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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和背景–基里巴斯的普遍定期审议情况 

1. 基里巴斯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其文化对很多人权公约，特别是性别

平等构成了重大挑战。《基里巴斯家庭保健协会 2010 年报告》确认，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的发生率高达 68%，在太平洋地区居首。由于传统制度固有的文化和社

会规范，显然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2. 基里巴斯国家人权工作队于 2014 年 7 月设立，隶属于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

福利部。在过渡时期，该工作队于 2018 年划入新组建的司法部。已重组人权司

以提高其能力，该司现有 5 人由司长直接监督。 

3. 该工作队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1。其在协调、监测、评价和报告各项人权公

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本普遍定期审议报告是基里巴斯就人权理事会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所提

建议和此前未落实建议的落实情况提交的第三份报告。 

5. 基里巴斯仍在落实关于各项人权承诺的建议方面面临挑战。主要挑战包括数

据和最新信息汇报缓慢，落实建议的资源和技能有限，基里巴斯国家人权工作队

人员更替和成员变动，以及优先事项相互竞争。基里巴斯仍然需要捐助伙伴的资

金和外部技术专长支持来填补能力差距。 

6. 在此次最新情况说明中，本报告指出，有一些建议尚未得到支持，但落实工

作已向前推进，例如在《禁止酷刑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方面。 

 二. 报告编写方法和过程 

  方法 

7. 基里巴斯国家人权工作队举行了四次会议，具体旨在编制第三份普遍定期审

议报告。2019 年 7 月 2 日，在人权司的密切支持下，按照既定职权范围招聘了

一名当地顾问，负责定期向该工作队汇报工作。 

8. 已拟定了一张矩阵表(见附件 1)，表上载列人权理事会的建议，用于报告第

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并传予该工作队成员和利益攸关方，供其填入采取的行动。

该矩阵表是编制并完成本报告的主要数据收集工具和参考。 

9. 其他数据收集活动包括访问存在信息缺口的部委和利益攸关方2 (附件 2: 部

委/组织访问时间表)。还收到了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组织提交的材料，并已

传予该工作队秘书处。 

  报告编写过程和报告方式 

10. 该工作队成员编制的矩阵表提供的以及当地顾问和司法部人权司团队收集的

信息已在多次会议上提交该工作队全体成员核准和核可。 

11. 本报告利用经核可的信息(矩阵表)、实地访问获得的信息并通过文献研究(基

里巴斯自愿国别评估、政策和法律文件、其他法律)，是按照既定报告编制和撰

写准则编制的。当地顾问在不同时间间隔编制的不同建议的更新草稿已在送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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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审查之前传予司法部人权司团队核查。已利用反馈意见重新讨论并更新了

本报告。 

12. 这种报告过程作为一种报告编写进展的监测过程，有助于讨论需要解决的问

题，并确保及时完成报告。已完成最终初稿，已经该工作队核可，并已提交

2019 年 9 月 25 日审定会议进一步审查。审定会议提出的意见促成了本报告最终

草稿。司法部部长已将其提交给内阁，并于 2019 年 10 月 3 日获得内阁核可。 

13. 本文件第二部分介绍了上次审议以来采取的行动。基里巴斯采纳和人权工作

队编制的不同主题权利或领域的每项建议都对本报告的结构产生了影响。相关主

题权利或领域载于第二部分 A 至 T 节；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报告了涉及每

项权利或领域的一些建议的落实情况。 

14. 在对基里巴斯提出的共 115 项建议中，有 70 项得到了支持，有 45 项得到了

注意，同时有 2 项得到注意的建议得到了落实，例如国家人权机构考察和加入

《禁止酷刑公约》(附件 3)。 

 三. 上两轮普遍定期审议以来的进展 

 A. 接受国际准则 

  建议 84.14 

15. 基里巴斯同意并通过了《禁止酷刑公约》；基里巴斯总统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签署了该公约加入书。2019 年 7 月 22 日确认了全面加入。基里巴斯目前是禁

止酷刑委员会成员。 

 B. 与条约机构的合作 

  建议 84.44、84.45 

16. 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负责《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报告工作。直到政

府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以初步、第二轮和第三轮审议合并报告的形式最终完成并

提交了该报告，才完成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国家报告。 

 C. 与其他国际机构和机制的合作 

  建议 84.114、84.110 

17. 政府已成功确保支持气候变化和减缓计划的项目3。通过全球环境基金小额

赠款方案，开发署通过适应和减缓项目活动，支持并继续资助各社区提高其对气

候影响的抵御力。(附件 4–项目清单) 

18. 基里巴斯继续利用现有的气候变化框架、计划和实施战略来指导目前在各部

门实施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举措4。 

19. 政府致力于灾害管理和灾害风险管理两手抓。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减少灾害

风险与适应和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之间的直接重叠，内阁下令废除了 1993 年

《灾害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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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84.115 

20. 基里巴斯得到了助其履行义务的技术支持。《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报告得

到了妇女署的技术支持，助其完成 2015 年、2016 年和 2018 年报告，同时资助

与一些利益攸关方的磋商以及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就《消除对妇女歧视公

约》展开的活动。 

21. 通过妇女署的供资，为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妇女发展司制定《〈家庭

和睦法〉实施计划》调动了区域权利资源组的专长。该法仍在付诸实施。6 

22. 另外还提供了能力建设和培训。在妇女署、澳大利亚政府外交贸易部和新西

兰外交贸易部的资助下，性别暴力服务领域各一线服务提供方工作人员参加了斐

济妇女危机中心的区域培训方案。 

23.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供资的基里巴斯妇女和儿童支助中心项目以及妇女署提

供的技术支持和培训提高了妇女和儿童获得咨询的机会。目标是更好地支持受暴

力行为影响的妇女和儿童。 

24. 在实施《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社会福利司在

儿基会的支持下，制定了儿童保护政策以及儿童保护和安全移交途径，同时制

定了一项核算成本的实施计划和人力资源战略。儿基会的支持还延伸到了人员

培训7。外岛的人员配备是一大挑战，因为行政管理社会福利干事包揽了妇女青

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在外岛的所有角色。正在制定一项人力资源战略，其中包括

一项根据人口规模和服务需求在部分岛屿增设行政管理社会福利干事的计划。 

25. 社会福利司还于 2018 年启动了“我愿意”方案，作为一项解决儿童问题的

预防战略。该方案使一般新婚夫妇和新晋父母能够了解立足人权的育儿方法。起

初以塔拉瓦城市地区为重心，预算到位后将推广到外岛。基于村民自己的需求落

实方案，并通过电台和报纸宣传，使公众意识到可以参与该方案。 

26.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还受益于儿基会在该国开展的技术援助，得以解决儿童、

母亲、少女的健康问题8。卫生院的太阳能系统改善了药品等物资的储藏条件。

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约 400-500 万澳元的供资下，已试行了该方案，并已成功

延伸到所有其他岛屿。儿基会与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合作的“营养干预行动的重大

影响”正在解决应对 0-5 岁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此外，儿童疾病综合防治也有

助于适当治疗病童、适当喂食和适当处理病童危险症状。 

27. 同样，在实施《儿童权利公约》特别是儿童受教育权方面，教育部得到了在

该国开展幼儿保育教育工作的儿基会顾问的支持9。 

28. 还在外岛与岛务委员会和社区实施了一项由儿基会、基里巴斯儿童基金(新

西兰外交贸易部供资)和内务部共同出资的单独的人人享有饮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项目。基里巴斯地方政府协会发挥了协调作用10。五个岛屿认识到协作对

儿童和社区成员权利的重要性，因此相互支持。 

29. 儿基会还与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合作，通过“受孕 100 天”解决未出生婴儿的

其他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培训乡村助理护士等一线工作者，为早孕提供支持。还

开展了一项(14 岁以下)儿童麻疹和风疹方案，以便麻疹和风疹补充免疫方案

(64,368 澳元)能够涵盖尽可能多的儿童，提供麻疹和风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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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维生素 A 和去蠕虫药片。该方案为全国监管人员提供了有关麻疹和风疹运

动的培训，以便推广到各岛。 

30. 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的国家体育和娱乐政策优先考虑“体育促发

展”。对于该政策强调作为一项儿童优先事项的“尽情玩耍”方案，儿基会已表

示为该方案供资，以便保障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并促进儿童发展。 

31. 人口基金支持卫生和医疗服务部的计划生育工作。通过其性和生殖健康权利

方案，青年得到了支持，得以了解自身权利，并解决少女怀孕问题。人口基金还

提供性别暴力支持以解决妇女和女童的健康问题，同时通过一至八年级已完成并

推广的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还延伸到学校九年级课程审查教育。 

32. 人口基金还开展了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案，该联合

国联合方案设在卫生和医疗服务部，旨在为政府提供支持。该方案的两大目标包

括计划生育以及促进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已开展了外岛外联活动和方

案，同时结合了卫生和医疗服务部以及基里巴斯家庭保健协会、儿基会和世卫组

织等其他利益攸关方伙伴的服务11。外岛访问期间的计划生育服务与儿童健康问

题检查、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认识提高以及宫颈筛查一同进行。提供的计划生

育信息包括子女生育时间间隔、各种避孕方法和类型以及与母婴死亡率和发病率

的联系。 

33. 为医务助理和护士提供了有关计生用品预测、监测和报告以及计划生育培训

方法的培训12。2016 年 4 月，有五名助产士被招入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

和青少年健康方案，为塔拉瓦 13 个保健中心提供这些服务。将分析这些卫生院

的卫生服务信息，包括临床数据，以便了解这些卫生工作者投入 Bonriki、

Bikenbue East 、 Tamaiku 、 Bikenbue West 、 Banraeaba 、 Eita 、 Ambo 、

Teaoraereke、Nanikai、Bairiki、Temakin、Temanuku、Takoronga 的 13 所保健中

心的服务在这些社区发挥的影响。增加的外岛访问还惠及了其他卫生领域13。 

34. 一项质量提高战略是建立“孕产妇和围产期死亡监测和应对”，旨在加强基

里巴斯所有孕产妇死亡和死产的通报，促进孕产妇死亡和死产的监测，评估孕产

妇死亡率和死产的真实规模，提供何地、何时、为何出现这类死亡的高质量信

息，并了解和理解孕产妇死亡和死产的情形。数据的提供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卫生

战略以预防未来出现这类情况。 

35. 为支持并加强助产技能和知识，在一名新西兰助产士志愿者和几名太平洋次

区域办事处技术顾问的协助下，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案

促进了助产课程的修订。这使一门为期 18 个月的助产课程缩短为 12 个月的理论

课程，并包括为期 6 个月的强制性产房临床实习。这门经修订的课程将促进在较

短时间内获得高质量的能力发展。 

36. 教育部门在与儿基会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儿基会为小学和初中教师的道德

守则培训供资。澳大利亚政府也通过外交贸易部为教师领导力方案和职业道德建

设供资。 

37. 在为满足能力建设需求而举办的一些区域培训和技术会议中，通过其区域培

训方案，斐济妇女危机中心在性别暴力领域的专长提高了伙伴的性别暴力服务技

能，例如咨询等14。最近，太平洋共同体于 2019 年 8 月在斐济为主要的性别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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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利益攸关方主办了一场区域性别暴力数据培训，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安

全网以及基里巴斯妇女和儿童支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等参加了培训。 

38. 联合国各机构与太平洋各国合作举办的区域技术会议促进了经验和技能的分

享，例如性别暴力咨询技术区域会议、2018 年和 2019 年区域性别平等倡导者/太

平洋女活动家网络会议。 

  建议 84.113 

39. 通过联合国各机构(儿基会、妇女署、人口基金、世卫组织等)调动的技术专

长，极其有助于履行有关编制报告、计划和方案以加强人权的承诺15。 

40. 联合国各机构与政府和利益攸关方密切磋商和协调，一直是制定支持工作计

划和方案的主要方法。在伙伴部委和组织的密切参与和推动下，联合国各机构制

定了核算成本的年度工作计划来支持政府各部委实施相关公约。设在该国的联合

国联合存在办事处使之成为可能，并促进了不同机构更好协调活动。《基里巴斯

2018 年自愿国家报告》指出，联合国各机构在联合国联合存在办事处的存在通

过联合国供资项目和方案为政府提供了大力支持。 

  建议 84.67 

41. 通过支持实施政策和立法的工作队、主要捐助方以及妇女署、澳大利亚外交

贸易部、太平洋共同体、区域权利资源组等伙伴与当地伙伴/利益攸关方的协作

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 16 天运动、白丝带日、国际妇女节以及一些月份的黑色星

期四和橙色日在内，年度国际运动是政府和城市岛务委员会通过的国家承诺。16 

42. 政府继续实施《〈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政策〉共同实施计划》和《2011-

2021 年国家行动计划》以应对性别暴力行为。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已将

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以及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工作，从宣传和认

识提高方面延伸到提供高质量和易获取的性别暴力服务和初级预防。加强基里巴

斯和睦乡村是基里巴斯采用 SASA！模式的一项初级预防方案17。 

43. 妇女发展司安全网与主要的一线服务提供方和广大安全网社区成员合作，为

性别暴力幸存者协调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

工作。18 通过安全网及其他活动，已加深了伙伴关系。19 

44. 一个由主要的一线服务提供方组成的安全网案件管理审查委员会每月举行会

议，审查案件，并确保所有举报的案件有始有终，而不被撤销。该委员会是

2017 年在安全网支助干事的协调支持下设立的，并得到了基本服务一揽子方案

资金的支持。已在性别暴力案件中取得了成功记录，最近还于 2019 年解决了两

起涉及少女的性别暴力案件，罪犯已被监禁。 

45. 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正在协调基本服务一揽子方案(2017-2019 年)，

旨在通过共计 500,000 美元的试点项目资金提升高质量性别暴力服务的易获性，

从而改进所有一线服务，使其符合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20 

46. 政府承认性别平等，最近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核准并启动了《性别平等和妇

女发展政策》。性别暴力问题影响全体人民，为此需要采取一项综合且协调的整

体政府方针来动员社区参与，同时明确说明责任和问责，并从乡村到岛屿再到全

国直接采取行动。 



A/HRC/WG.6/35/KIR/1 

GE.19-18002 7 

 D. 国家间合作和发展援助 

  建议 84.109 

47. 各种区域和国际平台至关重要，基里巴斯将继续宣传其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

性。本届政府另外一个方向和重心是在提高/增强当地人口抵御力和适应力方面

推进更多实地行动。2018 年塔拉诺阿对话讨论并商定了确保所述措施得到实施/

实现。 

48. 倡导国家和区域观点的气候变化宣传主要平台提供了一些途径，基里巴斯已

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代表密克罗尼西亚参加负责实施《太平洋抵御力发展框

架》这一区域(太平洋)框架的太平洋抵御力伙伴关系工作队21。 

49. 获得气候融资是基里巴斯的一个优先事项，有助于确保实施关键框架、计划

和战略。基里巴斯已采取关键步骤，与主要伙伴和气候筹资机构合作，确保内部

财务管理制度能够获得并管理气候融资。气候融资司正协同基里巴斯气候变化和

灾害风险管理国家专家组(基里巴斯国家专家组)与这些筹资机构合作。22 基里巴

斯继续与双边和多边机构合作，确保协调和直接获得气候融资。 

 E. 宪法和法律框架 

  建议 84.62 

50. 2014 年《家庭和睦法》明确界定了“性骚扰”，并规定了其他重要细节。23

鉴于各岛均派驻警官，警察安全令(为期 14 天)是一项制止暴力行为的快速干预

战略。警察安全令的 14 天限期能够帮助各方冷静下来，或协助幸存者寻求咨询

服务和建议。 

51. 2015 年《就业劳资关系守则》要求所有雇主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即禁止

基于族裔、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见解、年龄、健康状况或工会成员资格等具

体理由的直接和间接歧视，并禁止性骚扰。该守则规定雇主有义务实行男女同工

同酬。 

  建议 84.76 

52. 该守则禁止一切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包括利用儿童从事卖淫、制作色情制品

以及提供儿童从事非法活动，从而与《儿童权利公约》相得益彰。 

 F. 机构和政策 

  建议 84.38 

53. 政府尚未落实该建议。 

54. 在区域权利资源组以及伙伴人权高专办和亚太论坛的支持下，司法部指导的

国家人权机构考察团已于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10 日启动。包括所有市长、行政管

理社会福利干事在内，来自岛务委员会的约 38 个利益攸关方参加了考察团。考

察团还访问了主要部委和基里巴斯工商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征求其对国家人权机

构的意见和观点。总体而言，其对基里巴斯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反应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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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84.41 

55. 《2016-2019 年国家发展计划》以及最近制定的很多其他政策纳入了一般指

标以对照基准衡量绩效。然而，这些指标并不具体针对具体的人权指标，因为基

里巴斯尚未制定人权高专办建议的人权指标。基里巴斯将考虑此事。 

  建议 84.108 

56. 已就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问题与社区和岛务委员会进行了培训，并正在

开展活动，旨在通过岛屿脆弱性评估工具解决人权问题。24 在国家层面上，基

里巴斯国家专家组接受了关键的能力建设(技术和行政管理)培训，以便更好地通

过项目与岛屿社区合作。25 已提供的各类能力建设举措也考虑到了社会包容性

和性别平等。 

  建议 84.39 

57. 基里巴斯没有制定“儿童工作政策”。不过，《就业劳资关系守则》修正案

提到了该政策的某些要求，规定劳动监察员有权要求儿童退出任何被认为对儿童

有害的工作。其他相关条款也支持保护儿童。26 

 G. 不歧视 

  建议 84.53、84.54 

58. 2014 年《家庭和睦法》保护男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免受家庭暴力。有待解

决的一大问题是，公众认为该法仅用于保护妇女。不过，该法涵盖了社区每一

员。已做出澄清，确保所有社会成员认识到该法的覆盖面，即保护所有家庭成

员，包括男性、妇女、儿童等。 

59. 2017 年修正的 2015 年《就业劳资关系守则》禁止雇主在招聘、培训、晋

升、就业关系条款和条件方面直接或间接歧视任何雇员或潜在雇员27。该守则还

确保男女同工同酬，并禁止迫害(第 113 节)和性骚扰(第 112 节)。 

60. 同时出于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同性”方面的性别平等和不歧视尚未

得到接受。一家名为 BIMBA 的非政府组织最近注册成立，成员主要是在当地被

称为 binabina-aine 或 sisi(娘娘腔)的男性。BIMBA 已成为一个倡导该群体利益的

知名团体。 

61. 《国家灾害法》的审查进程包括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广泛磋商。28 这些磋商

促成了新的 2019 年《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法》，该法精简了妇女、儿童、

残疾人的需求。 

  建议 84.55 

62. 基里巴斯的性别平等问题极具文化敏感性，目前正在逐步着力确保人们顺利

接受性别平等以及改变社会中男女的社会规范。不过，在气候变化适应等其他不

太敏感的领域，在通过性别平等主流化、增进代表性、安全和安保来解决性别平

等问题方面，经修订的灾害法，即 2019 年《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法》，欣

然被人们所接受。《国家青年政策》、《国家体育政策》、《国家残疾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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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消费者权利政策》等政策正在采取同样的步骤以整合性别平等并将其纳

入主流。 

63. 基里巴斯妇女海外所生子女的基里巴斯国籍传递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不过，

新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的核可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工作为落

实该建议提供了潜在途径。将制定《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的实施计划，可

为解决涉及儿童国籍的性别相关问题提供机会。 

64. 儿基会也在筹备计划于 2019 年 11 月在基里巴斯举行的儿童无国籍问题磋

商，旨在制定一项战略计划、政策、行动计划，并考虑制定一部具体的儿童公民

权法律/法令。这将涉及仅要求父亲而不是母亲登记子女的 1979 年《公民法》第

66 条和反映相同原则的《宪法》第 25 节。 

65. 最近，司法部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司制定了一项支持新生儿公民权的登记

制度。该司两名工作人员常驻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开展产房新生儿登记工作。还

访问了一些外岛，旨在进行宣传，并免费提供登记服务。 

  建议 84.107 

66. 每个群岛(吉尔伯特群岛、莱恩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在事件中的脆弱性不尽

相同；在有些事件中注意到的影响比其他事件更严重。感受到和经历的气候变化

的共同影响是沿海受淹、沿海房屋损失以致村庄迁往较安全的岛屿内陆地区、海

水入侵加剧土壤贫瘠，从而造成粮食不安全(不安全用水、粮食作物有限)。29 

67. 在应对和减缓影响方面，政府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了若干举措。30 在占

总人口 50%以上的南塔拉瓦，为确保沿海生计的重大发展项目提供了支持，并减

缓了影响。31 目前，基里巴斯正在实行全岛方针，还着眼于克服八个岛屿的各

方面脆弱性(粮食、水、卫生、沿海保护、教育、通讯障碍)32。 

68. 《基里巴斯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管理联合实施计划》旨在补充《国家灾害风险

管理计划》和《国家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适应框架》。该计划的主要依据在于，

一项确定切实行动的系统性和综合性计划将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能力和资源的效

率和实效，同时确保新的举措目标明确，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在人权方面，该计

划尊重并促进人权，即确保所有公民在目前及未来面对气候变化以及干旱和风暴

等灾害的威胁时，更多享有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土地安全。 

  建议 84.97 

69. 《出生、死亡和婚姻民事登记》遵循《登记条例》第 5 章第 9(1)节，该节规

定了登记过程，同时阐明了程序及其他要求。33 

70. 儿基会为民事登记处提供支持，并与司法部民事登记司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

部产房合作，协助确保对所有新生儿进行出生登记。该举措的成果是，记录的出

生人数多于往年，并得到了准确和可靠的出生人数数据。 

71. 已对包括南塔拉瓦在内的部分外岛开展了流动出生登记运动，免费登记未在

民事登记处电子数据库登记的所有 0-18 岁儿童。该活动由儿基会供资，目的是

扩大并改进基里巴斯出生登记的覆盖面，对象是偏远岛屿居民和无力负担费用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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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里巴斯实行 1 至 9 岁免费教育，这是义务学龄，最近还对四至六年级实行

免费教育。34 还取得了其他进展。35 

73. 《教育部门战略计划》载有政府根据 2015 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

4 作出的实现更好和公平教育的承诺，以及在区域层面对《2009 年太平洋教育发

展框架》的承诺。36 

 H. 身心健全的权利 

  建议 84.72、84.73 

74. 2013 年《教育法》第 38(e)节明确规定，任何学校不得实施体罚。37 教育部

继续提高学校教师和社区的认识水平。然而，社会福利记录并不显示任何记录在

案的虐待儿童案件的情况，但有残暴和殴打行为造成儿童人身伤害的案件被告上

法庭。38 对教育部高级官员的访谈表明，有教师因对学生实施体罚而受责罚的

案例。 

 I. 死刑 

  建议 84.56 

75. 2014 年向议会提议的死刑法案未获通过；《宪法》保护生命权，基里巴斯

不对任何罪行规定死刑。 

 J. 禁止奴役、贩运 

  建议 84.74 

76. 贩运人口是基里巴斯警察署已与区域伙伴太平洋跨国犯罪问题协调中心合作

的一个领域。基里巴斯的现行法律主要惩治剥削性工作者的行为，并未规定卖淫

是刑事罪。打击剥削少女行为的相关法律反映在《基里巴斯刑法》第 136 节、第

140 节、第 141 节、第 146 节中，规定判处两年监禁。没有刑法条文述及贩运行

为。 

77.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继续宣传对贩运人口和卖淫的危险及相关问题的认

识。然而，未对举报的贩运案件立案，外国渔船的存在带来了风险。自称为

ainen mataawa 的年轻性工作者面临的风险最大。一个由移民部、警察署、渔业

和海洋资源开发部、环境、土地和农业发展部代表组成的政府登船搜查队对进出

港的渔船和外国船舶进行监测。 

78. 《外交部 2016-2019 年战略行动计划》提出通过有效的移民边境控制以及签

证和工作许可签发管理来加强国家安全。已实施了刑法和跨国犯罪法。目前为

止，尚未起诉有关贩运年轻妇女的犯罪。此外，贩运人口也是警察署与其区域伙

伴合作打击的一项犯罪。 

  建议 84.75 

79. 警察署正在就这些问题开展公众认识提高活动。鉴于未对外国船员开展教育

和认识提高运动，因此有必要开展这类运动。2015 年《就业劳资关系守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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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节是相关的：该节禁止一切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儿童从事

卖淫、制作色情制品以及提供儿童从事非法活动。 

80. 社区警务股定期在基里巴斯《新星》(Newstar)报上就儿童和妇女问题撰写专

栏文章，宣传儿童权利、妇女权利等内容。该报还在头版随时报道家庭、学校或

工作场所发生的儿童和妇女问题，并免费提供四分之一版面用于宣传任何意识和

教育问题。 

 K. 自由和安全–概述 

  建议 84.69 

81. 包括司法机关和警察署在内，很多机构举办了认识提高活动。在国家和国际

运动庆祝活动中合作实施的项目提高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和了解。39 

82. 设立了卫生和医疗服务部健康家庭卫生院，旨在为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女童幸

存者提供社会和卫生服务，并通过基本服务一揽子方案以及生殖、孕产妇、新生

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案的支持，满足了其能力建设需求。性别暴力健康问题

标准作业程序将加强南塔拉瓦和外岛的服务。 

 L.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一般执行措施 

  建议 84.111 

83. 《基里巴斯气候变化方案》、《基里巴斯联合实施计划》、全岛方针和《基

里巴斯教育改进方案》等现行举措对国家发展议程形成了补充，这些议程旨在减

少脆弱性，进而建立适应力和抵御力，并增强社区和个人权能。将根据阿拜昂

岛、北塔比特韦亚岛、阿贝马马岛、诺诺乌蒂岛、塔布阿埃兰岛、泰拉伊纳岛、

圣诞岛和马卡伊岛这八岛的岛屿脆弱性评估结论和结果制定基于社区的适应举

措。 

84. 2019 年，首先通过审查有关气候变化的数据收集问卷完成了气候变化相关

数据的收集和保存，以便确保收集的气候变化数据易于分析。其次，继续收集有

关社区脆弱性的气候变化数据，用于规划和确定适应方案。再次，建立了一个气

候变化中央数据库，以便查考。 

 M. 适当生活水准权–概述 

  建议 84.87 

85. 已通过受过社会服务培训的驻各外岛岛务委员会的行政管理社会福利干事改

进了外岛康复服务。行政管理社会福利干事是外岛的主要联系人，与岛上安全网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合作，为遭受暴力的妇女、女童和儿童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服

务。40 基里巴斯妇女和儿童支助中心的客户支助基金可用于满足幸存者的紧急

需求，从购买物资满足幸存者的迫切需求(食物、衣物)到支付船票或机票，帮助

幸存者脱离施害者(往往是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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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84.88 

86. 社会福利司的“年轻夫妇举措方案”涵盖了人权、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

为、儿童保护等问题。该方案反映在与《2016-2019 年基里巴斯发展计划》协调

一致的《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战略计划》中。 

87. 妇女发展司负责增强妇女经济权能方案以及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方案以增

进社会和经济福祉。41 2018 年，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支持

下开展并完成了一项经济机会调查，旨在确定妇女的经济机会。2018 年，政府

出资举办了首届全国妇女博览会。 

88. 实施《共同实施计划》的《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政策》仍是一个相关的优

先事项，旨在解决妇女和女童社会保护问题以及性别平等问题。《2016-2019 年

基里巴斯发展计划》的关键重点领域 5“治理”除其他优先事项外，还确定了有

待完成的性别平等政策。正在政策、法律等领域进行性别平等主流化，最新的进

展是最近通过了《2019 年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法》。42 

89. 社会福利司管理 2004 年启动的政府社会福利基金方案，其中包括老年人基

金、学费支持和残疾人基金。43 

 N. 食物权 

  建议 84.82 

90. 政府解决充足食物和免受饥饿问题的工作体现在增强最初五岛岛民权能的发

展项目中。44 其余岛屿将在针对岛上农民协会的这些项目下获得同样的手段。

这些项目也针对青年。45 在贝鲁岛、诺诺乌蒂岛、阿贝马马岛和北塔比特韦亚

岛，有 1,400 户家庭在基里巴斯外岛粮食和水项目下从事农作。在首都南塔拉

瓦，访问了 11 个社区，并对其进行了土壤改良剂、堆肥、空中压条、有机液

肥、播种和移植方面的培训。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分发了超过 10,000 株和

40,000 株幼苗(粮食作物)。 

91. 在融资方面，2016 年有 70,000 澳元供环境、土地和农业发展部用于农业补

给。各种支持粮食生产的项目包括农发基金外岛粮食和水项目(340 万澳元)、最

不发达国家基金加强粮食安全项目(440 万澳元)。此外，内务部支持每个岛屿的

岛务委员会实施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其中各岛自备器具，包括铲、锹、刀、斧、

自行车、渔具等，供外岛岛民购买用以维生。 

 O. 享有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 

  建议 84.83、84.84、84.86、84.91 

92. 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包括地下水、海水(淡化)和雨水。地下水的问题在于安全

饮用水的水质，而对大多数城市地区人口来说，问题在于易获性。占总人口

(130,000 人)50%以上的塔拉瓦城市人口的用水(和卫生设施)需求由公用事业局根

据 1999 年《公用事业局法》提供。外岛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则由政府通过基础

设施和可持续能源部实施提高获取机会和质量的项目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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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捐助伙伴和机构的支持下，正在解决水、卫生设施和卫生做法问题。46 

政府致力于解决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其实施的项目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项

目正在付诸实施。47 这些项目遵循《国家水资源政策》和《国家卫生设施政

策》(2008 年)以及阐明这些政策实施战略的《实施计划》(2008-2018 年)。这些

政策有待于审查，同时正在着力更新这些政策和实施计划。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能

源部设有两个关键的国家委员会，负责为水和卫生设施政策和项目提供支持。48 

94. 最近修复了南塔拉瓦的公用事业局水管和环卫管，旨在确保居民获得清洁和

易获取的饮用水以及更好的卫生设施。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南塔拉瓦改进方案

项目修复了污水和盐水系统以及排污口，最近已于 2018 年完成。该项目的其他

活动促进解决了对可持续性的关切。49 为更好和易于获取安全的饮用水，公用

事业局已着手在 Tebikenikoora 和 Nanikai 这两个小村庄试行一项 24 小时打表供

水服务，随后将推广到南塔拉瓦其他地区。 

95. 针对城市人口，南塔拉瓦水和卫生设施项目兴建了一座日产 4,000 立方米的

海水淡化厂。2018 年 2 月，GHD 私人有限公司受亚行委托，为该项目提供项目

筹备技术援助。目前，正在完成项目预设计阶段。该项目致力于解决获取优质用

水的人权需求，并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为协助改造南塔拉瓦排污系统，在世界

银行的协助下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即新排污系统扩建。在支持这些项目的过程

中，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能源部制定了一项新的地理信息系统方案，用于进行高质

量的区域成像，以便实现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 

96. 在 4 个试点外岛(诺诺乌蒂岛、北塔比特韦亚岛、阿贝马马岛、贝鲁岛)实施

了 2014-2018 年基里巴斯外岛粮食和水项目。除了协助促进农作和消费营养食

品，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提供雨水收集系统以储备淡雨水。 

97. 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能源部与儿基会合作解决外岛的需求，已实施了基里巴斯

水和卫生设施项目。该项目二期供资 330 万欧元，继续解决外岛的水需求，同时

着眼于改造和维护马金岛、布塔里塔里岛、马拉凯岛、阿拜昂岛、马亚纳岛、诺

诺乌蒂岛、贝鲁岛和尼库瑙岛这 8 个目标岛屿 35 个村庄的水和卫生基础设施。

该项目还支持各岛能力建设。 

98. 由持续评估水质的卫生和医疗服务部水质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和监测。实验

室官员走访各村，目的是检测井水以及公共供水设施的水和雨水。2017 年和

2018 年的检测结果确认，水中含有总大肠菌群和大肠杆菌，含量超过微观指标

的可接受限量，均已构成高风险和极高风险。建议把水烧开、清洁排水沟和储水

罐。还建议施用水处理化学品，并加强实验室开展定期调查并进行监测和处理的

能力。 

99. 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能源部正在开展一个项目，即现场卫生设施项目，该项目

将持续并在试验/试点阶段安装 30 个现场化粪池。化粪池建设工作首先实施初步

的土建工程，例如安装样管和掘坑等。这将试用各种处理方案(现场–离网–卫

生设施)，以便选择最适合基里巴斯国情的方案。此外，从 2017 年起，还在监测

地下水水质，这项工作将于 2020 年结束，随即开始监测盐度。 

100. 还注意到了在其他捐助方的支持下建设卫生设施和促进卫生的其他工作。

2017 年，基里巴斯红十字会通过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资助，成功在比托岛最拥

挤的住宅区之一建造了公厕。这些厕所配有水、雨水汇集系统以提供饮用水。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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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在欧盟–基里巴斯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发展伙伴关系(第 11 期欧发基金)的

支持下，《莱恩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发展部 2016-2023 年综合发展战略》载有涉

及安全和可持续的饮用水以及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的部分，各为这两部分提供

1,200 万欧元。该战略提及了完善循证水管理，提高享有安全和可靠的饮用水供

应的机会，以及加强机构、社区和家庭层面操作以及维护和管理安全和高效的供

水系统的能力。环境卫生部分涉及改善社区、学校和卫生保健设施的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 

 P. 健康权 

  建议 84.89、84.90、84.93 

102. 岛务委员会出资建设的所有外岛卫生院均配备助产士，还提供母婴保健外

联服务。助产士协助岛上护士在各村接生。还为产婆提供家庭接生方面的卫生支

持，确保产婆服务的良好标准。还通过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方案为外岛提供服务。该方案已动员卫生和医疗服务部登记在册的青年开展必

要的基本卫生调查、社区外联方案等。自从 2015 年以来，产婆共接生了 1,284

名新生儿。 

103. 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案提供了一项综合方案，还

支持减少母婴死亡率的工作以及人员培训。5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妇产科学

院的教员合编了这项培训的主持人指南，包括一场教员培训讲习班和 2018 年新

生儿早期基本护理。此后，有 2 名参与者在塔拉瓦为由卫生官员、助产士以及通

加鲁中心医院和比托岛医院护士组成的 10 名参与者主持了一场教员培训。目的

是提升卫生工作者的技能，从而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104. 儿基会一贯是基里巴斯儿童免疫方案的伙伴，还支持制药业、护士能力建

设等工作。在人口基金、妇女署、开发署和世卫组织的支持下，卫生和医疗服务

部从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案等联合方案中受益。作为外

岛访问的一部分，进行了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筛查，同时将其纳入了保健中心

的母婴保健方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52 

105. 在访问外岛时注意到了药品物资的改进计划；外岛需要持续获得保护和治

疗服务。 

106. 已制定了一项艾滋病毒检测服务国家准则，并于 2017 年获批投入使用。

该准则强调了公共卫生和立足人权的提供艾滋病毒检测服务方法的重要性。立足

人权的方法优先考虑全民健康覆盖、性别平等和健康相关权利之类的关切，例如

服务易获性、可获性、可接受性和质量等。该方法坚持“同意”、“保密”、

“咨询”、“正确”和“联系”这五条原则。 

107. 卫生和医疗服务部 2018 年实施的由全球基金赠款供资的西太平洋多国艾

滋病毒/结核病综合方案为应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卫生工作提供了支持。

共计 233,695 澳元的项目资金涵盖了 23 项活动，除其他外，包括提高认识、人

员培训、支持结核病病例、协调会议、结核病筛查、艾滋病毒讲习班、检测和分

发预防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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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84.92、84.94 

108. 基里巴斯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全国设有卫生保健设施，同时各地建

有主要医院(4 所)，方便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莱恩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人口

就医；各岛建有岛上保健中心(21 所)和村卫生院/药房(106 所)。此外，卫生人员

还对某些个人健康病例进行家访。注意到了人力方面的进展。53 持续监测《最

新基本药物清单》和《基里巴斯国家基本设备清单》，并传予捐助方寻求支持。 

109. 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案继续支持在存在健康差距

的很多领域改进并延伸卫生服务，同时必须解决享有优质健康的问题。2015 年

在卫生服务系统中设立了传染性疾病防治股，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

少年健康方案协助该股延伸到所有基里巴斯人，以便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

素发生率。例如：降低非传染性疾病所致发病率、残疾率和死亡率；预防传染性

疾病的引入和传播；加强现有控制方案，确保全国准备好应对未来爆发的疫情。 

110. 在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方面向前跨出的一大步是正在进行的各中心医院设施

改造。卫生和医疗服务部争取到了扩建通加鲁中心医院、结核病病房、伦顿医院

和比托医院的资金。继续向发展伙伴寻求非传染性疾病、生殖健康、传染性疾

病、能力建设、加强卫生信息系统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Q. 受教育权 

  建议 84.95、84.103 

111. 2017 年，政府制定了《国家教育政策框架》，该框架为基里巴斯教育工作

提供了总体指导，旨在确保接受优质教育、包容性、实施《教育法》和监测实施

工作。该框架包括九个关键的政策支柱，每个支柱均明文提出一套确立了预期行

为、做法和标准的政策声明。 

112. 小学和初中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根据政府的免费教育政策，高中仅对 10-

12 岁儿童免费。2015 年，政府还核准了小学和初中学生交通和文具补贴。2016

年调整了以寄宿生 600 澳元和走读生 300 澳元的学费补贴形式实行的四、五、六

年级免费教育；目前，政府对学费提供全额补助。 

  建议 84.96 

113. 2015 年，政府核准了《全纳教育政策》。该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㈠ 提

供灵活的课程，满足各校学生各种不断变化的需求；㈡ 培训教师，落实教育方

案和战略以实现全纳教育；㈢ 对包括有特殊需要儿童在内的所有学龄儿童实行

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㈣ 承认家长/照料者在子女各阶段教育中的作用。 

  建议 84.98 

114. 各岛均有小学和初中，满足了学生的义务教育(1 至 9 年级)需求。各外岛

还提供免费交通，教育部还在为南塔拉瓦和圣诞岛购置更多校车，并为各外岛购

置 20 辆卡车/大巴。不是所有岛屿都有高中。政府和教会共在全国建有 10 所高

中。政府持续与教会合作，旨在提高学生的高中教育易获性，并提升初中教育的

质量。政府为教会提供补贴，并调派合格教师前往教会学校执教。2016 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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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启动的免费教育政策还延伸到所有通过高中考试的学生，同时取消了此前实

行的配额制，也就是说，现在所有通过考试的学生均有入学资格。 

115. 教育部致力于通过其他举措提供优质教育。54 教师注册制还允许对表现不

佳的教师除名，因此该工具将确保所有教师表现良好，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建议 84.102 

116. 最近，在儿基会对促进幼儿发展的支持下，教育部核准了 2017 年《幼儿

保育教育法》，借此机会使幼儿从 4 岁起开始学习，使其做好上小学的准备。由

外岛岛务委员会运营幼儿园，并配备由其支付工资的免费师资。校舍也由岛务委

员会在其管辖区或长岛的每个村庄建设。现行《教育部门战略计划》致力于确定

幼儿园所需资源，并为教师提供培训和职业进修。 

117. 小学入学人数有所增加。55 然而，由于圣诞岛地处偏远和交通不便，同期

岛上初中入学人数却从 7,038 人降至 6,423 人。从 2017 年到 2019 年，初中入学

人数呈持续增长态势。56 学校方面的活动促成了这一表现，包括正在开展的学

校改进方案，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教师主动学习技术，校园充足的设施和学习材

料，以当地语言教授和学习的相关课程，义务教育和全纳教育政策，以及教育法

等。 

  建议 84.99 

118. 2017 年《免费教育政策》和《全纳教育政策》保障女童不受限制地接受教

育，数据表明入学女童多于男童。57 最近家长对女童接受教育的态度有所转

变，从优先考虑男童的传统/文化做法，变成了现在给予儿女更平等的机会。 

119. 2017 年《全纳教育政策》鼓励保障处境不利儿童接受教育。为解决处境不

利儿童的需求，基里巴斯有特殊需要儿童学校和中心目前满足了基里巴斯残疾儿

童的需求58。 

  建议 84.100、84.101 

120. 2013 年《教育法》第 41(2)节规定，必须赋予怀孕少女继续接受教育的权

利，同时规定怀孕或家长身份不再作为纪律处分的理由，也就是说，现在开除怀

孕少女或年轻母亲或使其停学的做法是非法的。已有一些案例使人受益。59 

121. 为确保怀孕少女和年轻母亲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已向各校下达通报，同

时《教育包容性政策》旨在落实《教育法》的所有要求。《教育法》和新政策均

通过媒体(教育部每周电台节目、报纸)和脸书新的教育门户在全国广为传播。 

 R. 歧视妇女 

  建议 84.48 

122. 没有具体的法律解决“歧视妇女”问题。不过，根据《就业劳资关系守

则》第十二部分第 107 节至第 114 节等现行立法，禁止在招聘、培训和晋升方面

的各类工作歧视。该守则还确保男女同工同酬，并禁止迫害和性骚扰。 

123. 土地使用权实际上不是问题，因为妇女也是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是

父母传下来的。这种惯例使现行《土地条例》不合时宜，因此需要更新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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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记录表明，劳动男性多于劳动女性60，但注意到在政府高层职位方面取得了

积极进展。例如，妇女在政府职位中所占比例表明，有 54%的部长秘书职位由妇

女担任。 

  建议 84.49 

124. 加强基里巴斯和睦乡村项目正向二期推进。该项目致力于动员妇女、女

童、男性和男童支持相互尊重的关系和性别平等，旨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并改变社会规范、行为和男女权力不平等。 

125. 该项目还包括一个研究部分，目的是揭示在初级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

行为方面“哪些方法行之有效”，以便转变有害社会规范。该研究部分是该项目

委托平等研究所这一独立的外部研究所进行的。基线是该研究取得的首个重大里

程碑，并将作为一项重要数据，用于衡量基里巴斯男女对生活在无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行为环境中的态度和行为的进一步改变。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的该

项目团队在妇女署和平等研究所的协助下准备好了这一首项研究成果，并已于

2019 年 9 月提交给政府。 

126. 基里巴斯和全球各地庆祝 16 天运动和国际妇女节的年度运动以不同主题

宣传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以及性别平等。这两项运动都是全国庆祝的活

动，吸引了各社区、各外岛、各岛务委员会、各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各妇女教会

组织。每月 25 日的橙色日也是一项广为人知的运动，南塔拉瓦和一些岛屿均举

办了庆祝活动。南塔拉瓦的两个岛务委员会举办橙色日庆祝活动的同时，还在 6

月举办周年纪念活动，即与各社区主办一场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并在每年 6 月

25 日举办一场特别的橙色日活动。 

127. 妇女发展司主办的“基里巴斯男性行为改变”是一项重启的方案，由男性

倡导者着力促成规范以及针对妇女的行为和态度方面的必要改变。在人口基金的

资助下，活动包括该方案成员进修培训、外联和部分岛屿推广。 

128. 太平洋共同体区域权利资源组正与基里巴斯师范学院密切合作，实施《消

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太平洋伙伴关系方案》的社会公民教育部分，该部分

已于 2019 年启动，预算为 30,000 澳元。该方案侧重于人权和责任、平等与公

平、包容弱势群体、性别成见、不歧视、非暴力、社会包容性课堂。 

  建议 84.40 

129. 妇女发展司是政府负责促进性别平等和实施《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主

要协调机构。该司与 AMAK 这一妇女伞式组织密切合作，促进增强妇女经济权

能。该司还支持政府组织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其他工作，并与司法部

人权司密切合作，监测包括《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等在内的人权公约实施情

况。 

130. 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工作队是负责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以及性

别暴力相关事项的主要机构间协调机制。成员均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利益

攸关方。目前，该工作队的季度会议由基本服务一揽子方案提供支持，利益攸关

方成员必须通报各自部门的活动以及性别平等和性别暴力方面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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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84.79 

131. 《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已获核可，将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支持下

制定一项实施计划。该政策确立了 5 个关键的重点领域，其中之一是“增进妇女

参与领导岗位”。此外，正在通过议会于 2019 年 10 月在开发署和澳大利亚外交

贸易部资助下主办的妇女(模拟)议会解决促进妇女参与决策的问题。 

 S. 性别暴力 

  建议 84.32、84.34、84.37、84.67 

132. 未在加强法律框架方面取得多大进展。最近的工作包括在基本服务一揽子

方案下审查法官名册。司法机关优先考虑家庭暴力案件、儿童监护权和赡养费案

件。这类案件被视为紧急事项，地方法官应立即处理，以便使受害人能够在社

会、情绪、经济方面得到安全和保障以及保护。法院书记员也应在对待弱势的性

别暴力幸存者时给予特别的照顾和可靠的客户服务。刑法中的罪犯惩治条款仍有

待审查，因为这种惩罚过于宽松。 

133. 正在通过多方面的工作推进《家庭和睦法》的实施行动。2017 年制定了该

法的实施计划。61 标准作业程序的推广资金是一个问题，妇女署继续倡导/游说

为基里巴斯筹集资源。性别暴力健康问题标准作业程序即将完成。外岛社区外联

工作包括与男长老协会(Unimwane)顾问、岛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市长、医务助

理、警察和法院书记员开展讲习班。62 正在着力澄清法律是为谁制定的，以便

消除男性的困惑，因为男性认为法律只是为了保护妇女，而事实上，法律是为了

保护全体家庭成员和所有人的。 

134. 作为妇女署支持政府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工作的一部分，显然在解决性

别暴力幸存者的需求方面完成了较多的工作。国家性别暴力咨询框架已进展到编

制二稿终稿，供利益攸关方再次审查，随后提交政府核准。该咨询框架的实施计

划草案也已完成，供政府审查和确认。 

135. 检察机关已协同犯罪股就《家庭和睦法》在各岛开展了磋商，并提高了认

识水平。已编制了基里巴斯警察署《家庭和睦法》培训教材，并交由一线警官、

特别任务警察和村长实施。 

136. 一直以来，基里巴斯通过第 150 段至第 153 段所述所有行动，继续实施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2015 年《就业劳资关系守则》攸关不认可任何类型

歧视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实施工作，并要求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即禁

止基于性别、族裔、种族、肤色、宗教、年龄等理由的直接和间接歧视。该守则

还制定了特别措施，规定雇主有义务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继 2004 年加入《消除

对妇女歧视公约》后，基里巴斯于 2009 年加入了《同酬公约》。 

  建议 84.63 

137. 《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政策》仍是相关的，并继续付诸实施。其《共同

实施计划》关键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初级预防。上文讨论的加强基里巴斯和睦乡村

项目正在落实这点。参见建议 84.67 的最新情况。 

138. 其他利益攸关方/伙伴注意到了其他预防活动。63 最近，妇女署与公谊会

世界协商委员会合作，于 2019 年 9 月举办了一场有关男性行为改变方案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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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议，邀请所有太平洋国家参会、讨论和相互学习，并讨论下一步工作。男

性越来越多参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工作中的性别暴力初级预防。 

139. 2017 年 1 月设立的基里巴斯妇女和儿童支助中心为性别暴力案件提供了关

键服务，即提供性别暴力咨询服务，为妇女、女童和儿童提供法律咨询，为幸存

者提供法庭服务，需要时陪同前往警署和医院。在最近六个月(2019 年 1 月至 6

月)里，该中心共受理并支持了 123 起案件。这类案件是家庭暴力、儿童性虐待

和强奸等其他犯罪案件。此外，该中心协助办理了两起儿童虐待案件(2018 年至

2019 年间)，并成功跟进到结案，即罪犯被判监禁。 

140. 社会福利司负责为家庭、个人、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保护儿童，并负担

无父母儿童/学生的学费。该司为包括妇女、女童和儿童在内的暴力幸存者提供

一般咨询和性别暴力咨询，这些咨询对妇女、女童和儿童的性别暴力案件作出了

反应。该司还为罪犯提供咨询服务，旨在帮助罪犯改造，并改变他们的暴力行

为。 

  建议 84.64 

141. 妇女青年体育和社会事务部妇女发展司安全网在协调性别暴力工作方面发

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协调员牵头的一项妇女发展职

能。妇女署已承诺资助安全网支助干事的薪金，并继续就安全网活动供资事宜与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谈判。安全网月度案件管理审查委员会会议得到了安全网支

助干事的支持，由其提供秘书服务。64 性别暴力数据的维护也是安全网的一项

重要任务，每月更新录入这些一线服务提供方的数据。 

142. 安全网的主要服务提供方也是其他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相关委员会

的成员，包括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国家工作队、16 天运动委员会和国际

妇女节委员会。 

  建议 84.65 

143. 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各双边捐助方的支持下，妇女发展司牵头消除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工作。基本服务一揽子方案提供物资，支持编制和印刷针对其伙伴/利

益攸关方的信息、教育和宣传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在各岛、一线服务提供方所

在地和公共场所提供有关服务可用性、联系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联系人的信息。

已印刷了包括小册子和海报在内的信息、教育和宣传材料，并在访问结束后留给

社区。 

144. 警察署社区警务股继续与社区开展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与和睦生活方面

的合作。该股是 16 天运动委员会的活跃成员，在运动日期间参与进行社区外

联，并在年度独立纪念日及其他国家活动等重大国家活动期间开展宣传运动。这

些活动都是作为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女童和儿童行为的措施展开的。 

  建议 84.66 

145. 简而言之，落实该建议的主要工作包括实施《家庭和睦法》，制定国家

《性别暴力咨询框架》及其实施计划，以及以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应对性别暴力

幸存者的标准作业程序；使《家庭和睦法》、2015 年《少年司法法》等新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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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调一致；由基里巴斯妇女和儿童支助中心、社会福利司以及其他主要的一线

服务提供方提供服务。参见建议 84.32-84.37、84.63-84.65。 

  建议 84.71 

146. 有关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人权及其在《家庭和睦法》和《警察权力和

职责》下作用的警官、特别任务警察和村长培训是有效实施《家庭和睦法》的初

步活动。已注意到改进服务方面的新进展。65 

  建议 84.58 

147. 妇女发展司继续实施《国家行动计划》、《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政策》

和《共同实施计划》。计划于 2019 年底在妇女署的支持下审查《消除性暴力和

性别暴力政策》及其实施计划。 

  建议 84.59 

148. 已经采取并在继续制定措施，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以充分落实《消除对妇

女歧视公约》。例如，仍有一些领域的问题有待解决，包括外籍丈夫、子女公民

权(嫁给外国人的基里巴斯妇女所生)、土地条例、《宪法》部分条款修订以及最

重要的是性别平等文化障碍。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实施《消除对妇女歧视公

约》。 

  建议 84.60、84.61 

149. 仍在继续实施《〈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政策〉共同实施计划》的《国家

行动计划》，并已推进行动落实这两项建议。基本服务一揽子方案、基里巴斯妇

女和儿童支助中心、加强基里巴斯和睦乡村项目、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年度运动、政府本身计划和工作以及捐助伙伴支持，全都着力发挥影响。随着政

府、非政府组织和捐助伙伴之间参与和伙伴关系66 的加深，情况有了很大改

观。 

150. 基里巴斯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两项任择议定书》。

基里巴斯基本不存在《儿童权利公约》中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

有关的问题。不过，根据《刑法》，儿童卖淫是非法的并构成犯罪。《就业劳资

关系守则》也有条款禁止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 

  建议 84.68 

151. 2015 年 12 月对南塔拉瓦和北塔拉瓦的地方法官和法院书记员进行了有关

《家庭和睦法》、《少年司法法》和《儿童和年轻家庭福利法》的介绍和培训。

另外，基里巴斯采取的其他初级预防行动还包括将性别暴力内容纳入学校课程，

提高社区认识水平，在校园开展尊重关系方案，以及实施男性宣传方案等。 

152. 有关儿童虐待、暴力侵害妇女和家庭暴力罪犯的 2018-2019 年社会福利记

录通报了被法院定罪的罪犯情况。共有 22 名罪犯的案件被法院审理，并被判监

禁。案情包括谋杀妇女、对儿童和妇女实施身体和性虐待以及骚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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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儿童：免受剥削 

  建议 84.42 

153. 2017 年至 2018 年间制定并启动了上述政策(残疾人、全纳教育以及性别平

等和妇女发展)，但仍未制定《童工政策》。目前，根据现行《就业劳资关系守

则》和《儿童保护法》移交案件以提供援助。 

  建议 84.105、84.106 

154. 基里巴斯于 2013 年加入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经政府核准，妇女青年

体育和社会事务部按月发放残疾津贴。该部仍在设想如何能够更好支持残疾人的

人权。2018 年启动的新残疾人政策正在指导残疾人工作。 

155. 已修正了《国家建筑规范》，以便纳入《第三项国家发展计划》的残疾人

无障碍环境内容。议会已批准《全纳教育政策》。《残疾人就业政策》：正在制

定过程中，同时等待 Te Toa Matoa 提出反馈意见，以便劳动和人力资源发展部

能够正式制定该政策供议会批准。关于参与选举和公共生活，正在审查政策中有

关残疾人无障碍参加国家选举和政治事务的内容。还将审查一项残疾人法，以便

加强社会保护措施，并促进残疾人在个人和公共生活方方面面的人权。 

  建议 84.104、84.43 

156. 基里巴斯于 2013 年加入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基里巴

斯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通过了《基里巴斯国家残疾人政策》。《基里巴斯国

家发展计划》将构成基里巴斯政府各部委能够借以了解并实现各自作用的框架。

一项实施计划将有助于确保有效实施，但仍有待审议和制定。 

157. 尚未制定《童工(儿童工作)政策》。不过，已起草了轻量性和危险性工作

清单。《就业劳资关系守则》确实也涉及童工问题。 

 

注 

 1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MH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Lands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ELAD),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MIA), 

Ministry of Women Youth Sports and Social Affairs (MWYSSA) representing also the NGO and 

CSO,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MEHR),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AG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mmigration (MFAI),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B),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MISE). 

 2 Office of Te Beretitenti (OB), Ministry Women Youth Sports and Social Affairs (MWYSSA) 

(Women, Social Welfare, Disability,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MI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mmigration (MFA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ELAD),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MEHR), Kiribati Police 

Services (Domestic Violence Services Office-DVSO, and Community Policing), Judiciar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MHMS)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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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 the GEF 6 STAR to support th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lan focusing on the renewable energy 

which is yet to be implemented, ii) Global Environment Fund (GEF)-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und (LDCF) project to support enhancing the food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ongoing, iii) GEF - Operation Program 5 STAR (OP 5 STAR) which is a resilient Isl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project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this year 2019. iv) Kiribati Outer Island Food and 

Water Program (KOIFAWP) - International Fund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FAD) funded 

project to implement the water harvesting and gardening projects a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4 These include Kiribati climate change policy, Kiribati Joint Implementation Plan (KJIP), The 

Nation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NFCCCCA), the Whole of 

Island approach (WOIA),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The Kiribati Environment Implementation 

Plan (KEIP), and The Nation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Plan (NDRMP). 

 5 The Act has been reviewed and a bill passed (Sept 2019) for a revised Act to cover both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dopting a whole of country approach, as the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ct'. 

 6 On-going UNW support to develop a National GBV Counselling Framework for completion in 

2019.Further, through the Essential Services Package (ESP) a joint program funded by Global Funds, 

services for women survivors of violence in Kiribati has been elevated to align with laws,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with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developing and adopting a 

do-no-harm and 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For the health, UNFPA works with MHMS to support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the SOPs and trainings. 

 7 Case management with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and the Specialist trainer also provides 

remote technical advice as needed.Further, UNICEF is providing a long-term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elfare adviser (consultant) to be placed with the Social Welfare Division to provide coaching and 

mentoring support to social workers.Assistant Social Welfare Officers (ASWOs) received training in 

child protection, and in organized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intended for them. 

 8 The WASH program of UNICEF for Health - Health Care Facilities - have assisted South Tarawa and 

some outer islands for example, Abaiang.The WASH focuses on hygiene and water.The project has 

assisted the clinics to have sustainable clean water systems applying local water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Tamana Pump and a newe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of Marakei Pump model.The WASH in 

schools supported by UNICEF has trials on-going in four outer islands focussing also on health and 

hygiene in schools supporting children to good health practices. 

 9 UNICEF's support has led to the passing of a new act on ECCE Act in 2017. 

 10 The ‘WASH Governance and DRR in Councils' project is implemented in 5 outer islands of 

Kiribati to promote healthy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in all islands in Kiribati and upholding the 

rights of the children to healthy living. 

 11 Ten integrated Outer Island visits in 2016 allowed the program to concurrently conduct FP services, 

staff training and vasectomy procedures with MHMS personnel to work alongside strengthening 

services provided to both health staff and island communities.Eight vasectomy procedures were 

conducted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KFHA NSV expert as well as awareness provided 

promoting vasectomy targeting men and couples. 

 12 Refresher training with pre-test questionnaires and capturing of the MS1 form data at these respective 

Health Centres (HCs) with a revisit in 6-12 months’ time can provide an overview of how 

knowledge received and learned has increased their FP services to the HCs, number of new users and 

increase in CPR. 

 13 RMNCAH has supported increased visit to outer islands and this has also benefited the pharmacy 

department which was able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quarterly Rural Health Centres (RHCS) reports 

to UNFPA on consumption of RH commodities.The RMNCAH program also distributed 105 Family 

Planning Wheel to these 13 HCs in Tarawa following refresher training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which was attended by 24 medical assistants and nurses from the Tarawa and Gilbert group. 

 14 Around 50 staff from Police, Social Welfare, Women Development Division, Catholic Crisis Centre 

(Our Lady of the Sacred Heart - OLSH), and others in the trainings has been supported by UN 

Women and other bilateral donors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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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e preparation of CEDAW Report (2015, 2016, 2018), CRC Report in 2018 with technical and 

funding support of UNICEF (Child Protection), CRPD standalone Act (being planned by MWYSSA) 

to be supported by the UNESCAP, and others.The 2018 Kiribati Voluntary National Report (VNR) 

was developed funded by UNDP with technical support of UNDP consultants and local consultant 

working with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Office.The current UN Pacific Strategy (UNPS) aligned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s) and KDP 2016-2019, have been the outcomes of 

consultation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Government. 

 16 16 days activism and IWD are the widest sustained international campaign with country-wide 

participation.UN Women and DFAT continue to provide support these campaigns complementing 

annual budget allocated by Government. 

 17 A community-led approach for changing norms and behaviours in society towards power imbalances 

causing gender inequality.Both are funded by the Pacific Partnership Program of the EU, DFAT and 

UN Women. 

 18 An MOU was signed in Oct 2018 between MWYSSA and thirteen SAFENET Committee member 

organizations both from CSO/NGO and established community-based groups agreeing to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utlined in the MOU.Eight more will sign. 

 19 Through the SAFENET taskforce, case management review committee, annual events and campaigns 

such as the 16 days of activism,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Black Thursday, Youth Networks and 

partnerships supported by the ESP has grown.An MOU was signed in Oct 2018 with thirteen 

SAFENET Community member organizations agreeing to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survivors of 

violence in their communities.Eight other members have yet to sign. 

 20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and the GBV Police SOP for women and girls are aligned to 

the TRNTM Act (Family Peace Act – FPA) 2014 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standards and 

best practice.The review and translation of the Bench Book of the Judiciary is on-going for the same 

purpose.The Health SOP is in its final stages of completing 1st Draft. 

 21 The Coalition of Atoll Nations (CANCC), the Climate Vulnerability Forum (CVF), the Pacific Island 

Forum Leaders Meeting (Tuvalu, 2019), the Micronesian President Summit (MPS).While the 

advocacy for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ment States (SIDS) 

is essential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downscale and ramp up key messaging, concerns and issues from the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ment States (PSIDS), a mechanism to coordinate key positions of the Pacific SIDS for 

advocating at international events. 

 22 Kiribati has established a climate finance division (CFD) in MFED as a first step to coordinate how to 

engage with relevant climate finance institutions: Green Climate Fund (GCF), Adaptation Fund (AF) 

and Commonwealth International Fund (CIF).The first GCF proposal: 24/7 Water supply for South 

Tarawa is being implemented.The CIF approved funding support towards the Solar Renewable 

Energy (SREP) Investment Plan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 Adaptation Fund 

project proposal is currently being steered by the CFD and the KNEG. 

 23 TRNTM Act criminalizes domestic violence in all its forms –  physical, sexual, 

verbal/emotional/psychological, and economic abuse.It provides for an offe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troduces protection orders and police safety orders; introduces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public awareness programs to reduce, prevent and eliminate violence; section 11 

clarifies the application for protection orders — apart from the complainant, who can apply for a 

protection order on behalf of the complainant who is unable to apply due to injury or fear; section 14 

is on the court power to make protection orders on satisfaction that the respondent has used domestic 

violenc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applicant, (child or any other member of the family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hold); types of protection orders (Emergency, Temporary, Final Order). 

 24 The Island Vulnerable Assessments (IVAs) is a tool for assessing vulnerabilities that incorporates key 

survey questions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gender inclusivity and assesses the vulnerability of 

groups.Thes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inform ke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has been used by 

island councils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island strategic plans (ISPs). 

 25 Trainings included: Coastal Vulnerability Mapping (EU GIZ ACSE project); Database management 

(SPC ISACC project); Project proposal writing (USAID Climate Ready); Project Manageme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PC IS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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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e Code are included ensuring that regulations can b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for protection of child 

in the work place.The EIRC is developed to address employment conditions, labour migration policy, 

ILO convention ratified (8 fundamental conventions) including convention 138 on minimum wage 

convention 1993, convention 183 on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1999. 

 27 EIRC disallows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a) ethnic origin, race, colour, national status, social 

origin, social class or economic class; (b) sex. pregnancy, marital status, sexual orientation o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c) age, state of health, HIV/AIDS status or disability; (d) religion or political 

opinion; (e) trade union membership or activity; or (f) involvement in an employment dispute, an 

investigation or legal proceedings affecting the employer. 

 28 Interest Groups: Government, NGOs, Donors present in the country, established community groups, 

Disability Organization (Te Toa Matoa) and Women representations on the national women umbrella 

organisation the AMAK (Aia Maea Ainen Kiribati). 

 29 Lately, heavy rains and king tides coupled with sea level rise have become common disasters 

affecting the islands and the people for instance, in 2015 and 2018, Tamana and Arorae were the two 

most affected islands due to the passing of Tropical Cyclone Pam. 

 30 1)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 USAID Climate Ready and SPC ISACC project has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of the CFD under the MFED; 1a) Climate and Disaster 

Finance Assessment (supported by GIZ, PIFS and DFAT) which provides an assessment on the 

current climate change financing support being received by Kiribati; 2) Policy Direction -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3 main priorities for climate change and which the CFD will engage further 

on with the GCF and other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 Water, Coastal Protec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2a) KNE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JIP and the WOIA; 3) Technical 

support - Disaster Fu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tide calendars, radio broadcasts for immediate events 

requiring support in light of sudden events especially during king-tide events. 

 31 Coast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programmes such as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oject 

(CCAP); Kiribati Adaptation Programme 3rd Phase (KAPIII); the Disaster Fund (DF) managed by the 

OB supports all coastal protection through different means: seawall construction, sandbags provision, 

temporary relief measures, mangrove planting initiatives. 

 32 Abaiang now in its implementation phase, and Tabiteuea Meang, Teraina, Tabuaeran, Kiritimati, 

Nounouti, Abemama and Marakei, for which IVAs have been completed.Phase two of the WOIA is 

development of Island Strategic Plans and for a number of Councils, Islands Strategic Plans (ISPs) are 

in place. 

 33 It requires that births are registered by the registrar for the district where the baby is born, or where 

found for those without proper information specifying also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gistration.Registration of the birth is free until 12 months from birth after which registration is 

considered 'late' and an applicable charge applies for registration.Illegitimate children require a 

request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the mother and the father acknowledging the child as his. 

 34 Form 4–6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levels. 

 35 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Act 2017 provides for and regulate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services in Kiribati and for connected purposes.The Education Sector Strategic Plan (ESSP) 

2016-2019 and the Education Policy were developed aligned to the Act.Education has in place a 

Child Protection Policy 2013 (recently reviewed in 2019) to ensure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with all facilities and including schools, along with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policy 2016, also reviewed in 2019.A recently adopted Education policy is the Child Safe Schools 

policy 2019 which upholds a zero-tolerance. 

 36 The Ministry integrated thes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spirations into its national education 

priorities, aligning them with the Government of Kiribati Development Plan (2016–2019), in the 

Key Performance Area 1: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37 A Principal, teacher or supporting staff of the school who is found to give corporal punishment to any 

student is subject to a fine of $1000, or 6 months’ imprisonment. 

 38 A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ve Reform project with UNICEF w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with the 

endorsement and enactment of both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Family Welfare Act (CYPFWA) in 

2013 and Juvenile Justice Act in 2015.The CYPFWA encourages family wellbeing and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gainst harmful treatments by parents, caretakers and others and decisions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child deserves to be cared for and protected by thei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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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Judiciary Enabling Right project promotes awareness and legal education to women and youth groups 

to access to quality justice in Kiribati.The Kiribati Police Service also have ongoing activity to 

conduct awareness campaign once a month to communities and schools.The Community Policing are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to promote peaceful living in the homes.The Police Standing Orders and 

Procedures (SOP) for GBV victims/survivors, under the ESP is planned for roll out to all islands.This 

will assure elevated police/legal service to the women and girls who are survivors of v A training 

manual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to assist with the planned roll out training on the new SOP to all 

islands of Kiribati. 

 40 The SAFENET membership in outer islands include front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the Police, 

Medical Assistant, Unimwane rep, Women's Rep, Youth Rep and the ASWO.Through it, cases are 

assured of successful completion and survivors assured of better care for them and their safety. 

 41 WEE trainings conducted in outer islands to build skills of women in business, handicraft making, 

gardening sewing, cooking. 

 42 A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 Development Policy has been approved and adopted.An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policy is priority next step for realizing the expected outcomes of the 

policy.This is being considered for support by DFAT.For the need to mainstream gender in policies 

and laws, the National Disaster Act was consulted on for its review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ct) to update and make it relevant, gender responsive and effectively relevant to 

people affected.Involvement of women representation on disaster committees is encouraged.A bill for 

the revised Act was recently passed by Parliament in September 2019. 

 43 A budget of $1.5m in 2019 for persons aged 65 and above (2,797 in 2019) payable on monthly 

basis.School fee support budget of $56K in 2017–2019.A disability fund amounting $1.5m which 

started recently in September 2019 is also available for 2900 paid on monthly basis. 

 44 Through the Agriculture Division of MELAD,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e tools and seedlings is a 

practice to provide as incentive as well as support people on outer islands.Under the Kiribati Outer 

Island Food and Water Project (KOIFAWP) and LDCF projects, schools and water user groups in 

five islands have received agricultural hand tools shovel, spade, fork & wheelbarrow.Five islands had 

received the agricultural hand tools that distributed to Water user groups and the schools under the 

KOIFAWP and LDCF projects.Islands covered include Abemama, Nonouti, Tab North, Beru and 

Maiana. 

 45 A total of 1,557 received training on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activities across seven islands namely 

Butaritari, Abaiang, North Tarawa, Kuria, Abemama, Tab South and Nikunau. 

 46 UNICEF has assisted schools in Kiribati to implement the Water and Sanitation Health (WASH) 

Program.The WASH Program promotes schools to have WASH facilities (toilets, water for hand 

washing and brushing of teeth) in schools.Enhancing th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WASH) 

standards in the clinics in some islands, rehabilitated 22 WASH facilities; compliance to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that all schools must have essential WASH facilities. 

 47 The Atoll Water and Sewerage Program (AWSP), Kiribati Adaptation Program (KAP) 3, Kiribati 

Water and Sanitation (KIRIWATSAN) II, Kiribati Outer Island Food and Water Project (KOIFAWP), 

South Tarawa Sewerage Improvement Program (STSISP), South Tarawa Water and Sanitation 

Project (STWSP), Water and Safety Health (WASH), are some of the water and sanitation projects 

(footnote these).Both Outer Islands and Urban population are benefiting from these projects for 

improved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s. 

 48 National Water Committee and National Sanitation Committee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and 

coordina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and programs to ensure quality and standards are 

adhered to and that tests are done regularly. 

 49 The community mobilization team of STSISP worked closely with communities in Betio and Teinano 

areas on the proper use of toilets, simple hand-wash appropriate technology (tippy taps), conducting 

site visits, meetings with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training of members.Through the work, 

communities were encouraged to have community toilets arrangements on maintaining the facility. 

 50 Total funds availed had been $291,254.85. for a total number of 14 blocks of 6 toilets each.These 

have assisted the 84 households living in the area.The project also provided rain water catchment and 

tanks for drinking water.In the Bairiki village settlement, toilets for 24 households were built through 

the support of the Mormon Church, costing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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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RMNCAH program funded training of 2 participants – a midwife and the O&G specialist to attend 

the PEMNet –  Pacific Emergency Maternal and Neonatal training in New Zealand in July 

2016.The training by the Pacific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Health (PSRH) is aimed at emergency 

prevention and death avoidance in everyday routin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52 The visit to Maiana Island (2018) showed that 248 people were tested for HIV and syphilis (using 

VCCT) and interviewed for symptoms of chlamydia and gonorrhoea.The HIV results were only 

available on the spot for 70 people due to only 70 test kits being available.The remainder of the blood 

samples were brought back to Tarawa for testing and results disseminated to the nurses on 

Maiana.Results showed that in all age groups apart from the 45-50 group, more STI tests/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or females (61%) than males (39%).Additionally, more tests were conducted for the 

20-24 age group (22%), followed by the 30-34 year age group (20%) and then the 25-29 age group 

(15%).Females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of those tested 151 or 61%, while 96 or 39% were males. 

  There were 17 HIV/STI tests conducted on pregnant women with one testing positive for syphilis and 

one with symptoms of chlamydia.The age group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sitive STI cases was 

the 30-34 group (23% of cases).Syndromic treatment was provided to all symptomatic cases and their 

partners.All the condoms that were brought for the mission were distributed, total of 144 male 

condoms and 100 female condoms. 

 53 The VNR has noted "medical doctor availability has improved from 4.1 per 10,000 in 2015 to 6.0 per 

10,000 in 2017.The total number of available health personnel (which includes medical doctor, 

dentists, assistants, nurses and midwives) increased from 39 per 10,000 in 2015 to 42 per 10,000 in 

2017.The vast majority (71 percent) of medical staff are nurses". 

 54 Increasing Kiribati Teachers College (KTC) intakes from 30 to 100 per year (since 2018) to provide 

all schools with qualified teachers in a timely manner- improve the pupil teacher ratio (desired 

1:30).The Ministry is embarking on Teacher Registration (TR) to register all teachers who meet the 

required benchmark as prescribed in the Education Act.Those who do not qualify will not be 

registered.Professional Developments by teachers is encouraged to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TR.KTC is offer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s (PD) on classroom managements, pedagogies and 

other related courses to upgrade skills of existing teachers - to enhance teachers’ capacity in 

delivery lessons to their students.New monitoring tools for teachers was rolled out in 2018 which 

allows the Ministry to effectively assess teacher performance and to be able to intervene in a timelier 

manner when a teacher is not performing well.This assessment tool is also used for salary increment 

purposes instead of Staff Performance Appraisal as used for other civil servants.Rehabilitate schools 

with the help of DFAT for Primary schools in South Tarawa, Line Islands and several schools on 

selected outer islands.The Ministry continues to provide rehabilitation for schools in critical 

conditions for instance, the JSS on Kiritimati Island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55 The total school enrolment for primary education showed an increase from 27,140 in 2013 to 28,565 

in 2016.2017, 2018 - 2019 showed consistent enrolment at 17786, 16150, 17346 for respective years. 

 56 In 2017-2019, 5693, 5663 and 6371 respectively recorded as enrolled. 

 57 In 2017, total enrolment was 29,588 of which male was 14,360 and girls was 15,228 and in 2018 total 

enrolment was 26,928 comprising of boys 13,194 and girls 13,734.In 2019, total enrolment was 

30,270 with boys 14,719 and girls 15,551. 

 58 In 2018 the school had 39 teachers and 227 registered students across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age.The VNR 2018 reported of delivery of education to the students which has seen 8 impaired 

students attend senior high school, 4 students (also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attend intermediate 

schools, and 3 (with mild intellectual impairments) attend regular primary schools." 

 59 Under 'repeat subsidy cases' on medical grounds official records, (girls pregnant) 4 cases were 

considered (2016 -2 girls; 2019 - 2 girls).Evident also in the scholarships' records for 2015, 2016, and 

2017 there had been higher numbers of girls obtaining scholarships than boys (69 female and 46 male 

67 female and 31 male, 96 female and 56 male for respective years). 

 60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ged 15 years+ 73% male vs 60% female; Unemployment rate, aged 

15 years+ 36% male vs 47% female; Unemployment rate aged 15–24 years 62% male vs 73% 

female). 

 61 Further, under the ESP funding, WDD have developed the SAFENET SOP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survivors of GBV.The Police GBV SOP is in place along with the training manual of the SOP.For 

both SOPs, plans are in place for an integrated roll out to the outer islands, prior which a training on 

the SOPs was conducted in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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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Islands covered included Nonouti, North Tarawa and Butaritari in 2018 and three more to cover in 

2019. 

 63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introduced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 subject of GBV.Respectful 

Relationships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in schools.The Men's Behavioural Change program has been 

re-introduced with funding support of UNPFA, supporting continuation of the initial program funded 

by World Bank.Refresher trainings of male advocates and a roll out training plan to outer islands are 

being funded. 

 64 The CMRC brings together key GBV front-service providers (Police, KWCSC, Crisis Centre, Social 

Welfare, Health) to discuss high priority cases. 

 65 All 4 Police stations on South Tarawa have female police officers to serve GBV cases and now have 

one female officer on every shift.The KWCSC, SAFENET's CMRC, Human Rights Division of MOJ 

have also visited the Police Stations and conducted basic GBV training, Human Rights, and Roles 

under the Act to Police Officers, CPS. village wardens and special constables at the stations.In 

addition, the Public Service Office provides support sending police officers to study undergraduate 

courses. 

 66 Partnership with NGOs and across Government have grown from about 700 in 2017 to an estimated 

4500 in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