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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2

导言导言

本指南的目的是提供实用咨询意见，介

绍联合国国家一级的实体如何通过联合

行动或单独行动参与普遍定期审议进

程，支持会员国在人权以及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预防和保持和平议程方面取

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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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普遍定期审议？

普遍定期审议是2006年由大会

创立的。它是一个独特的、由国

家驱动的同行审议机制。通过

这一机制，会员国在日内瓦举行

的政府间人权理事会工作组会

议上，每四年半平等地对所有

国家的人权记录审议一次。所有

国家无一例外都积极参与审议

其他国家的人权记录并向其提

出建议。 

普遍定期审议的目标是支持所

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及时、定

期、更好地评估其不断发展的人

权需求。普遍定期审议审查所

有会员国落实《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各自批准的

人权条约规定的人权承诺和义

务、以及各国所作自愿保证和承

诺的情况。普遍定期审议根据审

查情况，向会员国提出建议，帮

助它们加强国家人权保护。普遍

定期审议是适用于所有会员国

的通用工具，如同可持续发展目

标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一样。

审议依据三份文件：

1. 受审议国家所提供的资料，

其形式可以是“国家报告”；

2. 根据联合国人权机构、联合

国国家工作队和各个联合国机

构、基金和方案等联合国实体的

报告汇编的资料(人权高专办编制

的“联合国资料汇编”)；

3. 来自国家人权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包括区域人权机制在

内的区域机构等其他利益攸关

方的资料(人权高专办编制的 

“利益攸关方信息摘要”)。

在每次审议期间，政府首先提

交国家报告，此后由其他国家提

出问题和建议。然后，受审议国

有机会对这些建议发表初步评

论，选择“接受”(支持)或“注

意到”这些建议。审议的最后报

告大约三个月后在人权理事会

全体会议上通过，报告中载有受

审议国对每项建议的明确国家

立场。最后报告在普遍定期审议

网站上公布。

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于2017年5
月开始，将于2022年3月完成。这

一轮审议的重点是评估各国落

实其在前几轮普遍定期审议中

接受的建议的情况，以及各国最

近的人权发展情况。各国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工作队和

联合国各实体，也可以自愿提交

中期报告或年度更新，以记录落

实建议方面的进展情况。第四轮

普遍定期审议预计将于2022年
10月开始。

联合国发展和驻地协调员系统

的管理和问责框架(第10页和

第11页)为在驻地协调员领导下

国家工作队如何就人权在国家

一级开展联合工作，包括在普

遍定期审议过程中如何开展工

作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方向。

导言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https://www.un.org/zh/charter-united-nations/index.html
https://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oreInstruments.aspx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oreInstruments.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Pages/HumanRightsBodies.aspx
https://www.ohchr.org/ch/Countries/NHRI/Pages/NHRIMain.aspx
https://www.ohchr.org/EN/Countries/NHRI/Pages/Links.aspx
https://www.ohchr.org/EN/Countries/NHRI/Pages/Links.aspx
https://www.ohchr.org/EN/Countries/NHRI/Pages/Links.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CyclesUPR.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Imple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UPR_4th_cycle.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UPR_4th_cycle.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UNDS-MAF-2019-country-level-component-FINAL-editorial-rev-26APR.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UNDS-MAF-2019-country-level-component-FINAL-editorial-rev-26AP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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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正在发挥作用多边主义正在发挥作用  
如何利用普遍定期审议在国家一级推进可持续发展、 

和平与安全及人权议程？ 

联合国实体如何利用普遍定期

审议支持自身的工作？

 

普遍定期审议为驻地协调员领

导的国家工作队以及各个联合

国实体提供了开展以下工作的

机会：

•  定期评估人民生活的实际状

况，找出不平等、冲突和暴

力的根源，确定(有可能)掉

队的群体。这也是国家工作

队共同国家评估的一部分。

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关

于共同国家评估的指导意见

第33至42段。

•  更有力、更具战略性地倡导

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普遍定期

审议的同行因素意味着各国

可能会更认真地对待该审议

机制的建议，并有落实建议

的政治意愿。

•  就敏感问题进行对话，而这

些问题在其他场合可能难以

提出。

•  为国家实体和民间社会行为

体就人权问题展开讨论提供

平台。

•  在国家实体、联合国实体、

民间社会和诸如国家人权机

构、工会或媒体等其他相关

利益攸关方之间就关键人

权、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与安

全问题建立和动员国内网络

和联盟。

•  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人权和社

会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倡导

促进人权的战略性、有时限

的计划，包括落实人权机制

所提建议的可能自愿保证或

国家计划。

•  展示人权建议与《2030年议

程》之间的联系，倡导以整

体方式应对人权挑战和实现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此作

为一个途径，加快这两项议

程的进展，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国家工作队可以确保

这一做法源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合作框架》(《联合国

合作框架》)，并为执行国家

发展计划和其他相关政策和

方案拟订框架及文件提供因

地制宜的支持，可参见新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入门

读物》等。

•  加强和支持各国对多边主义的

承诺，包括为此提供落实普遍

定期审议建议方面的援助。

•  确定就人权开展双边和多边

合作的机会,使各国有机会在

落实建议的过程中，(通过最

佳做法、技术合作、供资等途

径)与提出建议的国家或捐助

方接触。

参与普遍定期审议是手段，其本

身并不是目的！

普遍定期审议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各国对人权的保护。

一国在所有会员国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面前公开接

受的普遍定期审议建议，是在国家工作队及和平行动

任务授权范围内就许多问题进行积极参与和宣传的重

要切入点。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unsdg.un.org/SDGPrimer
https://unsdg.un.org/SDG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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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定期审议中提出的问题往往重点突出了阻碍发展

或有可能加剧冲突或紧张局势的挑战和根源。联合国

还可以配合其他关键的联合国优先事项战略性地利用

普遍定期审议，如实施《2030年议程》、预防、保持

和平和保护战略等。普遍定期审议可以提供信息，促进

编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其中包括共同国

家分析、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保护

战略、特派团背景下(例如索马里)的综合战略框架以及

用于联合国集体作出应对帮助各国解决国家优先事项和

缩小实现《2030年议程》道路上差距的其他文书。普遍

定期审议的价值还突出地体现在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

吁”中。

平均而言，各国接受近85%的建议。联合国实体，包

括国家工作队成员、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无论

集体行动还是单独行动，均可以将这些建议纳入活动

和宣传战略，以加强其开展活动的驻在国的人权保护

工作。

《联合国合作框架内部指南》还为如何处理人权问

题，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建议提供了重要切入点(特别是

在第3至28段；第53至61段；第97段)。

在许多国家，包括阿根廷、摩尔多瓦、坦桑尼亚、

越南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已经有联合国实体战略性地

利用普遍定期审议带来积极变化的良好做法和成功经

验——另见《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人权指

导说明》(第32页)。

有几个机构、基金和方案开发了关于如何在工作中利

用普遍定期审议和其他人权机制的工具包(见所附链

接)。许多机构都通过普遍定期审议产生了影响，其

中包括儿基会在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尼日尔、哈萨

克斯坦(解决普遍废除死刑或涉及儿童的死刑问题)、

贝宁(将杀婴仪式定为非法)和塞舌尔(同性活动非刑

罪化)，人口基金在马拉维、摩洛哥、莫桑比克和塔

吉克斯坦以及蒙古、亚美尼亚和赞比亚(关于性健康

和生殖健康和权利)。人口基金报告说，对第二轮审

议中就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提出的建议，90%的

国家对至少一半已接受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并举例说

明一些国家最初只注意到此类建议，但后来也采取了

行动，如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难民署成功地与

普遍定期审议接触，倡导批准相关条约及更好地保护

难民和寻求庇护的儿童，促成，例如，9个国家批准

了关于无国籍人员的公约，并改善了西班牙境内对贩

运受害者的保护。关于孤身儿童问题的普遍定期审议

建议也已纳入欧盟国家难民儿童重新安置方案并得到

运用。开发署利用普遍定期审议在方案拟订中提供人

权分析，例如，通过国家情况介绍显示19个阿拉伯国

家普遍定期审议建议的状况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联系。《开发署社会和环境标准》确保开发署的干预

措施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另见人权高专办在关于实

施和加强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最新报告以及高级专员

最近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收集的例子。人权高专办、

发展协调办公室也正在举办区域讲习班，以强化普遍

定期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参与人权事务的众多切入点之

一，而得到政府明确支持的建议是最具共识的切入

点。作为一项同行审查程序，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由

其他国家提出，补充或重申条约机构、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特别程序和人权高专办等联合国专家人权机构提

出的其他建议。在这方面，《世界人权索引》是一个

实用的工具，该索引汇编了人权机制对每个国家提出

的所有建议，并将这些建议直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

钩(见下一页图1)。

由于每四年半才对每个国家审议一次，因此鼓励国家

工作队也利用其他来源和工具，对其开展业务的驻在

国的人权问题进行最新评估，包括在人权高专办的支

持下进行评估。目前，人权高专办在70多个国家开展

业务。对于无人权高专办派驻人员的国家，请联系并

咨询人权高专办普遍定期审议处。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https://www.un.org/sg/en/priorities/prevention.shtml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zh/content/report-secretary-general-peacebuilding-and-sustaining-peace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zh/content/report-secretary-general-peacebuilding-and-sustaining-peace
https://www.unocha.org/es/themes/protection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programme-cycle/space/document/2020-humanitarian-response-plan-template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gpc_hct_protection_strategies_-_provisional_guidance_-_sept_2016.pdf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gpc_hct_protection_strategies_-_provisional_guidance_-_sept_2016.pdf
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corporate/Executive%20Board/2018/First-regular-session/DPDCPSOM3_UN%20Strategic%20Framework%20(2017-2020).pdf
https://www.un.org/sg/sites/www.un.org.sg/files/atoms/files/The_Highest_Asperation_A_Call_To_Action_For_Human_Right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sg/sites/www.un.org.sg/files/atoms/files/The_Highest_Asperation_A_Call_To_Action_For_Human_Right_English.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UN-Cooperation-Framework-Internal-Guidance-Final-June-2019_1.pdf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2ahUKEwjgvNbL1__kAhUHJFAKHV61CyQQFjAAegQIABAC&url=https%3A%2F%2Fuprdoc.ohchr.org%2Fuprweb%2Fdownloadfile.aspx%3Ffilename%3D4311%26file%3DAnnexe5&usg=AOvVaw1BZyOkooNkzt0L4f8dk7xa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maintreaming-human-rights-development-stories-field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maintreaming-human-rights-development-stories-field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maintreaming-human-rights-development-stories-field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sdg-guidance-note-human-rights-resident-coordinators-and-un-country-teams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sdg-guidance-note-human-rights-resident-coordinators-and-un-country-teams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Final_UNFPA-UPR-ASSESSMENT_270814..pdf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Final_UNFPA-UPR-ASSESSMENT_270814..pdf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UNFPA_PUB_2019_EN_Lessons_from_the_second_cycle_of_the_universal_periodic_review.pdf
https://www.arabstates.undp.org/content/rbas/en/home/library/Dem_Gov/the-sdgs-and-human-rights-.html
https://www.arabstates.undp.org/content/rbas/en/home/library/Dem_Gov/the-sdgs-and-human-rights-.html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accountability/social-and-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social-and-environmental-standards.html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806307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806307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149&LangID=E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Pages/Overview.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HRC/Pages/Home.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HRC/Pages/Home.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www.ohchr.org/CH/AboutUs/Pages/WhoWeAre.aspx
https://uhri.ohchr.org/zh/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www.ohchr.org/CH/Countries/Pages/HumanRightsintheWorld.aspx
https://www.ohchr.org/CH/Countries/Pages/WorkInField.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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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为子孙后代保护

我们星球的自然

资源和气候

人民
消除一切形式的

贫困和饥饿，

确保尊严和平等

可持续发展

伙伴关系
通过坚实的

全球伙伴关系

落实议程

和平
促进和平、公正

和包容的社会

繁荣
确保繁荣充实的生活，

与自然和谐相处

适当生活水准权

获得工作和公平工作条件的权利

土地权

住房权

食物权

健康权

受教育权

社会保障权

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

诉诸司法的权利

平等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健康权

食物权

饮水权

发展权

发展权

自决权

享受科学进步成果的权利

为什么人权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很重要

普遍定期审议建议所涵盖的问

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

标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见图

2)。各国政府和联合国采取创新

办法，将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在内

的人权机制的产出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努力相联系，促进形

成加强基于人权的发展方法的

各种综合系统和计划，以及就落

实人权建议而采取的实际行动 

(见人权理事会报告)。

“2019年3月7日，联合国常务副

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人

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上发言时

表示，‘人权是《2030年议程》的

核心，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所有人

权的一个有力工具’。人权为加

强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方面的问责提供了有效途径。虽

然《2030年议程》不是一项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国际人权

条约和国内法具有约束力。若从

现有人权文书的角度分析可持续

发展目标，那么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许多具体目标便从目标或愿望

转变为直接的权利。

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基金中的作用

说明普遍定期审议现在是如何为可持

续发展方案拟订和实施提供信息的一

个具体例子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基

金。该基金2019年底首次征集计划

书，重点是社会保障综合政策。为了

强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和基于

人权的方法，要求国家工作队解释拟

议的联合方案将如何协助该国推进人

权和落实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在内的联

合国人权机制的具体建议。

可持续发展与人权(图1)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0/Documents/A_HRC_40_34.doc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0/Pages/40RegularSession.aspx
https://jointsdgfund.org/homepage
https://jointsdgfund.org/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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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础入门读物》，第14页

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

通过了《2030年议程》，该议程

是‘为人类、地球和繁荣制定的

行动计划’。17个目标、169个具

体目标和232个指标涵盖了人权

框架所述的广泛的问题。许多

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关于和平、包容的

社会的目标16涵盖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的许多方面，包括诉

诸司法和享受基本自由的权利。

目标17和每个目标下的许多国

际具体目标涉及与国际合作和

发展权相关联的问题。

《2030年议程》中‘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的承诺是以不歧视和

平等等人权原则和标准为基础

的。当人们不能选择也没有机

会参与和受益于发展成果时，

他们就会掉队。确保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的关键原则是参与、问

责、平等和不歧视。

这需要超越评估平均和总体进

展，而转向确保所有人群或个

人取得进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

队’和首先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

的承诺，需要准确地确定目标人

群。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收集足

够细分的数据，显示《2030年
议程》规定的所有群体的受助

程度，特别是最脆弱群体，包括

儿童、青年、残疾人、艾滋病毒

携带者、老年人、土著人民、难

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移民。还

可以通过审查人权机制(包括普

遍定期审议)的报告和建议来确

定一些边缘化群体。” 

摘自《为什么人权对实现尼日

利亚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尼

日利亚驻地协调员爱德华•卡隆

(Edward Kallon)著，2019年11
月1日出版。

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图2)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1/UNSDG-SDG-Primer-Report.pdf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2019%2f1&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2019%2f1&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E%2fC.12%2f2019%2f1&Lang=en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16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17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leaving-no-one-behind-unsdg-operational-guide-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leaving-no-one-behind-unsdg-operational-guide-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https://thenews-chronicle.com/why-human-rights-are-important-in-achiev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in-nigeria/
https://thenews-chronicle.com/why-human-rights-are-important-in-achiev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in-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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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之前：提前很多就开始进行准
备工作
在审议前大约6个月，审议所依据的文

件，即国家报告、联合国资料汇编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信息摘要业已编写。这三

份文件同样重要，因为它们就一国的人

权状况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它们评估一

国的人权状况及以往建议的落实程度。

审议之前联合国实体可以做些什么？

•  召集国家工作队内部对话会，讨论该

国的人权状况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以期制定(或更新)国家工作队在

该国的人权战略，包括在共同国家评

估中的人权战略。这也是一个好机

会，可以审查《世界人权索引》中

汇编的其他人权机制向该国提出的建

议，并在共同国家评估中评估其执行

情况。

•  与政府和其他国内利益攸关方就包括

普遍定期审议在内的所有联合国人权

机制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讨论。

•  在审议前/为审议做准备的过程中，

就(在法律、机构或政策层面)采取行

动加强该国国家人权保护制度的问

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包括：作

出自愿保证；根据《巴黎原则》建立

或加强国家人权机构；通过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和相应的预算；建立就人权

机制所提建议进行报告和采取后续行

动的国家机制；批准新的人权文书；

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或其他类似措

施发出公开邀请。

•  开始编写国家工作队联合报告，作为

对供审议的联合国汇编报告的投稿。

在普遍定期审议前大约一年，人权高

专办会向每位驻地协调员发送指导意

见。这使联合国各实体有机会就被视

为关键的问题提供资料和分析，从而

使审议能够依据事实性、高质量和最

新的资料，为向有关国家提出建议提

供信息。单个联合国实体如果愿意，

也可以向联合国汇编报告提交更多材

料。它们提交的材料，连同其他利益

攸关方的所有报告，都会在国家审议

联合国实体参与普遍定期审议的 联合国实体参与普遍定期审议的 
实用步骤实用步骤

本指南突出了联合国实体在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的三个
阶段(审议之前、审议期间和审议之后)的每个阶段的
关键切入点。

国家工作队可以通过普遍定期审议网站了解各自国家预
定何时接受审议。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不让任何人掉队、人权和规范性议程工作组每年一度在
给每位驻地协调员的信中，直接告知联合国人权机制计
划何时与其特定国家接触。

https://uhri.ohchr.org/zh/
https://nhri.ohchr.org/EN/AboutUs/Pages/ParisPrinciples.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PlansActions/Pages/PlansofAction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NMR_Follow-up.pdf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SP/Pages/Welcomepage.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leaving-no-one-behind-unsdg-operational-guide-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leaving-no-one-behind-unsdg-operational-guide-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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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公布。自第三轮审议开始以来，到目前为止，

有61个国家工作队为联合国汇编报告提供了联合报

告，单个联合国实体提供了317份报告。

 •  在国家实体、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和包括区域

人权机制在内的区域机构之间就人权挑战开展对

话，并推动广泛的国家协商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作

为讨论实施《2030年议程》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有

用切入点。

•  通过提供关于普遍定期审议书面呈件导则的资料，

或许可通过人权高专办协助举行培训班或提供材料

的方式，协助政府提交报告。政府编写国家报告之

前应举行参与性的国家协商进程。

•  向政府提供关于该国人权状况的联合国数据和信

息，特别是关于掉队的群体的数据和信息，以促进

编写国家报告。 

•  鼓励和建设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提交资料的

能力，采取的办法是告知它们如何参与报告进程并

考虑在这方面向它们提供支持。这些组织和机构有

可能会因为为解决问题与联合国和各机制接触而遭

到报复，对此风险要有认识。

•  告知政府普遍定期审议基金是否有资助其参与的

可能性(每届会议资助每个发展中国家一名官员的

差旅费)。

•  确保媒体了解普遍定期审议所开展的审议。利用传

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参与和推动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展示国家工作队在人权方面的工作，并说明这方面

与《2030年议程》、保持和平和其他国家优先事项

的联系。 

审议期间：参加日内瓦的普遍定期审议会议
审议期间审议的所有书面材料都可在普遍定期审议网

站上公开查阅。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的所有会议都在 

联合国网络电视上实况转播，任何人都可以观看。 

审议期间联合国实体可以做些什么？

•  鼓励政府、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出席在

日内瓦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会议，或许也可以为此

帮助它们寻找资助。

•  还考虑让驻地协调员/人道主义协调员/秘书长副特

别代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成员出席普遍定期审议工

作组会议，在会议间隙以及在大约三个月后通过普

遍定期审议结果的人权理事会届会期间，参加会外

活动和会议。

•  自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开始以来，向受审议国家提

出的建议数量有所增加(平均超过200项)。代表团

由一名或多名部长带队，平均有20名来自职能部委

或主要国家实体的国家高级官员参加。普遍定期审

议代表团里有越来越多来自政府三个分支机构的代

表。曾有一个代表团由一名资深部长、一名参议员

和一名最高法院成员共同带队。

•  与会员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接触。这些代表团在考

虑提何建议时，可能会与驻有关国家的或在总部的

联合国实体接触，在一些问题上寻求专家意见。

•  利用普遍定期审议会议的网络直播，召集当地利益

攸关方和合作伙伴，包括民间社会和媒体。例如，

可以在共同观看网络直播后，进行圆桌讨论。并利

用社交媒体提高人们对审议的认识。

•  在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和通过普遍定期审议结

果的人权理事会届会之间的几个月里，与政府所有

相关部门接触，鼓励政府接受被认为至关重要的建

议，以及接受它最初可能犹豫不决的关于敏感问题

的建议，并为落实建议提供联合国支持。

 
•  组织一次国家工作队讨论会，确定就可能对《联合

国合作框架》和国别小组进行的调整进一步与政府

接触的机会，以支持政府在普遍定期审议下作出的

承诺。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upr-info.org/sites/default/files/general-document/pdf/ohchr_guidance_national_report_3rdcycle_en.pdf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NgosNhris.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Reprisals/Pages/Reprisals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UPRTrustFunds.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UPRTrustFunds.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ebtv.un.org/
http://webtv.un.org/meetings-events/human-rights-council/universal-periodic-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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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之后：落实和后续行动
构成审议结果的各项建议可公开查阅，并为国家工作

队和联合国各实体倡导落实建议及与政府、民间社会

和发展伙伴讨论后续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审议之后联合国实体可以做些什么？

•  支持以当地语文传播和翻译建议(包括向传统和社交

媒体、议会、民间社会、地方当局和社区传播)，包

括为此与当局和各利益攸关方共同组织有针对性的

信息会议，并鼓励动员开展后续行动。利用高级专

员的信以及人权高专办在每次审议后编制的建议信

息图和矩阵。这些信息图将已接受的建议按主题分

组，以便利在每个联合国实体的任务范围内采取后

续行动。 

•  将建议纳入共同国家评估数据和分析资料库，并按

主题与资料库中其他建议一并分组，以方便跟踪执

行情况和向国家提供支持。

•  支持各国建立或加强机构机制(如部际委员会)，以

协调落实普遍定期审议和其他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

制的建议方面的努力。关于如何帮助建立有效的国

家机制以对建议进行报告和采取后续行动的咨询意

见可在此处和此处查阅。

•  在同时设有人权报告机制和实施《2030年议程》国

家安排的国家，支持相关部委和当局以及其他利益

攸关方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以减轻报告负担，提高

报告质量(包括自愿国家报告)，并实现行动十年和

秘书长的“人权行动呼吁”所要求的全政府和全社

会参与。

•  支持监测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这可以包括鼓励各

国制定建议执行计划，设立国家建议跟踪数据库， 

该数据库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例如，巴拉

圭就是这样做的。这种数据库有开源软件。更多指

导意见可在此处查阅。

•  与政府、议会、民间社会、捐助方和发展伙伴进行

讨论和宣传，通过由目前身为活跃的当地捐助方的

建议提出国和这些国家中能够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

及最佳做法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学术界、私营部门、

慈善家、民间社会、地方政府等)提供支持等办法，

解决建议中反映的问题。

•  将普遍定期审议建议作为宣传工具，并作为就特定

主题，包括那些被认为敏感的主题进行政策对话的

切入点。

•   利用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对共同国家评估中国家工

作队关于人权状况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消除不让任

何人掉队的障碍的分析，进行微调。

•  确定、宣传和战略性使用建议与相关可持续发展目

标及其具体目标之间的联系，如此表和此处所示。

数据库显示，近三分之二的联合国人权建议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有关联。可在此处查阅。支持政府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确定如何做到落实建议和实施目标互

为促进，这也是“行动十年”的一部分。

 

•  通过由联合国专门实体和人权高专办提供技术咨询

等办法，支持制定或更新具体的国家战略和计划，

例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促进落实建议。鼓励政

府在制定国家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计划时，

也将建议考虑在内。

•  将普遍定期审议和其他人权建议纳入《联合国合作

框架》、联合方案、机构国别年度工作计划、专题

小组工作计划(如有)的制定和审查；并纳入内部协

调进程中进行的相关国家讨论，重点放在循证风险

评估和预防上。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NMR_Follow-up.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NMR_Follow-up.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_PUB_16_1_NMRF_Study.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HR_PUB_16_1_NMRF_PracticalGuide.pdf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vnrs/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decade-of-action/
https://www.un.org/sg/sites/www.un.org.sg/files/atoms/files/The_Highest_Asperation_A_Call_To_Action_For_Human_Right_English.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NMR_Follow-up_Recomendations.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NRTD.pdf
https://www.mre.gov.py/simoreplus/
https://www.mre.gov.py/simoreplus/
https://impactoss.org/trust/
http://www.universal-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UNDG-HRWG-Study-print.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DGs/Post2015/SDG_HR_Table.pdf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SDGS/Pages/The2030Agenda.aspx
https://sdgdata.humanrights.dk/zh-hans/node/50707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PlansActions/Pages/PlansofActio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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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将人权建议作为工具，用以

确定和解决边缘化人口相关问题及其被排斥的根本

原因。可在此处查阅指导意见以及基于人权的数据

和发展方案编制方法指导意见。

•  提供咨询意见或资金，支持实施属于国家工作队成

员集体或单个成员的优先事项和任务的建议。名为 

财政和技术援助自愿基金的财政机制，可应国家请

求为实施建议提供支持。此处可查阅实例。

•  将建议纳入《联合国合作框架》筹资框架的优先事项。

•  鼓励和支持政府提交中期报告，说明两年以来在实

施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广泛参与性国家进程

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分析，以作为实现具体积极变革

的额外推动力。

•  在人权高专办的支持下，分析未被接受而只是“注

意到”的建议；如果建议对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

全或人权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并符合国际人权标

准的话，则制定战略，说明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推

进这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  在即将上任的驻地协调员和国家一级联合国机构、

基金和方案负责人的简报材料以及联合国高级官员

国家访问简报中，使用来自普遍定期审议的信息。

•  在对照《2030年议程》对该国进展情况所作的所有审

查中，纳入对普遍定期审议建议执行情况的分析。

联合国实体参与普遍定期审议的实用步骤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通常会落在后面的群体(图3)

https://undg.org/document/leaving-no-one-behind-a-unsdg-operational-guide-for-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HRIndicators/GuidanceNoteonApproachtoData.pdf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nter-agency-common-learning-package-human-rights-based-approach-programming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119/48/PDF/G1811948.pdf?OpenElement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38/27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Implement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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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国家，得由联合国实体的区域派

驻机构(包括联合国新闻中心、人权高

专办区域办事处和联合国发展协调办公

室区域工作队)和总部的区域工作队来

考虑采取上述实用步骤，包括与当地民

间社会、国家人权机构、议会人权委员

会,区域人权机制和其他区域组织合作

采取这些步骤。

区域组织积极参与普遍定期审议，包括

对没有国家工作队的国家的审议。例

如，到目前为止，欧洲委员会已向普遍

定期审议提交了67份材料；欧洲联盟基

本权利机构提交了38份材料；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提交

了77份材料；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了 34
份材料；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提交

了4份材料。

教科文组织和难民署等几个联合国实体

定期从其总部向普遍定期审议提交关于

它们在当地没有派驻人员的国家的资

料。上述区域月度审查或秘书长执行委

员会针对具体国家的讨论，可以提供一

个论坛，使联合国能就当地没有联合国

派驻人员的国家在普遍定期审议方面出

现的关键问题进行协调。

无联合国派驻人员的国家无联合国派驻人员的国家

现有130个国家工作队，覆盖设有联合国方案的所有164
个国家。然而，《2030年议程》和普遍定期审议都是普

遍性的，也涵盖了目前没有联合国实地方案派驻人员的

28个国家，其中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其增加对发展和

《2030年议程》支持的许多发达国家。

https://unic.un.org/aroundworld/unics/ZH/index.asp
https://www.ohchr.org/ch/Countries/Pages/RegionalOfficesIndex.aspx
https://www.ohchr.org/ch/Countries/Pages/RegionalOfficesIndex.aspx
https://unsdg.un.org/un-in-action/regional-level
https://unsdg.un.org/un-in-action/regional-level
https://www.ohchr.org/ch/Countries/NHRI/Pages/NHRIMain.aspx
https://www.ohchr.org/EN/Countries/NHRI/Pages/Links.aspx
https://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files/en/qcpr/1_%20A%20new%20generation%20of%20UN%20Country%20Teams.pdf
https://www.un.org/ecosoc/sites/www.un.org.ecosoc/files/files/en/qcpr/1_%20A%20new%20generation%20of%20UN%20Country%20Teams.pdf
https://undocs.org/zh/A/HRC/42/29
https://undocs.org/zh/A/HRC/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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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做法和国家案例研究

•  将人权纳入发展主流——来自实地的故事——联合国

发展集团

•  联合国发展集团驻地协调员和国家工作队人权指导 

说明

•  联合国发展集团关于加强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的

网上指南

•  人口基金：“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的经验教训：从对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承诺到行动”

•  人口基金：“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经验教训：从对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承诺到行动”

联合国关于将人权纳入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与

安全议程的其他指导意见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

•  联合国共同国家分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指

南》配套文件(即将出版)(尚无链接)

•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联合国

国家工作队业务指南》

•  联合国关于基于人权的发展方案编制方法机构间通用

学习教材：

•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入门读物》

关于普遍定期审议

•  普遍定期审议

•  普遍定期审议会议

•  按国家分列的普遍定期审议文件

•  关于普遍定期审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作用的信息

图表是现有普遍定期审议文件的一部分

•  高级专员的信函及附件

•  普遍定期审议中期报告

•  人权高专办为驻地协调员、国家工作队和其他联合国实

体提供的关于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情况说明

•  普遍定期审议：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交书面材料的信息和

导则

•  普遍定期审议联络信息

•  普遍定期审议信托基金(用于财政和技术援助)

•  普遍定期审议信息网站(非联合国官方资料来源)

关于所有人权机构(普遍定期审议、条约机构
和特别程序)所提的建议：

•  《世界人权索引》

关于后续机制

•  国家报告和后续机制

•  国家建议跟踪数据库

•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有用的链接和资源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maintreaming-human-rights-development-stories-field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maintreaming-human-rights-development-stories-field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sdg-guidance-note-human-rights-resident-coordinators-and-un-country-teams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sdg-guidance-note-human-rights-resident-coordinators-and-un-country-teams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human-rights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human-rights
http://www.unfpa.org/publications/commitment-action-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and-rights
http://www.unfpa.org/publications/commitment-action-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and-rights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UNFPA_PUB_2019_EN_Lessons_from_the_second_cycle_of_the_universal_periodic_review.pdf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UNFPA_PUB_2019_EN_Lessons_from_the_second_cycle_of_the_universal_periodic_review.pdf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ted-nations-sustainable-development-cooperation-framework-guidance
https://undg.org/document/leaving-no-one-behind-a-unsdg-operational-guide-for-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https://undg.org/document/leaving-no-one-behind-a-unsdg-operational-guide-for-un-country-teams-interim-draft/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nter-agency-common-learning-package-human-rights-based-approach-programming
https://unsdg.un.org/resources/un-inter-agency-common-learning-package-human-rights-based-approach-programming
https://unsdg.un.org/SDGPrimer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Sessions.aspx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Documentation.aspx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CyclesUPR.aspx
http://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Implementation.aspx
http://procurement-notices.undp.org/view_file.cfm?doc_id=135390
http://procurement-notices.undp.org/view_file.cfm?doc_id=135390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TechnicalGuideEN.pdf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TechnicalGuideEN.pdf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UPR/Pages/UPRMain.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UPR/Pages/UPRTrustFunds.aspx
http://www.upr-info.org/
http://uhri.ohchr.org/zh/
http://www.ohchr.org/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Documents/Publications/HR_PUB_16_1_NMRF_PracticalGuide.pdf&action=default&DefaultItemOpen=1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UPR/NRTD.pdf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lansActions/Pages/PlansofAction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