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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权理事会申诉程序？

人权理事会申诉程序处理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

发生的一贯严重侵犯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且得到可

靠证实的情况(2007年6月18日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

议)。它以原人权委员会的1503程序作为工作的依据，

该程序已经过修改，以确保申诉程序公正、客观、高

效、注重受害者且能及时启动。

有两个不同的工作组，即来文工作组和情况工作组，

分别负责审查书面来文和提请理事会关注一贯严重侵

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且得到可靠证实的情况。此申诉程

序是唯一的涵盖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所有人权和所有

基本自由的具有普遍性的申诉程序。申诉程序具有机

密性，以增强与所涉国家的合作。



向人权理事会申诉程序提交申诉的
好处

•	 申诉可以针对任何国家提出，而无论该国是否批准

了任何特定的条约或在某一特定文书下作了保留。

•	 申诉有可能上达联合国最高等级的人权机制－人

权理事会并由其进行审议。

•	 程序的机密性有助于加强来自国家的合作。

1503程序与理事会第5/1号决议的程序
有哪些不同之处？

实践表明，申诉程序与原先的1503程序十分相似，以

下所列的新特点主要包含了程序运作过程中的一些技

术细节：

•	 更客观、更透明：来文工作组主席向工作组成员(工
作组由咨询委员会从其成员中指定的分别代表5个
区域组的5名独立专家组成)提供初步筛选后驳回的

所有来文清单，并说明驳回来文的理由。



•	 案件处理更及时：两个工作组每年各召开两届会

议，每届会议为期一周，而不再是每年召开一届会

议，每届会议为期两周。因此，理事会可以根据需

要频繁地审议由情况工作组(由各区域组从理事会的

成员国中任命的5名成员组成)提请它关注的案件。

•	 更透明、更注重受害者：在各关键阶段将向来文提

交人和所涉国家通报审议情况。两个工作组在其各

自的权限范围内决定如何将注重受害者的方针转化

为具体的程序和工作方法。因此，两个工作组可以

决定联络来文提交人索要进一步的资料，包括向来

文提交人和所涉国家提出相同的问题。

•	 加强了与所涉国家的合作和对话：就某一特定案件

而言，理事会可以采取的一项新措施是建议人权高

专办向所涉国家提供技术合作、能力建设援助或咨

询服务。

•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此项还可以包括在国家人权机

构提起诉讼程序，前提是它们必须根据《巴黎原

则》运作并拥有准司法管辖权。

新程序保留了其机密性，以期加强与所涉国家的合

作。理事会可决定停止在秘密申诉程序下对某项问题

进行审查，并对其进行公开审议。





在人权理事会的申诉程序下，哪些
类型的申诉是可受理的？

为了能够被人权理事会的申诉程序受理，有关申诉必

须符合以下标准：

•	 申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并使用联合国六种正式语

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文)中的一种语文；

•	 申诉应尽可能详尽叙述相关事实(包括据称受害者的

姓名、地点和其他证据)，并且不得超过15页；

•	 申诉不得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	 申诉不得完全以大众传媒的报道为依据；

•	 申诉目前还没有由一个特别程序、条约机构或联合国

其他人权申诉程序或类似的区域人权申诉程序处理；

•	 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除非此种补救办法看来不

会奏效或者会被不合理地拖延；

•	 申诉不得使用辱骂性的语言；

•	 申诉程序没有在单个案件中寻求补救办法或向据称

的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授权。





哪些事件属于一贯的严重侵犯人权与
基本自由行为？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

议或决定中都没有关于“一贯”和“严重侵犯”的

明确定义。但是，从1503程序的准备工作文件来

看，“一贯严重侵犯”似乎是指那些情节极其严重

以至于“不再能够视为完全属于各国国内司法管辖

范围的”1 侵犯权利行为。

•	 此外，“严重侵犯”是指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情

况下、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发生的侵犯公民和政

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以及对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或对和平的威胁。2 例如，

种族隔离政策便符合一贯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定义。

•	 从准备工作文件来看，还可以发现，“一贯严重侵

犯人权且得到可靠证实的情况”涉及多个受害者和

一定数量的侵犯权利行为，这些侵犯权利行为横跨

一个最起码的时间段，并具有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特点。来文工作组在审议来文的可受理性和来文所

载指控的是非曲直时会考虑到这些要素。

•	 此外，一份单独来文或与其他来文一并提交的来

文，如果指称发生了在许多场合反复实施的严重违

1 E/AC.7/SR.637 
2 E/AC.7/SR.638



反《世界人权宣言》的行为，则可能揭露出一贯严

重侵犯人权且得到可靠证实的情况。3

案件举例：

•	 指称的属于某一少数群体的个人人权状况发生恶

化，包括出现强行驱逐、种族隔离和低于标准的生

活条件。

•	 指称的被羁押者和监狱工作人员所处的监狱条件恶

化，导致暴力和死亡。

国内补救办法是否用尽的评判标准是
什么？

•	 来文应包含有关资料或一项声明，证明已经根据公

认的国际法原则寻求并用尽了国内法可以提供的补

救办法，并且如有可能，应提供所涉国家的法院或

其他有关当局所作任何最终裁决的文件证据。

•	 当那些补救办法“不会奏效或者会被不合理地拖

延”时(第5/1号决议第87(g)段)，此项要求可有例

外。例如，当法律使正当程序受到限制(例如没有独

立的司法机关)，或申诉人和(或)受害者被剥夺获得

补救的机会或被阻止用尽补救办法时，申诉人可无

需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3 E/CN.4/1040, E/CN.4/Sub.2/316 



•	 如果所涉国家声称尚未用尽所有可以获得的国内补救

办法，工作组则可以要求该国详尽说明在案件的特定

情况下据称的受害者可以获得的有效补救办法。

可以针对哪些人提起申诉？

申诉可以针对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

哪些人可以提交申诉？

任何个人、个人群体或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向人权理事

会的申诉程序提交申诉。

机密性是指什么？

除非理事会另有决定，申诉人和所涉国家提供的所有

材料，以及各个阶段的审议程序始终保密，因此不对

外公布。这也适用于已经中止审议的情况。此外，申

诉人可以要求不向所涉国家披露其身份。虽然这些保

密规定对联合国处理申诉的各机构具有约束力，但是

它们不阻止申诉人对外公布已根据人权理事会申诉程

序提交申诉的事实。不过，申诉不可以匿名提交，否

则会导致申诉被驳回。





申诉被宣布为可受理以后会怎样？

申诉程序分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

来文工作组主席与秘书处一起进行初步筛选。只有

符合受理标准的申诉才会被转交所涉国家，以请它

们就申诉所载侵犯权利的指控提出意见。

•	 第二阶段：来文工作组

来文工作组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以决定申诉的可受

理性，并评估有关侵犯权利指控的是非曲直，包括

有关申诉看起来是否单独或者与其他申诉一起揭露

了一贯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且得到可靠证实的

情况。

来文工作组在会上可以决定：

` 如果根据理事会第5/1号决议其不可受理，则

驳回申诉；

` 保持对该申诉的审查，并要求所涉国家和(或)
申诉人在合理的时间内进一步提供资料；

` 把包含所有可受理来文以及关于这些来文的建

议的案卷转交情况工作组进一步审议。



•	 第三阶段：情况工作组

情况工作组(由各个区域组指定的5名人权理事会成

员国代表组成，他们以个人名义任职)每年举行两

次会议，根据来文工作组提供的资料和建议向理事

会提出关于一贯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且得到可

靠证实的情况的报告，并向理事会建议应采取的步

骤。

情况工作组在会上可以决定：

` 停止对情况的审议；

` 保持对有关情况的审查，以便进一步审议或要

求提供补充资料；

` 在它认为来文所载的指控可能揭露了一贯严重

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且得到可靠证实的情况

时，把该情况转交人权理事会。

•	 第四阶段：人权理事会

(除非另有决定)，理事会以保密的方式审查情况工作

组的报告，并可以做出以下决定：

` 在没有必要作进一步审议或采取行动时，停止

对有关情况的审议；

` 继续保持对有关情况的审查，并请所涉国家在

合理的时间内进一步提供资料；



` 保持对有关情况的审查，并指定一名高度合格

的独立专家监察该情况并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 停止在秘密申诉程序下对该问题进行审查，以

便对同一问题进行公开审议；

` 建议人权高专办向所涉国家提供技术合作、能

力建设援助或咨询服务。

申诉中应包含哪些资料？

虽然不要求以特定的格式提交申诉，但是建议使用下

文所示网站上提供的申诉表格。申诉书必须是书面

的，字迹要清晰，最好是打字生成，并应署名签字。

来文必须以联合国的一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提交。申诉应提供基本

个人资料(申诉人的姓名、国籍、出生日期、邮寄地址

和电子邮箱)，并说明其针对的国家。提交之后如果地

址或其他联系信息发生变化，申诉人应尽快通知秘书

处。必须按时间顺序列出申诉所依据的所有事实。叙

述必须尽可能完整，并包含与案件相关的所有资料。

申诉人必须说明为什么他(她)认为所述事实构成一贯

严重侵犯人权。



申诉人还须详尽说明他(她)已采取了哪些步骤，以便

用尽在申诉所针对的国家里可以获得的所有补救办

法，特别是在该国的地方法院和当局所采取的步骤。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定意味着该申诉必须已经

首先提请有关国家当局的关注，直至可以动用的最高

法院，除非此种补救办法看来不会奏效或者会被不

合理地拖延。如果一些补救办法仍然未定或者尚未用

尽，必须指出这一事实，并说明其理由。

申诉人必须提供与其申诉和主张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复

印件(不是原件)，特别是国家当局做出的关于该申诉

的行政或司法决定。如果这些文件非以联合国的一种

正式语文生成，必须提供其全文或摘要翻译。

如果申诉缺乏在人权理事会申诉程序下的处理所需的

基本资料，或者事实叙述不清，人权理事会秘书处将

与申诉人取得联系，请后者提供补充细节或重新提交

申诉。

不重复原则是指什么？

申诉程序不审议已经在由特别程序、条约机构或联合

国其他人权申诉程序或类似的区域人权申诉程序处理

的案件。



是否曾有案件的机密性被撤销的情况？

理事会曾有两次决定停止在秘密申诉程序下对某项问

题进行审查，并对其进行公开审议，一次是在2006
年，涉及的国家是吉尔吉斯斯坦，是在根据1503程序

进行审议之后；另一次是在2012年，涉及的国家是厄

立特里亚。

在审议案件的过程中是否会与来文的提
交人有互动？会有怎样的互动？

•	 理事会第5/1号决议第86段强调，申诉程序注重受害

者。第5/1号决议第106段规定，申诉程序要确保在

关键阶段向来文提交人通报审议情况。

•	 根据理事会第5/1号决议，来文工作组在其认为必要

时可以请来文提交人或第三方进一步提供资料。





Complaint Procedure Unit
Human Rights Council Branch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申诉发送至 cp@ohchr.org 或

联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何国家或区域办事

处。

如需进一步了解人权理事会的申诉程序，请访问以下

网址查看常见问题：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mplaintProcedure/
Pages/HRCComplaintProcedureIndex.aspx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alais des Nations
CH 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 + 41 (0)22 917 9000
F: + 41 (0)22 917 9011

www.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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