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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将考虑批准以下人权公约：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b)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c) 《残疾人权利公约》，
(d)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
(e)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的议定书》。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不接
受关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建议。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谴责
对任何人的任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行
为，这一点在《圣卢西亚宪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中有明确规定。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也接
受这项建议中涉及到颁布国内法的内容。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也将
考虑这项建议中涉及到签署和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
议定书》的内容，并且将考虑签署和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各任择议定
书。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关于《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各自的任择议定书，参见
第 9 段。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不接
受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建议。关于《儿
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参见第 9 段。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圣卢
西亚就此重申在第 6 段内表示的意见。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关于《任择议
定书》，参见上文第 11 段。我国重申第 6 段中关于《禁止酷刑公约》的
有关意见。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并重申第 11 段
中关于《任择议定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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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不接
受关于《任择议定书》的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关于《禁止酷
刑公约》，参见第 6 段。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
书》，参见第 9 段。圣卢西亚同意将批准的文书规定其纳入国内法。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程度和方式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不接
受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各自任择议定书方面的建议。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任择议定书》，参见第 9 段。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参见第 6
段。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不接受关于《任择议定书》的建议，因为《圣卢西亚宪法》和
国内立法已经载列条款，保护人人免遭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圣卢西亚谴责酷刑和侵犯人身的暴力行为，
并将考虑所建议设立国家预防机制的必要性。
如第 9 段所述，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方式接受这项建议。
由于能力制约，圣卢西亚目前不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于 2010 年 8 月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由于能力和资源制约，圣卢西亚目前不能考虑这项建议。圣卢西亚适当
地认识到种族灭绝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人权关注。
圣卢西亚以上文第 1 段所述的方式接受这项建议。2010 年颁布的《反人
口贩运法》尤其注重保障妇女和儿童权利。圣卢西亚同意关于加强与本
地区国家合作的建议。

立法框架
89.28.

89.29.
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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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目前正通过现行法律的大量规定而实
施《公约》的许多条款。
圣卢西亚在下文第 30 段所述的范围内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在下文第 81-84 段所述的范围内接受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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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1.
89.32.
89.33.
89.34.
89.35.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目前正在通过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次区域
框架内处理此事。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但重申下文第 81-84 段表达的意见。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目前无法完全接受这项建议，因为“性取向”这一词/语仍然需
要标准国际定义。另外，《圣卢西亚宪法》以类似于《世界人权宣言》
规定的方式保护全体圣卢西亚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加强人权机构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根据《公共生活廉政法》(2004 年)设
立的廉政委员会已被授权受理和调查对公职人员的投诉。
89.37、89.38、89.39.
圣卢西亚指出，根据《宪法》设立的议会专员/监察员办公室积极发挥作
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圣卢西亚将考虑加强监察专员办公
室，作为目前比较可行的一个选择办法。圣卢西亚愿应邀就此与特别程
序合作。
89.40.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已采取相应行动。
89.41.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取得重大进展。
89.42.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已采取相应行动。
89.36.

社会边缘的青少年

、

、89.45.
圣卢西亚接受这些建议，并已采取相应行动。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43 89.44

89.46.

儿童
89.47.
89.48.
89.85.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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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目前正在这一方向上开展立法改革。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2006 年《劳动法》即将实施，处理几乎一切关
于童工和工作条件的问题。该法有一整节处理儿童和青年的就业问题。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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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89.107.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89.103.

对特别程序的长期有效邀请

、 、89.52、89.53、89.54、89.55、89.56.
圣卢西亚在联合国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圣卢西亚的国际义务，接受关于发
出长期有效邀请的建议，以有效地执行其规定的任务。

89.50 89.51

性别
89.58.
89.59.
89.60.
89.61.
89.62.
89.63.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已经在这一方向上取得重大进展，陈
旧成见越来越不流行。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重申第 59 段。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通过执行立法和政策，已经做出重大
努力，积极保证这些权利平等。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重申第 61 段。圣卢西亚指出，已经采取重大
措施处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它已采取相应行动。

死刑

、 、89.66、89.67、89.68、89.69、89.70、89.71.
圣卢西亚不接受这些建议。圣卢西亚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民主宪政，人民目
前的意见不赞成废除死刑。但是，圣卢西亚指出，本国在过去 15 年中没
有执行任何处决。

89.64 89.65

酷刑
89.72.

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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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宪法》中载有条款，保护公民免受任何酷刑或不人道待遇。
《圣卢西亚刑法》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禁止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行
为。圣卢西亚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侵犯人身行为，并将继续依法追究侵
犯他人这种权利的人。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已在执行中。重
申下文第 73 段。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它已利用一切现行资源，正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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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暴力行为
89.74.

89.75.

89.76.
89.77.

89.78.
89.79.
89.80.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重申上文第 61 段和
62 段。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关于为受害者提供避难处以及免费社会和法律
援助，圣卢西亚将利用一切现行资源继续努力。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圣卢西亚指出，2001 年成立了妇女支持中心，
为因家庭暴力而必须逃离家庭的妇女提供安全庇护。该中心促进提供临
时安全住所、法律支持和咨询。中心还做出认真努力，通过职业介绍和
就业技能培训，为避难人提供经济独立手段。也协助避难人选择永久住
所，以努力帮助她们改善生活质量，使她们能够利用各种机会维持自己
和子女的生活。政府打算继续努力，以确保全体妇女有机会获得所有资
源和必要保护，使她们能够免遭暴力行为和暴力恐惧地生活下去。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卖淫在圣卢西亚是非法的，政府不容忍这种行为。没有官方数据或研究
以确认或证明卖淫和旅游业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在能够积极考虑
这项建议之前需要开展研究，以确定这一问题的范围。

体罚

、

、89.83、89.84.
圣卢西亚目前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圣卢西亚认识到有必要推广替代体罚
的管教形式。但因为非暴力体罚深植于我们的传统和文化之中，所以修
订关于允许使用体罚的立法，仍然难度很大。政府将继续努力，根据
《儿童权利公约》促进积极、参与性和替代的管教形式(同时尊重父母在
不违反人权标准的情况下有权选择如何管教子女)。政府支持并将继续实
施关于逐步淘汰体罚的方案，并已开始在学校执行。政府将加紧努力，
以提高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89.81 89.82

警察和刑事司法
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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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已在很大的程度上落实了。《警务投诉法》
(2003 年)设立了警务投诉委员会及警务投诉小组。投诉组收取、调查和
决定公众对警方的投诉及其他有关事项。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负
责监督投诉处理过程。圣卢西亚将加紧努力，以充分规范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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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7.

89.89.
89.90.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同时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普遍问题。对
犯罪嫌疑人和囚犯过度使用武力的指称，属于例外情况。已经给这些领
域的官员提供培训。圣卢西亚同意并将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认为已在一定程度上落实。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认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落实。

性取向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同时认识到，对所有报案的暴力指称都利用一
切现有资源进行了彻底、及时的调查。圣卢西亚谴责对所有人，包括性
取向不同者，犯下的所有形式暴力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
89.92、89.93、89.94、89.95、89.96.
圣卢西亚目前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因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仍有待克服
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圣卢西亚目前正处在宪法改革进程
中，并将继续根据国家的发展情况和民主进程逐步修订法律。关于对任
何人的歧视问题，圣卢西亚将努力提高公众对所发生歧视现象的认识。
89.97.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政府谴责对所有人的一切形式暴力和
人权侵犯行为。圣卢西亚指出，境内没有已知的暴力侵害人权维护者的
任何案件。
89.88.

贫困/社会经济问题

圣卢西亚部分接受这项建议，并已采取相应行动。圣卢西亚不接受这项
建议所提及的“国家财富的公正分配”这种依据。
89.99.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已利用一切现有资源采取相应行动。
89.100.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89.101.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89.102.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89.98.

卫生、艾滋病毒/艾滋病

圣卢西亚将考虑这项建议，并已在这一方向上迈进。
89.105.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指出它已采取相应行动。
89.106.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将继续采取相应行动。

8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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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
89.108.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同时认识到，它不排除或歧视 Kweyol 语社区成
员。圣卢西亚指出，kweyol 语是国家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并有意作出
努力，通过各种活动保护圣卢西亚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圣卢西亚将继
续采取相应行动。

国际援助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并会相应考虑。
89.112.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113.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114.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111.

杂项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7. 圣卢西亚在上文第 1 段所述范围内接受关于加入国际文书的建议。圣卢
西亚接受这项建议的其余内容。
89.57. 圣卢西亚不接受这项建议，也不接受任何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的说
法。圣卢西亚进一步指出，没有任何研究或现行数据证明存在着一个独
特的土著人口。圣卢西亚不容忍对任何人或群体的任何形式歧视。《宪
法》第 1 章保证人人的基本自由，不分种族、出身、肤色、宗教等。
89.109. 由于资源制约和国家优先事项安排，圣卢西亚不接受这项建议。
89.110.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115.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116. 圣卢西亚接受这项建议。
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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