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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欢迎在 2011年 1月 26日对该国的普遍定期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建议。
经过广泛协商并对建议进行仔细评估，奥地利谨作出如下答复： 

93.1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作为一项长期事业，奥地利正在审查签署和批准《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会密切关注国际和欧洲层

面的进一步发展，如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在《欧洲社会宪章》集体诉

讼程序方面的进一步经验特别是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立场。 

93.2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1。 

93.3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定期审查撤销保留的问题。在这项工作中尚未发现在法律保

护方面存在空白或缺陷。奥地利的保留旨在澄清国际法下的某些义

务相对于人权领域其他国际义务的关系。 

除了禁止有害健康的职业以外，撤销这一保留会恶化工作场所安全

和健康保护的特定领域，因此不予考虑。关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所有保留均已撤消。 

93.4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3。 

93.5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3。 

93.6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根据 2010 年 11 月 11 日“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号决议附件第 15 (b)段汇编的资
料”(A/HRC/WG.6/10/AUT/2)这份文件的第 8 段，推定这项建议
指的是劳工组织关于适用第 111 号《禁止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
的建议。 

93.7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在《联邦宪法》中列入社会权利总录一直是奥地利宪法讨论中的

一个热门问题，但这一讨论尚未结束。虽然奥地利联邦宪法中明

确列出的基本社会权利确实数目有限，但奥地利的整个法律体系提

供了一个紧密的社会权利网络。而且，奥地利在执行欧洲联盟法

律时受《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约束，而这份宪章就明确规定了

众多的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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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准备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实现保护层面的协调统一。平等待遇法律

定期接受评估；2011 年修正案生效，负责私营部门的平等待遇委
员会法得到扩大。但是，将所有相关条例合并成一部法律和一个

机构之下是不可能的，原因既包括对某些群体需要有所区别的规

定，也有国家联邦体制方面的原因。在欧洲联盟框架下，奥地利支

持扩大反歧视规定。 

93.9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部法案已转交议会。 

93.10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8。 

93.11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9。 

93.12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3。奥地利没有对《儿童权利公约》第 18条提出保留。 

93.13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通过直接适用国际条约或相应法律履行所有国际义务。 

93.14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除法院负有保护人权的首要职责外，奥地利监察委员会――其独立

性受宪法法律的保障――对落实和保护人权做出重要的贡献。准备

扩大该委员会的授权，使之总体负责违反人权情况审查。这样，监

察委员会将承担国家人权机构的实质性责任。此外还计划加强法院

体系，例如准备成立初审行政法院。 

93.15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事实证明，奥地利实行不同监察机构专业化的做法是有效的。目

前，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认证小组委员会正在

审查奥地利监察委员会的重新认证申请。 

93.16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93.17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14。 

93.18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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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出于预算方面的原因，目前不考虑增加平等待遇监察员办公室的

资源。 

93.20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目前，在奥地利有针对具体专题的单独的国家行动计划，这比一份

总的人权行动计划更有效力；因此目前不考虑起草这样一份计划。

也没有拟订反对种族主义国家计划的设想，因为奥地利已经在这个

领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而且在《关于融合的国家行动计划》中

也做了规定。 

93.21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20。 

93.22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93.23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93.24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93.25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9。 

93.26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目前正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不断采取步骤，进一步加强对奥地利移

民少数群体的就学儿童提供社会、经济和教育支持。 

93.27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不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关于不歧视和宽容原则的提高意

识和教育活动。提供母语(补充)教育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需求，尤
其取决于现有的人力和财政资源。鉴于这些情况，目前没有大规模

扩大现有教育方案的设想。 

93.28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93.29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原住少数民族每位成员均有公开自己族裔出身的自由，在考虑到这

项自由的前提下，奥地利正在全面收集数据，只要这项工作有利于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改善所涉群体的状况，并且符合数据保护工

作的规定。这项工作还考虑到国际上的发展。 

93.30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采取适当的措施打击歧视少数群体现象。此外见 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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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1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这种数据收集工作只在执法活动范围内开展，但并非为了评估少数

群体状况。 

93.32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9。 

93.33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致力于全世界向贫穷、饥饿和疾病抗争的《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奥地利努力争取到 2015 年达到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
生产总值 0.7%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必须采取紧缩政策，在
2011到 2014财年，为此所要求的财力还达不到适当的水平。今后
将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财政步骤，以实现联合国的发

展目标。 

93.34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正在定期审查撤消保留的问题，在这一谅解下，接受建议。

此外，见 93.3和 93.13。 

93.35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8。 

93.36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8。 

93.37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8。 

93.38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8。 

93.39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不断努力，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劳动市场上的男女平等。需

要指出，这 55 项措施是妇女事务和公共服务联邦部长向联邦政府
提出的建议。 

93.40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20。 

93.41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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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2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20。 

93.43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政治教育公共供资联邦法》――1984 年《公共供资法》――规定为
政党开展的公民教育提供资金。设想的修正应当规定在某些情况下

削减资金的可能性，即接收者触犯了刑法，如诋毁宗教、诽谤和煽

动仇恨。 

93.44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见 93.8。 

93.45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对拘押做法持续进行评估，收集数据并按犯罪者来源等加以分

类。此外，向法官、检察官以及监狱管理部门提供适当的培训安

排，以防止直接或间接歧视。因此，就此事项开展研究不会产生

新的价值。 

93.46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从未拘押过 14 岁以下的儿童。拘押年满或超过 14 岁的儿童
只能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 

93.47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选择从 17 岁开始服兵役完全以当事者自愿应征入伍为基础，并需
要得到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且不允许直接参与战斗或自愿应征在

国际军事行动中服兵役。这些规定就保证了对整部《儿童权利公

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尊重。 

93.48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在欧洲议会和委员会关于成员国遣返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公民

的共同标准和程序的 2008/115/EG号令(第 13条第 3和第 4款)的框
架下遵循这项建议。奥地利准备根据欧洲方面的动态，特别是在预

计会提出一项法律援助指令的背景下，扩大针对刑事诉讼的备用法

律咨询服务(Rechtsanwaltlicher Journaldienst)。 

93.49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案件正在欧洲人权法院待审，须考虑到该

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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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0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根据联邦布尔根兰省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法》，在布尔根兰的学

校系统中提供布尔根兰罗姆语的语言课程，而且还根据需求和资源

情况提供各种罗姆方言的(补充)母语教育。此外还持续资助非政府
组织开展的补充校外学习辅导及语言和文化项目。目前没有扩大上

述工作特别是走向双语学校体系的计划。 

93.51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在委员会关于成员国给予和撤销难民身份程序最低标准的

2005/85/EC 号令以及欧洲议会和委员会关于遣返非法居留的第三国
公民的 2008/115/EC号令(第 13条第 3和第 4款)的框架下遵循这项
建议。 

93.52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奥地利法律体系规定，为确保将人员移送国外，应由警方实行羁

押。在遣返前羁押的框架下，正在增加使用开放模式。法律保证对

未成年人和贩运人口活动受害者予以特殊考虑。 

93.53 奥地利不接受这项建议。 

最近几年，对六个原住少数民族的跨文化项目增加了资金支持，其

中包括支持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的项目。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目

前不可能进一步扩大支助。 

93.54 奥地利接受这项建议。 

联邦政府及联邦卡林西亚省保障卡林西亚省斯洛文尼亚语音乐学校

的资金供给。此外，准备采取系统的办法解决今后的供资及组织架

构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