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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谨对那些该国宣布在人权理事会报告正式通过前
需要进一步审议的建议作出如下答复。 

  建议 78.1-78.2： 

78.1.  签署和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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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国家预防机制。 

78.2.  考虑遵守其尚未加入的人权文书，尤其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公约任择议定书》。 

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确认《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原则，并以其《宪法》第一章第五节为指南，

该章节禁止对任何人施行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同意在履

行其执行和报告义务的能力范围内考虑签署和批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

书》。 

  建议 78.3： 

78.3.  尽快签署和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使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能够审理指称侵犯这些权利的个人申诉。 

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暂时内不能接受这项建议，但目前正在考虑签署
和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因为我国相信法治，并

期待，在受理个人申诉时，在采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作为缔约国的人权条约

程序前，会首先对国内法充分援用无遗。 

  建议 78.4： 

78.4.  签署和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批准《保护所有被
迫失踪人员的国际公约》。 

4.  铭记《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获得通过的各项原则，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政府继续执行赋予妇女权威和保护她们免遭暴力的政策和举措。因此，

为了对批准问题作出决定，正在考虑批准和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任择议定书》。 

5.  关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签署了该项公约，并继续在履行其执行和报告义务的能力范围
之内积极考虑批准这项公约。 

  建议 78.5： 

78.5.  考虑签署和逐渐批准该国尚未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儿童权
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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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九(9)项核心人权文书缔约国，我国会不断努力完成
加入与人权相关的主要国际文书的进程，把这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此外，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也借此机会声明，它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

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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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78.6： 

78.6.  批准 1961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 

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极为重视这项公约所代表的各项宗旨，作为《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缔约国，将继续考虑批准这

项公约。 

  建议 78.7： 

78.7.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关于特权和豁免的协定》，确保通过国内法予以
实施。 

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ICC)缔约国，在国际一
级法制和打击危害人类罪犯中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原则，并将继续

积极考虑这一建议。 

  建议 78.8-78.9： 

78.8.  通过技术援助使国内立法与《儿童权利公约》相一致，并制定有关法
律，规范尚未规范的领域，如儿童色情制品或残疾问题。 

78.9.  解决儿童基金会所关注的问题，即截至 2010 年，《儿童权利公约》
的原则和规定尚未体现在国内立法中。 

9.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接受这些建议，并将采取行动，拟订一项统一的国内
法律，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解决尚未受《儿童权利公约》规范的问题。 

  建议 78.10-78.12： 

78.10.  按照/遵照《巴黎原则》，建立国家人权机构； 

78.11.  建立获得国际协调委员会认可的国家人权机构，促进和保护人权； 

78.12.  考虑在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支持下，建立获得促进和保护人权全国人
权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认可的国家人权机构。 

1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谨藉此通报，国内有多家正在运作的机构处理
各类人权问题及相关人权事务，政府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但目前还不能采纳按

照《巴黎原则》成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建议。因此，政府承诺与利益攸关者进行磋

商，以便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协助下成立这样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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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78.13： 

78.13.  考虑利用新设立的英联邦小国办事处提供的设施，在日内瓦设立小
型常驻代表团。 

1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对英联邦秘书处在提出这一倡议方面所做的贡
献表示赞赏，并认为如在日内瓦设立代表团，以便与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各联合国

机构保持联系，将大有裨益，虽然政府目前还不能就此建议做出最终决定，但将

继续予以考虑。此外，缔约国希望藉此通报，针对在欧洲特别是在日内瓦和维也

纳设置共同代表权一事，目前正在进行地区级磋商，最终的结果将是发展中岛屿

小国共同承担费用。 

  建议 78.14： 

78.14.  考虑向人权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邀请，以此方式支持
人权改革并通报有关情况。 

1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承认，为确保各类公约所规定的人权义务得到
尊重和拥护，特别程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表示愿协助人权机制内部正在进行

的改革，但目前尚不能接受向人权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邀请这一建议，

因为这些邀请将给缔约国带来负担并需满足额外条件。但缔约国会继续密切关注

接受这类邀请的意义。 

  建议 78.15： 

78.15.  按照现有国际人权标准编纂和统一国家立法，明确禁止歧视行为。 

1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接受针对各种形式的歧视而制定并统一国家立
法的建议。 

  建议 78.16： 

78.16.  采取步骤，打击对某些少数民族儿童的种族歧视行为，并采取立法
手段消除歧视残疾儿童现象，在这一领域始终没有明确具体的立法。 

1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断然拒绝此项建议，因为这项建议试图指出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国内存在涉及儿童的种族歧视，包括残疾儿童和/或诸如土
著等少数群体儿童。尽管目前尚未出台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立法，国家宪法第

13 条已明确禁止基于性别、种族、原籍地、政治主张、肤色或信仰等的歧视行
为。此外，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不同种族的人民均为社会所接纳，各类文化和

传统融为一体，公民和睦相处。尽管如此，缔约国仍会继续保持警惕，确保一旦

发生这类事件，将以社会和法律手段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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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78.17： 

78.17.  新建项目和翻修工程采用强制性无障碍标准，确保避免和清除妨碍
残疾人出入的障碍。 

1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接受这项建议，并自豪地通报，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继批准通过建筑法之后(这一法规是对政府 2009 年法律修正案第 334 章
“城镇和国家建设规划法”的补充)已经采取相关措施，确保残疾人能够出入公
共场所和建筑。 

  建议 78.18： 

78.18.  制定有关政策和举措，消除基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现象。 

1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审议了这项建议，认为制定与性倾向或性别认
同有关的政策和/或举措时，鉴于所涉及问题的性质，需在国内进行广泛磋商。 

  建议 78.19： 

78.19.  散发和实施《联合国关于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的规
则》(《曼谷规则》)，作为发展惩教设施的一部分，并从人权高专办和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寻求便利实施工作的适当援助。 

17.  作为在改善妇女地位和生活方面卓有建树的缔约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政府接受这项有关《联合国关于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的规则》

(《曼谷规则》)的建议，并经协商一致与其他国家一起同意通过第 65/229 决议，
该项决议旨在改善女性罪犯的待遇、卫生保健和人身安全。目前，缔约国已着手

在国家计划中纳入若干法规，并在进一步执行这项建议时寻求联合国机构的协

助。 

  建议 78.20： 

78.20.  将就业最低年龄提高至 14 至 16 岁，使之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相
一致。 

18.  将最低就业年龄从 14 岁提高至 16 岁这一建议(劳工组织最低年龄公约，
1973 年第 138 号公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会继续予以积极考虑，前提
是这一举措能够为公民的福祉带来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并能有助于减少贫困。

提高最低就业年龄也会有助于教育革命，这是政府重大政策之一。 

  建议 78.21： 

78.21.  按照国际标准提高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标准；并确保少年司法制度仅
处理涉及 18岁以下儿童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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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非常了解未成年人在情感、精神和智力方面尚
未成熟，对按照国际标准提高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建议将继续予以积极考虑。此

外，缔约国藉此机会通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建立了家庭法院，专门处

理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问题。 

  建议 78.22： 

78.22.  为犯有严重罪行的少年罪犯提供适当和安全的专门设施，同时加强
对监管人员的培训，并为未成年少年罪犯提供其他有意义的替代监禁措施。 

2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对帮助解决和根除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建议的有
益之处表示赞赏，并希望藉此机会通报，鉴于该建议承诺能够改善相关设施和服

务，包括对接受教养人员提供培训、向少年犯提供改造机会等，缔约国对此建议

正在给予积极考虑。 

  建议 78.23-78.24： 

78.23.  提高男女结婚最低年龄，使之与国际标准相一致； 

78.24.  解决儿童基金会所关注的问题，即有关婚姻的法律对法定结婚最低
年龄仍然带有歧视性，法律规定女孩为 15岁，男孩为 16岁；儿童基金会认
为男女双方的结婚年龄都过于偏低。 

21.  对这些建议，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将继续予以积极考虑，并承认有
责任恪守旨在重点改善其公民社会福利的各种国际准则，例如涉及男女双方最低

婚姻年龄的规定等。 

  建议 78.25： 

78.2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意见，将就业最低年龄提高至 16岁，使之与完
成义务教育的年龄相一致，以消除儿童辍学以及童工现象。 

22.  对此建议，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将予以积极考虑，以便做出最终决
定，但要指出，童工现象并不仅限于缔约国。此外，农业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多年以来赖以维持其经济发展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对教育采取了积极

的办法，在推动教育革命政策中，国家正在利用各种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这一问

题。另外，政府 2009 年法律修正案第 209 章第 8 节“妇女、未成年人和儿童就
业法”规定，允许儿童“在家庭自有土地上帮助父母和监护人从事农业或园艺工

作，或在课余时间从事园艺工作，儿童也可参加没有酬金、其收益用于慈善或教

育目的的娱乐性表演”。 

  建议 78.26： 

78.26.  废除对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歧视性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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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于公众倾向于保留对乞讨和成年人同性行为定罪的法律条款(分别为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刑法典第 146 和第 148 节)，因此，目前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政府不能接受废除禁止同性恋法律条款的建议。此外，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政府希望藉此通报，宪法规定禁止各种形式的涉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歧视，因

此，不存在针对男女同性恋者、两性人及变性人的歧视性法律。此外，必须指

出，对公然猥亵罪的起诉，并不仅限于同性恋行为，也涉及自愿发生性行为的成

年异性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