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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十分荣幸编写第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并随后提交人权
理事会。报告提交以后，巴新代表团对理事会成员的积极评价和建议深感鼓舞。 

2.  人权理事会提出 146 条建议，巴新五月在日内瓦接受其中的 75 条，拒绝接
受两条。其他 69条建议推迟答复，以便莫尔兹比港进一步考虑作出决定。 

3.  巴新政府对这 69 条建议进行了审议，又接受其中的 39 条，拒绝接受 30
条。这意味着，理事会提出的 146条建议，巴新接受了 114条，拒绝 32条。 

4.  巴新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建立在民主、善政和法治的原则基础上。该国
的《国家宪法》给予所有居住在该国的人员以人类普遍共享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

由，不论种族、信仰，宗教或国籍一律给予。 

5.  此外，国内还为处理各种人权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巴新还建立了机构和
行政机制，承担国内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这里我要指出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

就是建立了巴新国家人权委员会，应该在 2012年开始运作。 

6.  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在内的国际人权条约和公约的作用与《国家宪法》及我
国相关的人权法律协同增强作用。巴新承诺履行各种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承诺和

义务，诸如有关种族歧视、儿童权利、歧视妇女等国际公约以及关于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两公约。 

7.  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巴新面临着许多复杂因素，阻碍着巴新处理国内增进
和保护人权问题的能力。能力和资源局限的问题以及地形崎岖、文化多样和基础

设施发展缺乏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巴新落实人权承诺和义务的努力。 

8.  这些因素以及能力和资源局限问题是巴新拒绝接受 32 条建议的主要理由。
这些建议中有些涉及巴新的死刑法律，这种法律不可能轻易地被议会废除。尽管

有这种法律的存在，巴新自颁布以来从未实施过。 

9.  我们工作的核心在于妇女和儿童权利。在这方面，我高兴地通知理事会，巴
新政府第一次表决通过了一项议会法案，规定为妇女保留 22 个在大选中竞选的
席位。 

10.  这一进程的圆满完成并最终形成法律，将为妇女在本国最高政治决策机构
中代表面的扩大铺平道路。这是本国在妇女权利、性别赋权、和妇女平等参与本

国发展等方面的一大成就。 

11.  巴新政府向理事会提交普审报告，请其审议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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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亚新几内亚审查的建议及所采取的立场一览表 

建议 巴新的立场 说明 

79.1 接受 巴新将批准所有条约，但是考虑到履行其中规定的义务

的能力和资源局限，将按优先次序逐步进行。 

79.2 拒绝接受 巴新根据本国优先次序批准，也许不可能完全落实这些

建议。  

79.3 接受 原因是各项建议本身并不硬性规定批准这些国际文书，

而是允许政府考虑有保留或没有保留地予以批准。 

79.4 接受 这方面有些宪法权利在巴新《宪法》里已有规定。 

79.5 接受 参看第 3项下的说明。 

79.6 接受 参看第 3项下的说明。 

79.7 接受 参看第 3项下的说明。 

79.8 拒绝接受 巴新按本身的步伐进行落实，可能无法达到国际定义的

要求。 

79.9 拒绝接受 设立人权理事会的意图是处理所有人权问题，而不仅仅

处理涉及酷刑的具体问题。 

79.10 接受 参看第 3项下的说明。 

79.11 接受 参看第 3项下的说明。 

79.12 接受 巴新正在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过程之中。 

79.13 接受 批准这些文书的进程已经开始。 

79.14 接受 这涉及难民公约――我们正在撤消对难民公约的保留，
这个相关领域也将予以考虑。 

79.15 拒绝接受 巴新没有涉及土著权利和问题的问题，这项法律文书可

能与巴新的法律和政策不完全匹配。 

79.16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进行的努力。 

79.17 拒绝接受 《宪法》为所有公民，不论种族、部落、出生地、政治

见解、肤色、信仰、性别、宗教，都有适足的规定，而

且还推动制定立法，保护或提高福利，保护或提高女

性、儿童、青年、处境不利或欠发达群体或欠发达地区

居民的特殊利益。 

大部分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歧视妇女。 

79.18 拒绝接受 大部分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歧视妇女。宪法已经规定

平等――性别平等是其中之一。 

而且，有一项拟议的立法已经起草案文，允许更多的妇

女进入议会。 

79.19 拒绝接受 参看第 17和 18项下的理由。 

79.20 接受 议会有一项法案规定为妇女保留 22 个席位，供其在大
选中竞选。因为已经一读通过这项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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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巴新的立场 说明 

79.21 拒绝接受 对所有现行法律都已经进行了立法审查，确保《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得到遵守。只有执行方面仍然

有待审查。 

79.22 接受 对暴力侵害妇女方面相关法律作了修订。例如，对认可

婚内强奸的《刑法法》作了修订。 

目前正在拟订一项家庭保护法案，其中将包含针对家庭

暴力的临时保护令。 

79.23 接受 拟议的家庭保护法案将与之配合。 

79.24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进行的努力。 

79.25 拒绝接受 最高法院提出质疑，在这问题上，我们不能冒昧对待。 

79.26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进行的努力。 

79.27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进行的努力。 

79.28 拒绝接受 由于政府有竞相关注的事项和优先事项，因此可能无法

最优先处理。 

79.29 接受 巴新解决这些关切问题的努力往往受到能力和资源局限

的制约。但是这些建议可以在联合国及其他发展伙伴方

的支持下争取以切实处理。 

79.30 拒绝接受 少数民族在巴新不是一个问题。 

79.31 拒绝接受 此事在国民议会的权力范围内，废除这项法律并非容

易，因为这需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 

79.32 拒绝接受 参看第 31项下的理由。 

79.33 拒绝接受 参看第 31项下的理由。 

79.34 拒绝接受 参看第 31项下的理由。 

79.35 拒绝接受 由于巴新政府的能力和资源局限，可能无法达到国际水

平。 

79.36 拒绝接受 巴新可以尽力做好，但是由于能力和其他资源的局限，

无法达到国际标准。 

79.37 接受 目前正在努力审查涉及体罚的法律。 

79.38 拒绝接受 在巴新不完全适用。 

79.39 拒绝接受 种族仇恨在巴新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79.40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进行的努力。 

79.41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警察力量内部处理的问题。 

79.42 拒绝接受 由于能力和资源局限，无法调查所有案件。 

79.43 拒绝接受 参看第 42项下的理由。 

79.44 拒绝接受 巴新警方并不面临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问题，不需在这

些方面着重努力。 

79.45 接受 这与我们目前对涉及巫术的法律正在审查进行的审查工

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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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巴新的立场 说明 

79.46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致力的工作和优先事项。 

79.47 接受  

79.48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目前的立场和正在进行的努力。 

79.49 接受 由于农村边远地区的人得不到这些服务，因此这是一个

重要的领域。 

79.50 接受 符合巴新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的农村法院方案和项目以及

正在采取的工作举措。 

79.51 接受 这触及我国司法部门的主权独立问题。任何有关司法复

核的事项都是我国法院根据每个案件的特殊情况作出裁

决的事项。 

79.52 拒绝接受 关于这问题目前正在展开全国磋商，正因为如此，目前

阶段无法给予确切的答复。 

79.53 拒绝接受 参看第 52项下的理由。 

79.54 拒绝接受 参看第 52项下的理由。 

79.55 接受 这是一个新出现的重要问题，巴新政府将予处理。 

79.56 拒绝接受 接受这项建议将违背我国基于基督原则的《宪法》的精

神。但是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允许根据特殊的医学理

由进行堕胎。 

79.57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一直在进行的重要优先事项。 

79.58 接受 参看第 57项下的理由。 

79.59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0 拒绝接受 由于能力和资源局限以及地理阻隔，巴新儿童无法都受

教育。 

79.61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2 接受 这与巴新政府的政策一致。 

79.63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4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5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6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7 接受 这是巴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79.68 拒绝接受 巴新在经济上依靠许多采矿工程项目，政府不能停止开

采本国的矿山。 

79.69 拒绝接受 土著权利在巴新不是一个问题，将联合国宣言与《2000
年环境法》挂钩，未必妥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