，规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能暂停或减
少，任何规范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不得以损害其实质的方式限制他们，以及第
93 条，规定“国家应受埃及批准的国际人权协定、公约、章程的约束，在按照
规定的条件公布后它们应具有法律效力”。2014 年《宪法》还保证尊重和保护
一切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
展权。第 80、81 和 83 条保障社会中某些群体：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权利，
并首次规定国家保障侏儒的权利。
17. 在 2011 年以来埃及经历的过渡时期，颁布了若干法律和法令，以履行国家
根据人权文书承担的国际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
(a) 2011 年第 10 号法令，规定恐吓和干扰和平为犯罪行为；；
(b) 2011 年第 11 号法令和 2014 年第 50 号法令，对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施
加更严厉的惩罚，并修改《刑法》(第 306 条之二(a)和(b)项)；
(c) 2011 年第 34 号法令，规定阻碍工作权和破坏公共设施为犯罪行为；
(d) 2011 年第 111 号法令，通过建立交流信息的权利修订《新闻法》；
(e) 2011 年第 130 号法令，建立了一个投票系统，使在国外的埃及人能够
参加大选和公民投票；
(f) 2012 年第 14 号法令，涉及西奈半岛的综合发展；
(g) 2012 年第 23 号法令，为单身女性推行一种医疗保险制度；
(h) 2012 年第 86 号法令；规范学龄前儿童的医疗保险；
(i) 2013 年第 106 号法令，禁止政府官员中的利益冲突，作为一种反腐败
措施；
(j) 2013 年第 107 号法令，规范公众集会的权利及举行和平游行和示威的
权利。
在修订的 2014 年《宪法》生效和举行议会选举后，议会将开始修订国内法
律，使其与新的宪法规定相一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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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建议 10、34、35、39、40、47、48、
83-84)

埃及法律充分尊重国家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担的义
务，并在国际人权法一般原则的范围内规范这些权利。作为其中的一部分，2011
年修订了 1977 年关于政党的第 40 号法令，允许仅仅以通知的方式组党，这也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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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宪法》第 74 条中得到证实。负责审查建立政党通知的委员会成员仅限
于法官，不像前政权时那样包括行政机关的成员。此外，现在解散政党属于非
法，除非通过司法裁决。由于这些措施，政党的数目已增至 84 个。2011 年以来
举行了多次公民投票和选举，全部具有透明和公正的特点，其结果是选民意愿的
真实表达。选举规则和程序已通过直接规范政治权利和议会的 2014 年第 85 号和
第 86 号法令重新制定，从而确保更大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符合国际标准。
19. 宪法保障思想、见解、言论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可限
制的绝对权利，除非其行使可能在公民中煽动仇恨、暴力和歧视，然后只能通过
司法机构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加以限制(第 65 和 67 条)。《宪法》第 68 条还
保障交流和发布信息的权利。
20. 《宪法》第 70、71 和 72 条规定埃及尊重和保障出版和印刷以及平面、视
频、音频和电子媒体的自由和独立性。这些条款还规定可以仅以通知方式建立媒
体。由于其特殊性质，视频、音频、电子媒体通过关于它们如何才能建立和拥有
的专门法律规范，最重要的是 2003 年第 10 号《电信法案》。无论是埃及《宪
法》还是国家法律均不对博客或公众访问互联网施加任何限制。见解和言论自由
以及新闻和出版自由最近已有很大进步。国家报社经理现在通过一个程序挑选，
由报社本身提名候选人，然后将其姓名送交最高报业评议会，国家的行政或立法
当局不加干预。最高报业评议会是由一个独立机构，由国家和独立报纸的记者组
成；不像以前的时代，它与舒拉协商会议分开，并负有监督国家报纸和独立报纸
出版的任务。作为同一过程的一部分，信息部已经让位于一个新的部，并正在采
取步骤根据 2014 年《宪法》第 211 条成立媒体管制最高理事会。
21. 埃及政府在 2013 年 11 月 14 日取消了紧急状态。埃及历部《宪法》和宪法
声明以及 2014 年《宪法》第 154 条规定了保证宣布紧急状态尽可能限制其范围
的规则和条件。宣布紧急状态必须提交给人民议会，期限最长为 3 个月，经人民
议会同意后可延长相同的时间。在对 15 年第 17 号案件的判决中，最高宪法法院
裁定 1958 年有关紧急状态的第 163 号法令第 3 条(1)款违宪，因为它授权逮捕和
拘留涉嫌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人，并搜查人员及处所。
22. 关于在实际执行死刑方面尊重最低标准，埃及法律要求遵守《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和 14 条)和《儿童权利公约》(第 37 条)中包含的所有
标准。该问题在附件 2 中更详细说明。
23. 《宪法》保障宗教和信仰完全自由，允许不同宗教信徒的个人地位根据它
们自己的法律加以规范，并确保他们自由从事和规范自己的宗教事务，以及选择
自己的宗教领袖(第 3 条)。信仰自由大于 2012 年《宪法》，其中仅规定“信仰
自由得到保障”。举行宗教仪式和建设宗教场所的权利也得到保障(第 64 和 235
条)，要求人民议会在其活动的头九个月内颁布一项规范教堂建设和改造的法
律。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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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宗教间对话和传播宽容与理解，2011 年 1 月，爱资哈尔大学和科
普特东正教会推出了“埃及家庭之家”倡议，这是这两个机构为加强全社会的公
民价值观、打击任何基于宗教理由的煽动暴力和歧视以及在埃及人之间传播宽容
文化而要求的。“埃及家庭之家”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宗教领袖人物、思想家和
专家组成，由爱资哈尔的谢赫和科普特教会的教皇轮流主持，并定期召开会议，
以解决公民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紧张局势，并向政府提出解决方案。此外，“埃
及家庭之家”还与私营部门和埃及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修复和
重建在 2013 年 6 月 30 日革命事件中遭到破坏的宗教场所，尤其是在上埃及，由
于埃及武装部队的援助和私营部门的捐款和援助，正在努力为恢复 46 所破损的
教堂筹集 3 亿埃及镑。
25. 埃及法律保障立即告知逮捕或拘留原因的权利、 法律援助的权利， 以及
被审前羁押者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 134 条确定了风险因素(即用于限制被
告人自由的参数)，规定了一个取决于罪行及其导致惩罚的性质的客观标准，并
对导致超过一年监禁的罪行限制使用审前羁押。
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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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建议 7、21、46、50-54、56-59、6164、74、77)

年《宪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尊重和保障埃及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其中包括住房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这些权利的其余部分根据《宪法》
第 92 条和第 93 条予以保护。
27. 近年来，埃及政府努力消除文盲。它进行了实地研究，重点是各领域和埃
及各省文盲者的教育需求。它一直在信息技术领域积极开展工作，编制“学生和
教师数据库”，作为监测成绩的一种方法。它采用了分权原则，在全国各省制定
了消除文盲执行计划，每项计划针对有关省的具体情况，并让区域总督担任扫盲
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它扩大了在扫盲方案中采用的方法。它采用多种方法根据
每个省的情况应对目标群体的所有教育需求。它与民间社会建立了伙伴关系，增
加了在埃及各地从事扫盲工作的民间社团的数量，以向穷人提供多元化的模块化
服务和奖励。它增加了教育工作者培训方案，以便按照扫盲和成人教育总局与联
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协调建立的机制打造一个专业教师队
伍。它为公民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识字证书提供了便利，使他们能够在其不同省份
的居住地点获得这些证书，它还提供扫盲后持续教育方案。
28. 政府一直审慎，确保所有群体和地区的全面发展，首先通过着重满足社会
各阶层、特别是穷人需要的一些方案和政策，确保心理、社会和经济稳定。它通
过为一些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特殊预算经费支持民间社会发展协会，旨在保障就
业机会和改善社会最贫困阶层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水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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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社会保险方案，政府确定了最贫困群体的最低生活标准，并向受灾
人口提供援助。约 600 万公民从中受益。家庭社会保险养老金增加了 50%，政府
已颁布了确定国家工作人员最低工资的法令。
30. 政府制定了 2012-2027 年住房战略，为特定群体提供适当的住房，其中包括
收入有限的家庭、单身妇女、残疾人和青年人。正在与埃及民间社会的代表协调
拟定该战略，他们正在参与其制订和实施。政府还颁布了 2014 年第 33 号社会住
房法令，其目的是向收入有限的人提供居住单元和向中等收入的人提供建房地
块。该法令还规定建立社会住房基金，由国家预算中的特殊经费资助。
31. 该基金参与了众多住宅项目的融资，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低利率
贷款，通过推出一个网站和设立一条热线电话处理融资请求而扩大公民从该基金
项目获益的基础。
32. 失业是妨碍公民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根本障碍之一。2012 年中
央公众动员和统计数据图表明，埃及的失业率约达到劳动市场劳力的 12%(男性
为 8.87%，女性为 22.73%)。与此相比，2011 年为 8.9%，说明存在可能在未来威
胁埃及社会稳定的风险。
33. 25 岁以下的青年人占埃及人口一半以上的，他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
失业的挑战。他们是受不公平和贫困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极少数人
具备在迅速变化的劳动市场上找到工作的必要技能、知识和自信。因此学习和适
应能力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34. 解决失业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优先事项，需要仔细协调政策。近年来，
政府一直在实施一项解决短期和长期失业问题的全面国家战略。该战略――有关
政府部门、埃及商人和民间社会已参与――基于共担责任的原则，目的是吸引外
国和本地资本，以开拓新的市场，并推动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开展微型项目，鼓
励小规模投资，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供需水平，并制定国家培训政策。这
些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元素随后将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基础。
29.

7

七. 赋予妇女权力与尊重和保护她们的人权(建议 1、7、11-13、
16、28-33、40-43、46、58、60、63)

《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自由和公共责任平等，以及所有
公民不分男女机会平等。它要求国家确保妇女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中有充足的代
表，遵守埃及已批准的保护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和一般人权的国际条约，采取措
施确保在各级公平对待妇女，并确保妇女能够在国家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机构担
任任何职务。根据涉及保护妇女权利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赋权的 22 条《宪
法》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是第 11 条)，议会将审查一些相关的法律，确保平等和
不歧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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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46 号人民议会法令为妇女在人民议会议中分配了空前数量的席
位。为了确保妇女在议会中有足够的代表，它要求选举名单上的候选人至少一半
和共和国总统任命的候选人至少一半为女性。
37. 埃及为衡量工作、健康、教育和政治权利领域的性别平等推出了新的类型
指标，目的是监测这些政策对妇女带来的利益，并改善目前运用的方法惯例。这
将导致发展跟踪系统和预算，满足妇女在规划和后续活动各个阶段的实际特殊需
要，并将有助于实现关于到 2015 年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和改善孕产妇健康的第 4
个和第 5 个千年发展目标，例如：
(a) 经济权利和经济赋权。妇女，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和公共工
程中工作的单身女性和贫困妇女在工资、定期和晋升加薪、特殊津贴、结婚津贴
和退休金以及获得这些利益的方法方面享有与男子完全的平等。与男人一样她们
自己和子女享有健康和社会服务以及供养的家庭成员免税。这是在取消 2005 年
第 91 号税法有关该问题的旧税收法律中所包含的歧视性规定后发生的。政府、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之间合作启动了一些国家项目， 以帮助贫困妇女参加小企
业计划。这些项目由社会发展基金、纳赛尔银行、埃及天课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机
构、民间社会团体和全国理事会等埃及金融机构执行(附件 3：全国儿童和母亲理
事会的项目)。这些项目惠及农村和边缘化地区数以千计的妇女，并得到妇女本
身生产活动的支持，这些活动有助于改善她们的经济状况；
(b) 社会权利和社会赋权。埃及政府与全国妇女理事会协调，协助没有国
民身份证的贫困妇女获得身份证，并为未登记的女性出具出生证明。迄今已发放
大约 270 万身份证。埃及政府还与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执行某些国家项
目，旨在支持妇女的社会权利 ，如受教育权和健康权。
38. 政府在全国每一个村庄和人口中心成功建立了医疗站，通过训练有素的医
生和护士根据卫生和人口部拟定的协议向妇女提供卫生保健。除此之外，大部分
省都有被称为“妇女健康中心”的先进中心。这些中心不断升级，除提供卫生保
健外还提供社会和经济服务。此外，女性健康先行者活跃在国家层面，向各种年
龄的妇女提供健康教育，并向农村妇女展示如何将卫生服务充分用于紧急护理和
治疗。
39. 埃及的保健方案包括一项防止性传染或血液传染疾病尤其是艾滋病毒/艾滋
病、传染性丙肝病毒和其他疾病的国家方案。在埃及各地建立了二十七个青年友
好诊所，告知年轻人这些疾病的危险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预防方法。这些中心保
护患者的隐私权和信息机密。还在卫生部及其各司局建立了热线电话，以接受查
询并提供建议。
40. 卫生和人口部在国家一级监测孕产妇死亡率，以发现其原因并采取适当的
预防措施。保健方案包括早期发现乳腺癌、宫颈癌和子宫癌计划，此外还有一个
与国际关怀组织在埃及许多领域合作的国家癌症登记方案。该部还监测国内外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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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方法的质量，与民间社会组织协调，在提高认识和改进向偏远地区和农村
地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方式方面培训女性保健先行者和农村女性先行者。
41. 正在研究将计划生育服务纳入一个全面的健康保险方案。国家正大力吸引
女性注意疾病预防与计划生育服务，并改变医疗保险协会的管理方式，以提高服
务质量，同时铭记较贫困人口阶层拥有的手段。教育部已将生殖健康内容纳入学
校课程，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同时印刷、视听媒体也通过特殊广播和电视节目积
极参与女性健康教育。还有一个埃及电视频道专门播放关于提高对健康问题认识
和提供建议的节目。
42. 埃及政府为在政治上赋予妇女权力采取了多种步骤，并执行了一系列措
施。这些措施包括：
(a) 埃及的法律和 2014 年《宪法》规定保障妇女成立非政府妇女组织主要
联合会的权利，以帮助妇女获得她们的权利，为处理和解决她们的问题进行合
作，并在联合会的地理区域内就妇女发展问题展开研究；
(b) 在各部委建立机会平等单位，以应对在工作场所涉嫌歧视妇女的任何
做法；
(c) 建立妇女工会委员会，以支持妇女和儿童在工会联合会的权利，确保
妇女获得她们的人权和行使她们的基本自由，并确定妇女是否享有宪法规定的与
男子平等；
(d) 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支持下举办培训班，就女性在各领域的人权
对妇女进行教育；
(e) 促进非政府组织在省级地方联合会内成立妇女委员会，以促进民间社
会团体的作用，并支持各种方案，就女性在各领域的人权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
进行教育；
(f) 2013 年 8 月全国妇女理事会与内政部(人权和社区联络科)签署协议，以
加强双方的合作，制定新的机制保护妇女并向她们提供法律和安全援助；
(g) 社会团结部举办了 717 场讲座，就贩卖人口、人权、针对妇女的暴
力、早婚、女性割礼、妇女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涉及社会和经济状况的
其他问题对妇女进行教育。该举措针对参加农村妇女发展中心、妇女俱乐部和妇
女住宅及指导中心的人。
43. 全国妇女理事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荷兰政府合作，建立了一个政治教
育中心，向希望参与政治生活的女性提供强化培训。它还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在
国家一级开展社会宣传活动。尽管女性在最近一届议会中的代表性低，但妇女参
加选举投票的人数明显增多，在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选举中许多地区
参加投票的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此外，理事会主席是起草 2014 年《宪法》的
50 人委员会成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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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女性议员，推出了一个处理下列问题的培训方案集成包：妇女与
政治参与、农村女性先行者和政治参与、候选人选拔、管理竞选活动以促进女议
员的作用，以及一系列培训方案，其目的是准备一个能够在决策论坛、特别是在
即将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竞争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女性政治人物阶层。培训方案
针对希望成为工会理事会、政党、民间社会组织和省一级人民联盟候选人的女
性。
45. 为了打击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全国妇女理事会成立了一个监察员办公
室，以解决阻碍女性有效参与社会的问题。该办公室是女性检举她们遇到的任何
歧视性做法的正式渠道，包括一个律师和专家团队来解答疑问，提供法律咨询并
向相关部门转发投诉。该办公室配合各相关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部委内的机会平
等单位、爱资哈尔和国家理事会，以监测和解决问题。
46. 根据 2012 年 9 月 25 日第 261 号部长令，在社会团结部内成立了一个机会
平等单位，以接收全国妇女理事会监察员办公室的投诉，研究这些投诉并将其转
发相关的办公室采取适当行动，从而帮助有关团体解决他们投诉背后的原因。这
有利于维护家庭单位，并限制对妇女的歧视。
47. 内政部设立了举报暴力、强奸和对妇女非礼事件的热线电话，并成立了受
害者护理中心。它还培训了女性警察，以协助暴力、骚扰或强奸的女性受害者。
此外还有上文第 17 段(a)中所述打击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措施。
48. 内政部在内政部长办公室和人权及社区联络科成立了专门的反暴力单位，
以确保人权和与社会联络得到更多的重视，并促进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以及处理与
之有关的问题。该单位由 10 名警员组成，包括 4 名在不同领域具有专长的女性
警员，被认为是警务工作发展的基石，并将扩展到其他层面。
44.

11

八. 儿童权利(建议 6、14、37、49)

年《宪法》第 80 条规定 18 岁以下的人为儿童，并保护他们的权利，
特别是他们的姓名、身份证件、免费强制免疫、卫生保健、家庭或替代照料、基
本营养、安全庇护所、情感和认知发展及受教育的权利，也包括残疾儿童。它含
有照顾和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伤害、虐待和商业及性剥削的规定，并
为受害儿童建立一个特殊的司法体系。在以前的埃及宪法中没有这些权利和自
由。
50. 根据 2008 年第 126 号法令修订的 1996 年第 12 号法令，政府通过一个全国
服务单位网络，包括托儿所、儿童俱乐部、接待家庭项目、童工关怀倡议、农村
儿童项目、住宅托儿所、寄养家庭和儿童村，向儿童提供全面的综合护理(社
会、教育、卫生、文化和发育)。这些努力得到非政府组织和全国母亲和儿童理
事会工作的补充(附件 3：全国母亲和儿童理事会的工作)。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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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关于儿童替代照料，制定了综合国家战
略和方案。这些战略和方案包括，诸如，寄养家庭系统、 住宅协会、 住宅
托儿所、 儿童村、 向犯罪高危儿童提供社会照顾协会、 督查中心 和社
会监测办公室。 社会团结部提出的一项提高孤儿院质量标准的战略目前正在
推出。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审查适用于孤儿院的规则及法规并使之现代化；第
二，制定住宅协会内部的质量标准，作为管理人员的指南，从而使他们能够与专
门的民间社会团体和该领域的专家合作，向孤儿提供综合服务；第三，提高住宅
协会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效率、培训服务提供商，并向他们颁发证书。
52. 作为打击童工现象的社会关怀和发展机制之一，政府成立了童工中心。这
些中心通过一个社会协会运作，该协会向 6 岁至 18 岁儿童提供发展照料，以限
制童工的负面影响，并跟踪《儿童法》第 123 条至第 137 条及其实施条例的落实
情况。
53. 政府正在研究多项措施，以改善和扩大向儿童提供的照顾，包括修改相关
法规和决定，使之符合社会的发展。这也涉及修改《儿童法》实施条例第 85 条
和第 87 条，使儿童从出生而非从两岁即可得到寄养家庭的照顾，或按照 1996 年
第 12 号儿童法案为住宅协会中没有自己家庭和已经达到 18 岁的儿童的后续照料
延长宾馆项目。其他行动涉及增加国家一级为住宅协会中没有自己家庭的儿童设
立的心理辅导中心的数量，为这一社会阶层面临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及时找到解决
方案提供适当的机制，并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精神和社会平衡。
54. 《宪法》第 80 条保障依照相关的国际标准尊重和保护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儿
童的权利。埃及的法律，尤其是《儿童法》和《刑法》，也确保落实《儿童权利
公约》和联合国标准中规定的照料和权利(附件 5：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儿童的待
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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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残疾人权利(建议 15、65)

《宪法》第 55、80、81、93、180 和 244 条含有保障残疾人政治、社会和
经济赋权以及考虑他们特殊需求的权利，作为埃及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所承
担义务的一部分，埃及政府与全国残疾人理事会和民间社会合作，起草了一部保
护他们权利的综合法律。《宪法》第 244 条规定，在《宪法》获得批准后残疾人
在第一届人民议会中应有适当的代表。为此，2014 年人民议会第 46 号法令规定
选举候选名单必须包括至少一名残疾人，而长名单则必须包括至少三名。
56. 根据人民议会主席 2012 年 4 月 17 日第 410 号决定，政府成立了国家残疾
人理事会。该理事会由总理领导，总部设在开罗。理事会可在国家一级建立分支
机构，并具有众多的协调、咨询和监督功能。它表达对立法、决定和国际协定草
案的意见，并监督涉及残疾人的法律和法规在国家所有办公室的执行情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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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残疾人理事会包括法律专家和顾问，审查法律和法规并跟踪协调和监
测。它为制定埃及残疾人政策和战略成立了 16 个小组委员会，并在 2013 年参加
了起草 2014 年《宪法》的 50 人委员会。
58. 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及全国母亲和儿童理事会协调，实施旨在保护残疾儿
童并使他们融入社会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涵盖若干方面，如向服务提供者提供
关于如何保护残疾儿童和非残疾儿童以及如何确保他们获得其成为具有生产力的
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和技能的培训；建立一种制度防止侵犯儿童权利，认
识潜在的违规行为，通过小组委员会处理这些行为并加强这些小组委员会成员的
能力，以及支持在各部门和全国理事会内设立统一单位，以保护儿童并跟踪保护
政策在各级的落实情况(附件 6：保护残疾儿童权利国家方案)。
59. 埃及政府正在继续实施若干政策，依照相关国际条约为残疾人权利提供有
效保障。这些政策包括一项修正经 1982 年第 49 号法令修订的 1975 年第 39 号康
复法令的提案，以完善残疾人的权利，使他们享有与其他人平等的权利，和关于
反对歧视、机会平等和尊重能力及自由的提案，以及确认残疾人享有受教育、医
疗、康复和融入社会、见解和言论自由、安全生活和不遭受酷刑或胁迫的权利及
其他权利。正在通过一系列研讨会、会议和讲习班在综合社区环境中讨论这些建
议，民间社会、国家残疾人理事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均参与其中。目前正在关注修
订大多数关于康复的法规和部级决定，使它们符合现代发展、《残疾人权利公
约》和 2014 年《宪法》。
60. 该部成立了一个由社会康复专家和本部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监测残疾人
目前的社会融入水平，评估现有服务和发展残疾人领域的机制，以提供更高质量
的服务。一项关于残疾人数据库的工作已经完成，输入了 13,000 个案例，并列
出了约 4 万个更多的案例。该信息已分发给各司局和部门，供他们补充自己的数
据，并帮助他们确定残疾的性质和便于向有关人员提供援助。
61. 全国残疾人理事会目前正在研究其他国家残疾人教育一体化的案例，并制
订教育政策，以确保学校和大学中的这种一体化。它还向因残疾错过受教育机会
的人提供单班级学校或远程教育等替代方案，并举办关于私营公司的就业趋势和
需求的民意调查，确保对残疾人的培训符合埃及劳动市场的需要。
57.

十. 难民权利与涉及移民和移徙者的问题(建议 7、8、76)

埃及尊重其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权利的国际公约》及其所批准的所有相关国际条约承担的所有义务。
2014 年《宪法》第 62 条保障迁徙、居住地和移民自由，并规定任何公民不得被
驱逐出境。第 63 条禁止任何形式的公民被迫任意流离失所，将其定为一种不受
时效影响的犯罪行为。根据第 88 条，国家应保障在国外生活的埃及人的利益，
保护他们及其权利和自由，使他们能够执行其公务，确保他们根据法律规定参与
选举和公投。第 244 条保障他们在批准《宪法》后选出的第一届人民议会中有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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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代表。为此，2014 年人民议会第 46 号法令要求选举候选名单必须包括至少
一名在国外居住的公民，而长名单则必须包括至少三名。
63. 政府与人权高专办驻开罗办事处密切合作，支持和促进其登记难民和寻求
政治庇护者的工作。自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这种合作有所加强，因为
埃及努力保障在埃及领土的叙利亚公民可以享受其各种权利。该办事处的财政资
源有限，阻碍了一些合作项目；不过埃及专门拨出了一部分国家资源，以确保叙
利亚公民享有与埃及公民相同的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
64. 一切有关移民的事宜由一个国家委员会进行协调，该委员会称为“非法移
民国家协调委员会”，系依据 2014 年第 380 号总理令设立。该委员会负责协调
全国工作，规范涉及在埃及的移民和在国外的埃及移民的问题，并协调政府关于
提高对移民问题的认识和打击非法移民现象的政策。
65. 埃及政府为确保海外埃及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采取了若干措施。其
中最显著是 2011 年第 130 号法案，在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给予他们在普选和公民
投票中行使投票权。此外，最高选举监督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网站，让住在国外的
合格埃及选民使用他们的国民身份证号码登记。通过埃及外交部在海外的代表
团，他们可以获得一个选民号和他们投票所需要的所有文件，通过挂号邮寄或亲
自前往设在国外的选举委员会总部投票。2014 年第 22 号普选法令和直接规范政
治权利的 2014 年第 45 号法令简化了这些程序，使居住在国外的埃及人只需纳入
选民数据库即可进行投票，无需事先登记。
66. 为了限制非法移民现象，人力和移民部成立了一个预旅行中心，以培训移
民或其他希望到国外工作的人(无论是在欧盟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帮助他们掌握
关于他们希望去旅行的国家的语言、习俗和社会传统的重要知识，以便利他们融
入社会。该部目前在各省设有 6 个移民咨询办事处，其它办事处正在另一些地方
设立，目的是限制非法移民和提高对其危险的认识。
十一. 反对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建
议 9、35、36、39、84)

根据 2014 年《宪法》第 93 条，埃及批准的国际条约成为国家法律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埃及尊重《禁止酷刑公约》中所载的酷刑定义，所有它需要
做的是在大选后改变国家法律。
68. 埃及对在其第一次审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审查埃及《刑法》第 126 条和第 129
条中酷刑定义的建议作了答复(A/HRC/14/17/Add.1)，而且事实上确实准备了一项
对其修正的法案，该修正案已提交议会。然而，2011 年 1 月和 2013 年 6 月革命
以及国家经历的没有人民议会的过渡时期阻碍了该修正案的批准，该修正案将使
埃及法律中的酷刑定义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
67.

14

GE.14-09045

A/HRC/WG.6/20/EGY/1

关于调查并解决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案件的
建议，附件 7 对该领域调查的立法和行政架构作了详细介绍。
69.

十二. 打击人口贩运(建议 44、45)

埃及十分重视人口贩运问题，并已采取措施将其定为犯罪。它还批准了禁
止贩卖妇女和儿童以及反对一切形式剥削的相关国际和区域条约。其中最重要的
有 1999 年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的国际劳工组织第 182 号公
约(该公约根据 2002 年第 69 号总统令生效)、2000 年巴勒莫会议通过和 2004 年
3 月 5 日毫无保留批准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
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及 2002 年 7 月 12 日批准
的《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
书》。埃及使用的人口贩运的定义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
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 3 条中所载的
定义，埃及法律惩罚该议定书中描述的所有形式的贩运。
71. 根据 2007 年第 1584 号总理令，埃及政府成立了打击和防止人口贩运国家
协调委员会。该机构的任务是制定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动计划，编写国家努力解
决这一问题的年度报告和监测埃及履行其根据《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情况。该委员会还提出必要的
立法措施，并促进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贩运人口全球方案和其
他组织的合作，以便该议定书的实施。
72. 埃及是颁布法律打击人口贩运的首批国家之一(2010 年第 64 号法令)。该法
令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界定，实行更加严厉的处罚，规定了适用该法律和国际司法
合作的框架，保护受害者，并建立了由总理领导的打击人口贩运国家委员会。该
委员会在国家层面负责协调打击人口贩运的政策、计划(2011-2012 年和 20132015 年)和方案，向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服务，并保护证人。
73. 根据 2011 年第 11 号法令，对《刑法》的若干条款和内政部为解决该问题
所采用的行政措施进行了修订，对强奸、性侵犯、以手势或文字煽动女人做不道
德之事、绑架和剥削未成年人、猥亵和骚扰施加了更严厉的惩罚(第 267、268、
269、269 之二、288、289、306 之二和 306 之二(b)条)。
74. 内政部制定了一份计划，以改善打击人口贩运的安全方面。其中包括建立
专门的警察单位，制定培训方案提升警务人员的技能，以及与外国安全机构和国
际人权组织合作和交流信息。
75. 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协议的办法，人力和移民部正在努力规范和保护在国外
工作的埃及妇女，以此打击对妇女的剥削。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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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母亲和儿童理事会打击人口贩运科的活动正在三个平行的重点领域取
得进展：行政、立法和宣传(附件 8：全国母亲和儿童理事会打击人口贩运科的活
动)。
77. 公共检察厅和司法机关根据 2010 年第 64 号法令处理人口贩运案件。埃及
制定了一个供相关机关在与受害者打交道时遵循的人权基本框架，以及保护他们
权利和利益的措施， 如建立与受害人的立即信任联系，确保他们不被视为犯
罪嫌疑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如果他们不说阿拉伯语则帮助他们翻译，采取
必要措施隐瞒他们的姓名和身份，阻止媒体访问，禁止照相，以及确保犯罪嫌疑
人不与受害者混在一起，威胁或伤害他们。
78. 在其为保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所采取的措施中，当局对儿童的需要表示特
别关注。尽快完成调查，同时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避免在审讯过程中受害儿
童与罪犯之间直接接触。此外，在决定他们是否出庭作证前，受害儿童有权充分
了解安全影响和刑事诉讼。特别重视儿童保护委员会和国家儿童保护机构提交的
有关贩卖和剥削儿童的陈述和投诉，并与这些机构协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
被害儿童和证人。儿童无论是受害者、证人还是被告，在公诉出庭时，都应以同
情和尊重对待，不能对他们造成身体、精神或道德伤害。他们只能为调查或记录
目的而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被扣留在公诉机关。还规定确保受害儿童或证人不
受惊吓，使他们在完全自由、没有压力或影响或身体或精神胁迫的情况下提供证
据。还必须将他们的案件提交专门的儿童保护委员会，以根据《儿童法》第 96
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和帮助他们，当他们处于危险时尤其如此。
79. 尽管做出了一切努力，埃及在该领域仍然面临一些挑战。最严重的挑战之
一是缺乏一个收集、分析及交流关于该现象规模和严重程度的准确信息的全国综
合数据库，以及缺乏对该问题的精确控制，因为埃及是其他国家的过境区。
80. 埃及相信国际合作对打击人口贩运的重要性，因为任何国家，无论其手段
如何，都不能独自应对该问题。它力图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并与来源国和东道国
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与其他国家、联合国各机构和特别报告员，尤其是人口
贩运问题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交流关于人口贩运的信息。
81. 埃及很高兴与其他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通过交流信息、培训、技术
和资金支持、后勤、尤其是通过对移民、执法和司法官员的培训以及在旅行监测
和证件安全与控制领域合作，应对该问题。它根据其批准的国际和双边条约响应
国际合作打击人口贩运的请求，以履行其义务，打击犯罪、实现正义、保护受害
者、逮捕罪犯并确保他们不会只因跨越了国界而逃避处罚。在没有双边或多边条
约的情况下，只要不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法治相冲突，公共检察
厅根据国家间的互惠或友好关系原则回应国际合作请求。
82. 政府已将跨国有组织犯罪主题(特别是人口贩运和受害者保护)作为向埃及法
律、立法和司法领域工作人员提供的培训的一部分。例如埃及公共检察厅与毒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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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开发计划署合作，为其员工举办了多个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
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班。
十三. 打击恐怖主义同时尊重人权(建议 35、79、80)

根据 2014 年《宪法》第 237 条，国家须在具体时限内打击威胁国家和公民
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保障公众权利和自由，并跟踪恐怖主义的资金来
源。法律应规范打击恐怖主义的规定和程序，并对由此造成的损害给予公平的补
偿。
84. 政府已完成一份反恐法案的起草工作，其中规定，“国家应遵照联合国的
标准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设法消耗其智力、社会和物质资源，因为它对国
家和社会构成威胁。在这样做时不得影响公共权利和自由。法律应规范打击恐怖
主义的规定和程序，并对由此造成的损害给予公平的补偿”。该法案本应于
2011 年提交人民议会；然而，埃及 2011 年 1 月和 2013 年 6 月革命所导致的政
治和社会变革阻碍了这样做。
85. 鉴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宪法义务，立法者现在将确定打击这一现象需要采取
何种立法措施，并确保在新的宪法框架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给予公平的补偿。
83.

十四. 在国家一级尊重和保护人权(建议 6、11、12、18、20、26、
32、35、38、42-45、47、48、66-75、78)

政府正在通过社会团结部下属的家庭咨询与辅导局制定教育方案。目的是
通过帮助家庭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提高生活水平并促进家庭的稳定。政
府正在通过与社会不同群体的会议和研讨会实施这些方案，提供教育、心理和社
会辅导服务，以减轻家长缺乏科学育儿技术的负面影响及其对家庭稳定的影响。
政府也正在制定关于父母权利和责任的教育方案。
87. 埃及政府编制的中小学课程含有关于人权和自由以及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
一般信息，并考虑到学生的性别和心理发育水平进行调整。相同科目的课程也在
大学教授。政府还编制了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保护和尊重人权和一般自
由的责任的成人教育方案。此外，国际人权法是法律学院和警察学院等一些院校
大学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88. 政府向在人权领域开展工作的协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些协会就公民
的法律和宪法权利对他们进行教育。
89. 正在实施多项方案教育政府职员如何与残疾人展开互动。这方面的其他活
动包括与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培训班和对学校及大学学生开展的提高对残疾人权利
认识的运动。启动了一个教育项目，由埃及各省的学生和美术与应用艺术系的残
疾毕业生参与，通过课本和学校壁画提高家长和学生的认识。在石油和矿产资源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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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电力和能源部、地方发展部、住房和公用事业部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内设
立了残疾人事务办公室，以便残疾人获得各部的服务。还就用手语培训这些办公
室的一些职员达成协议，以便他们与聋人展开互动。正在其他部委和政府机构设
立类似的办公室。
90. 在内政部建立了一些机制，以确保落实在公民与国家安全机构打交道时尊
重和保护他们人权的措施。已向警务人员散发关于人权概念的资料(附件 1：内政
部相关机制的范例)。
91. 建立了一个接收公民申诉和请愿的系统，现在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包括
内政部的网站、部长理事会主席的网站和每天在媒体上刊登的电话服务广告，更
简便地提交申诉和请愿。对申诉将进行审查并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答复。
92. 在内政部设立了监测和后续服务，以确保职员在工作过程中尊重人权，并
在任何违规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的纪律和法律措施。确定了警察局保障人权原
则的先决条件，包括被拘留者可以会见其律师的审讯室、先前无刑事定罪的被告
的单独牢房以及少年和妇女特殊中心。
93. 2011 年以来，政府一直在审查规范埃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的
2002 年第 84 号法令修正案。社会团结部与民间社会的代表协调，举办了会议和
讲习班，在这些会议和讲习班上提出并讨论了对该法令修正案的不同意见，事实
上民间社会团体的建议已纳入修正案草案。该法案响应当前改革的要求，并符合
现行《宪法》，其中第 75 条规定：“所有公民均有在民主基础上成立民间社会
团体和协会的权利，这些团体和协会只需发出通知即可取得法人资格。此类团体
和协会有权自由开展活动，政府机构不得干涉其事务或解散它们，或解散其理事
会或董事会，除非通过司法裁决”。在社会团结部注册的民间社会团体数目已增
至 47,000 个，而 2010 年向定期审议机制提交上次报告时则为 26,000 个。
94. 政府的总体目标是起草一部法律，支持民间社会团体参与发展问题、促进
他们的活动、为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活跃在人权和基本自由领域的民间社会
组铺平道路并使他们能够建立强大和有效的伙伴关系。这将为随后将法案提交选
举后的埃及议会铺平道路。
95. 正如本报告各部分所述，在许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采取各种方法促
进和加强政府机构与在埃及注册和运作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关系。
十五. 与国际人权机构的合作(建议 22-27、82)

在过去四年中，埃及接待了人权高专办代表团的四次访问(2011 年 4 月、
2012 年 5 月、2014 年 2 月和 2014 年 5 月)，就位于开罗的人权高专办北非区域
办事处的东道方协定和技术合作进行了正式磋商。预计将就协定草案展开进一步
磋商，然后在选举之后提交埃及议会。除上述事项外，作为国家一级有关人权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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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的一部分，埃及与人权高专办就三个重要部门：安全、司法
和议会实施技术合作方案保持经常联系。
97. 在 2010 年 2 月完成第一次审议后，埃及在 2010 年 4 月接待了人口贩运问
题特别报告员。曾预期其他特别报告员的访问，然而国内政治发展和 2011 年 1
月及 2013 年 6 月两次民众革命意味着埃及政府无法接待任何特别报告员或任务
负责人。
98. 继 2013 年 6 月革命和政府承诺执行其“路线图”后，随着过渡期即将结
束，2014 年 3 月埃及政府向四位特别报告员和任务负责人发出了邀请：买卖儿
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考
虑到 2014 年成立过渡司法部和民族和解部)，外债与人权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问题独立专家，以及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旦获悉本轮邀
请的结果，政府将考虑向人权理事会的其他特别报告员和任务负责人进一步发出
邀请。
99. 埃及渴望与人权理事会合作，并十分重视其工作。自 2006 年理事会开始其
活动以来以及在其从 2009 年至 2012 年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期间，它提出并采取
了许多重要举措。最重要的举措是不结盟运动关于发展权、见解和言论自由权
(与美利坚合众国合作)的决议、关于非法资本外逃而损失的资本回收的决议以及
关于家庭保护的决议。埃及还与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理事会的代表举办了研讨
会，以讨论埃及目前的发展和其他主题，如非洲的发展、改革国家人权理事会的
工作方法以及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权利。它还就全球金融危机、在武装冲
突中保护记者和文化多元性以及人权等议题举办了一些特殊讲习班和研讨会。
100. 埃及与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其
中包括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该机构在开罗设有区域办事处)、
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101. 2010 年至 2014 年，埃及向条约机构提交了若干定期报告，如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委员会(2010 年 5 月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合并定期报告，该报告
在 2013 年 11 月进行了讨论)，以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2014 年 3 月第十七次至
第二十二次合并定期报告)。埃及原本打算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7 年向儿童权利
委员会提交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报告；然而委员会延迟讨论在 2007 年提交但在
2011 年讨论的本国第四次定期报告，导致改变了在 2016 年提交另外两次报告的
计划。因此，第五次和第六次报告将作为合并报告一并提交。
102. 在区域层面，直至 2004 年埃及向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提交了定期
报告。埃及政府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向该委员会提交 2005-2013 年期间的合并报
告，并承诺对提交委员会的所有个人申诉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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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Islamic and Egyptian law the man is required to provide a dowry and a gift (the shabka)
to his wife when the marriage contract is concluded, whereas she has no such obligation. He is also
required to prepare and furnish a home for them to live in whereas she is not. Moreover, according to
Islamic and Egyptian law the man is required to provide for his wife for as long as the marriage lasts,
whereas she is not even if she works or has a private income however large it may be. In the case of a
divorce the man is required to give his wife the deferred dowry and to pay her compens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at least two years depending on the length of the marriage. This is an obligation upon
the husband whereas the wife has no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
Annex 1: The Egyptian Constitution of 2014.
Article 306 bis (a), as amended, states “Harassment is considered to have taken place if someone,
whether in public or in private, accosts a third party, following or pursuing them with gestures, words,
the use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devices or any other means to suggest or insinuate acts of a sexual
or licentious nature. This offence is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of not less than 1 year and/or by a
fine of between 10,000 and 20,000 Egyptian pounds (LE). If the act d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committed against a woman and the perpetrator is her employer or someone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over the victim due to work or study or any other cause, the offence is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of between 3 and 7 years and by a fine of between 10,000 and 20,000 LE.
Imprisonment shall not exceed 5 years if the harassment against the woman is perpetrated by two or
more persons, or through coercion or violence by one person carrying a weapon or tool. If, within a
year of completion of sentence, the perpetrator repeats the offence in the terms set down in
paragraphs 2 and 3 of this article, the prison sentence is increased and the convicted party is then
placed under police supervision for a period equivalent to the length of the sentence.”
Article 37 of the Egyptian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states that: “Law-enforcement officers shall
make an immediate official record of the detained suspect’s statement. If nothing emerges to
exonerate the suspect he shall be transferred within 24 hours to the relevant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The Public Prosecutor shall then question the suspect within 24 hours and either order his
arrest or release him.” Thus the accused has to be informed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in order to be
able to respond and perhaps exonerate himself before the law-enforcement officer or before the Public
Prosecutor who orders his arrest or release. Article 139 of the Egyptian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states that: “If a person is arrested he shall immediately be informed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rrest.”
Article 373 of the General Directives for Offices of Public Prosecutions (Judicial Directives) confirms
the foregoing, stating that “The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shall immediately inform a person
arrested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rrest.” Article 375 obligates the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to state
the charges against an accused who has absconded in any arrest warrant it issues. This means that,
even if the warrant is not implemented, the accused has the possibility of knowing why such an order
was issued and what charges are laid against him.
Act No. 145 of 15 July 2006 amending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ct No.
150 of 1950) aims to provide this guarantee by broadening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defence
counsel must be present and ensuring a lawyer is appointed for an accused who has not appointed one
himself. Article 125 of the Act stipulates that anyone accused of a major or serious offence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must be provided with a lawyer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it obligates
the investigative authorities, of their own initiative, to appoint a lawyer to attend the accused
throughout the proceedings if the accused has not done so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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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81 of the Judicial Directives for Offices of Public Prosecutions, in referring to the reasons for
pretrial imprisonment, states: “to protect the accus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vendetta and to assuage
public feelings aroused by the impact of the offence”. Article 134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enumerates cases in which acts by the offender may undermine investigations or the possibility of
discovering the truth. Among the reasons for pretrial imprisonment it mentions: “concerns [that the
accused] may impair the investigation, either by influencing victims or witnesses, tampering with
physical evidence, or agreeing with other offenders to alter their accounts or remove traces of their
acts, or concerns that the accused may abscond”. This is also confirmed in article 381 of the Judicial
Directives which gives as further reasons for pretrial imprisonment: “…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accused] tampering with the evidence in the case or of influencing or threatening the victim …”.
Pursuant to article 206 bis, legislators have transferred the authority of the investigating judge in
certain offences to a member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Prosecutions holding a minimum rank of senior
prosecutor. 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broad powers the law gives investigating judges, and
transferring those powers to the Office of Public Prosecutions means that the member of the Office
who exercises them must have the same degree of experience as an investigating judge. Therefore
legislators have decreed that only members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Prosecutions holding a minimum
rank of senior prosecutor can exercise this function. Article 382 of the Judicial Directives for Offices
of Public Prosecutions states that “members of the Office of Public Prosecutions shall consi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s presented before them and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pretrial imprisonment
necessary. Specifically, they shall consider the accused’s social, family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
Annex 3: Section concerning projects being implemented to empower young people.
More than 100 projects have been launc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Women and
other state agencies. These include, among others, earmarking resources to finance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s for women, establishing small-scale industrial training centres for women,
designating outlets for the sale and marketing of environmental products made by women, supplying
machinery to dry and can fish (in coastal areas), creating centres for training women in rare traditional
crafts, training women in the production of ready-to-wear clothing, setting up fairs where single
women can sell their products, providing machinery for weaving kilim rugs in order to give
employment to girls, providing machinery for th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packag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ural areas), providing professional centres for women, setting up dairies, developing and
enhancing professional formation centres to give women and girls the skills to set up non-traditional
small enterprises, providing small loans to single women in deprived areas, training women in
traditional crafts to serve vessels transiting the Suez Canal, creating workshops for girls and female
manual workers, setting up industrial units to produce juices and papyru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Women has
launched an initiative for the release of “imprisoned female debtors” (i.e., women who, because of
poverty, are unable to meet their debts) with the aim of alleviating their suffering and that of their
families. To this end the Council has set up a committee to coordinate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imprisoned women and their creditors and to establish priorities for urgent cas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Council has also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health-care programmes for women,
especially the elderly and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It has created departm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nonworking women. It has set up departments to deal with cases of addiction in special centres within
women’s mental health hospitals. It has increased the range of cancer screening services offered to
women. It has provide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for women, either in mobile clinics or in specific
hospitals, clinics or neighbourhoods. It has created clubs for women inside health-care units. It has
trained Female Rural Pioneers to work in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t has improved
breast cancer and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It has provided secure dwellings for female doctors who
emigrate from distant areas. It has improved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deprived villages
by supplying families with healthy sanitation facilities. It has founded a specialized hospital for liver
and kidney diseases. It has created test centres for people planning to marry. It ha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special family health units. It has provided mobile reproductive health clinics for women.
It has set up departments at health insurance hospitals for the treatment of working women. It has
implemented sewage recycling projects in villages. It has created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t has founded a club for elderly women and provided training for their caregivers. It
has set up centres for the care of women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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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adopted by the Ministry of Social Solidarity to protect women and
ensure they enjoy social car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motivated by a concern to support the
rights of women, prevent discrimination, combat negative traditions, create a social awareness which
rejects those traditions and offer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to battered women. The women’s
residential and guidance project is a pioneering initiative in the Arab world, and it was set up by the
Ministry to help battered women, protecting them from delinquency and helping them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they have to face. Through clubs set up in different economic, social, religious and legal
milieus, the Ministry also provides soci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care, rehabilitation for
profession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and training in certain professions and skills to
ensure suitable work opportunities. There are currently nine centres in eight governorates: Cairo,
Giza, Alexandria (two centres), Minya, Beni Suef, Faiyum, Dakahlia and Qalyubia.
Sixteen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organized in Cairo, Giza, Dakahlia, Al Sharqia, Red Sea, Qena,
Sohag, Minya, Asyut, Matrouh, Beheira, Alexandria, Luxor and Aswan.
This provides complementary social,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vocational c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a sound upbringing to children whose circumstances mean that they cannot be raised in their
natural families. There are currently 8,040 foster families caring for 8,040 boys and girls.
These are homes offering shelter to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6 and 18 who are not cared for in
familie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orphaned or because their families have broken up or are unable to
give them a sound upbringing. There are currently 345 residential associations caring for 9,082 boys
and girls.
These offer shelter to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2 and 6. There are currently 145 residential
nurseries caring for 3,584 boys and girls.
These children’s villages and homes for young people are part of the Egyptian branch of SOS
Children’s Villages and offer care to orphans and children of unknown parentage of both sexes from
the cradle until they are old enough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Pursuant to the Child Act No. 12 of 1996 and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s amended by Act 126 of
2008, these associations provide care for children aged between 6 and 18 who are at real risk of
delinquency. They remain in the associations until they reach the age of 21. There are currently 36
such associatio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11 for girls including one for those with mental difficulties,
and 26 for boys. They offer comprehensive social, psychological,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re-education to children who have been arrested for committing offences, children
at risk of delinquency, children transferred from other units because of risk of delinquency, children
brought in by their parents who seek these services of their own will, children in danger and those
ordered by the courts or the Public Prosecutor to be given in custody to the associations.
These are holding centres for children under 15 whom the Public Prosecutor or judiciary leave
temporarily in their care for supervision pending a decision on their case. In this way the boy or girl
concerned is not held in police stations or in pretrial custody in prison. The centres offer
comprehensive med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are service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medical aspects of cases referred to
them by the Public Prosecution Office, the police or the supervision centr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delinquency and to draw up adequate treatment plans for each case. They also care for
children within their own families, offering financial support so that economic circumstances do not
become a cause for abandoning school and falling into antisocial behaviour. There are currently 256
social surveillance offic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se services includ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treatment and guidance especially in individual cases
where behavioural disorders prevent a person from functioning psychologically and professionally;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through mental clinics; providing the tests and
standards necessary for psychological and vocational counselling in coordination with specialized
agencies; undertaking applied field studies in therapeutic, educational, vocational and family
counselling; designing counselling programmes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young peopl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 from extremist ideas and delinquent behaviour, and organizing training courses in
vo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for workers in social care centres. The services also
include extending the “childminding” project by support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in this field (such as the Egyptian Family Support Association) to educate graduates of both
sexes in the provision of optimal hone-based care to children, especially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or other issues. This will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orking mothers and to provide work
opportunities for recent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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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Prosecution Office has an unequivocal legal obligation to treat th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eir basic rights, first and foremost by ensur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eir families, constantly evaluating possible risks and caring for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throughout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The Public Prosecution Office must also respect victims’
suffering and show understanding for their concerns, and all decisions and measures it takes must be
inspired by victims’ best interests. The investigator has a duty to be honest and forthright with victims
at all times, making them awar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possible consequences and hidden risks in any
decisions they may have to take. Furthermore, the Public Prosecution Office must inform victims of
all available support services and ensure they can contact the relevant agencies on hand to help them
overcome their ordeal.
The Public Prosecutor issued Decision No. 1884 of 1999 establishing the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udgement Enforcement and Prisoners’ Welfare. The Office,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Offic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works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which are: extradition of offenders, mutu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transportation of
convicted felons, confiscating and conserving the illicit proceeds of crime, recognizing criminal
judgements passed abroad and the transf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institutions are cooperating with UNDP to
implement a number of programmes,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which is a project to integrate human
rights into higher education. The aim of this is to instil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into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education in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and
to train teaching staff in this field.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also set up units to process
complaints, petitions and requests from teachers, students, employees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in
educational curricula and address releva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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