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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验总结：
将人权融入发展政策和规划

序言
“战胜贫困不是一种慈善姿态，而是一项正义事业， 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
都有权过有尊严的生活、摆脱恐惧和压迫、远离饥渴，并有权自由表达自身意愿和参与社会生活。
纳尔逊 • 曼德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坚信：贫困人口之所以身处贫困，原因不仅仅是收入不足，还包括缺乏教育或卫生保健，在当地社会缺乏尊严，和
缺少参与活动的机会等等。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均十分重视人类生活中的这些方面，将其视为赋予人民的权利——人权，无论在
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中均是如此。因此，为人类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并非慈善行为，而是为人们创造出一种有利环境，从而帮助他们充分
行使权利，包括在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包括发展权）。人权也因此成为推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任务的
基石。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加强责任承担者履行其义务的能力和权利拥有者获得其权利的能力。在实践中，可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该目标，
例如，向危地马拉卫生部（Guatemalan Ministry of Health）提供支持，以确保该国的基本卫生服务将当地惯例考虑在内，从而让民
众可以切实享用这些服务（参见案例研究之危地马拉部分）；帮助利比里亚的残疾人评估他们从该国减贫策略（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的实施中得到的利益是否均等；向一些国家的人权机构（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赋权，以提升这些机构在人
权问题上与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其他组织进行交涉的能力等等。
这份文件夹中的课题概述和案例研究旨在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所积累的在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的经验传
播给更多读者。这些初步的课题概述大量吸收了受德国政府支持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全球人权 试点项目（2004年至2011年）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全球人权加强项目的经验。
文件夹中包括了三类内容：概念、方法和案例研究， 旨在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
··概念框架——何谓人权主流化？
··人权机构——联合国人权体系提供哪些关于人类发展的信息？
··三步问题分析法
··在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入门备忘录
··借助人权来实现用水与卫生方面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案例研究：阿根廷
··案例研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案例研究：危地马拉
··案例研究：利比里亚
我们期望这些初步介绍能够对读者起到积极作用，并提供有益的指导。此外，我们将该出版物视为一项有待完善的集体创作，如果您
在人权主流化方面有任何意见建议或宝贵经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分享，以便纳入日后的课题概述中。
在此提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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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组课题概述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减贫实践组与民主治理组人权小组的密切合作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以下各位同仁提供了
重要的建议咨询和协调帮助，特此表示感谢：Julia Kercher，Agustela Nini，Orria Goñi，Zanofer Ismalebbe，Mascha Matthews，Sarah
Rattray，Shireen Said，Jagoda Walorek和Patrick van Weerelt。同时，我们也向在本文的编写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以下同事和合作伙
伴表示感谢：Lucila Beato（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利比里亚保护人权小组），Aneta Damjanovsk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马其顿代表
处），Christian Hainzl（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缅甸代表处），Daniel Kostzer和Milena Leiv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阿根廷代表处），James Monibah（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利比里亚代表处），Abelardo Quezad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危地马拉代
表处）和他们在当地的国家合作伙伴。此外，我们还要向以下审稿机构或人员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克罗地亚代
表处，联合国蒙古驻地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多哥代表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曼谷、布拉迪斯拉发、开罗、达喀尔和约翰
内斯堡等地的区域中心的减贫实践和民主治理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能力建设小组（Capacity Development Group）、民间社会处
（CSO Division）、性别问题小组（Gender Team）和知识管理问题组（Knowledge Management Team），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人权
与极端贫穷问题特别报告员及其团队，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及其团队，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口
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赦国际，美国罗格斯大学全球女性领导中心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合作部（B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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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将人权融入发展政策和规划
为什么我们应该将人权融入发展政策和规划？
这是我们的使命之一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各机构均承诺将人权纳入发展政策
和规划的主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早在1945年，
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就已经同意“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
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
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
本自由之尊重。”
但在长达数十年间，联合国在发展/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工作和
在人权问题上的工作之间的联系却不够紧密，究其原因，主要
为政治原因：人 权 问 题 已 被 高 度 政 治 化 — —一些国家优先考
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另一些国家则强调经济、社会和文
化 权 利 的 重 要 性 — —而涉及到发展的问题也更加讲求实效，
如通过技术援助来促进发展。随着这项全球意识分歧在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消失，人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得以重建，其中包
括通过联合国的努力。例如：

·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应用指南（Practice
·
Not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人权状况》（‘Human Rights in UNDP’
）把在发展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权
工作的三大策略领域之一。
·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策略计划中重申了2005年
·
世界首脑会议成果（Summit Outcome），并坚称“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将拥护联合国的规范与准则，包括与人权相关的
规范与准则”（同时还澄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权方面
不充当建立规范或进行监督的角色）。
·2
· 010年——在千年发展目标峰会的成果文件中（MDG
Summit Outcome Document），各会员国确认“我们的共同
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所有人权、
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极为重要。” 该
文件同时还说明了这些共同基本价值与各种领域——包括卫
生和教育领域——的相关性。

·1997年——原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他的联合国改革议
·
程（UN Reform Agenda）中呼吁，将人权问题融入联合国
的所有工作中——即在联合国的所有工作中将人权问题主流
化。
“未来的一项主要任务将是改善人权方案，并将其纳入包括
发展和人道主义领域在内的更广泛的机构活动中。”
·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各会员国决心“将不
·
遗余力，促进【…】，并尊重一切国际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包括发展权。”
·2003年——联合国各机构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在发展合作
·
中采用基于人权做法的共识》（UN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the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该共识申明，发展规划应：1）促进人权（
目标），2）受人权引导（过程），3）有利于发展“责任承
担者”履行其义务的能力和/或“权利拥有者”获得其权利
的能力（结果）。
·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大
·
自由》中申明，“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
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
全，也不能享有发展。”

图片： UNDP Bangladesh, LIFE Program

这有助于取得可持续发展成果

该出版物的内容是什么？

人权主流化有助于促进人类发展（参见下图）。

该出版物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各位同事提供了如何在国家、
区域和全球层面将人权融入发展政策和规划的方法指导。该出
版物由一组展示实践经验的课题概述组成，既包括将人权融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政策和项目的相关经验，也包括与一些
国家的合作伙伴协作、在国家政策和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的相
关经验。该出版物无法面面俱到，随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部
门经验的不断丰富，其内容也将进一步增加。该出版物共包括
三类课题概述：

福利
人权规定了受国家（国际）和法
律认可的福利标准，如健康、教
育、用水等（参见课题概述：概
念框架）。

赋权和参与决定的能力

人类发展

人权强调自由、积极和有意义地
参与会对自身造成影响的决定，
尤其对于受到歧视和排斥的群体
而言。
公正
人权提供了用于分析如不平
等、歧视性做法和不公平的权
利关系 等现象的根本原因的
工具（参见课题概述：概念框
架），和用于分析相关国家和
非国家行为者的角色、职责和
能力差异的工具（参见课题概
述：三步分析法）。

“概念”部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如人权标准与原则等人权方面
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联合国人权系统的一些重要机构。
“资料和方法”部分用于帮助各位同事和发展规划的实践者在
整个规划周期内运用人权标准和原则。例如，“三步分析法”
将帮助读者分析发展问题的直接原因、潜在原因和根本原因，
及相关行为者的角色和能力差异。
“案例研究”部分提供了来自部分国家的案例，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往往通过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合作的方式，为这些努力将人
权标准和原则应用于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国家合作伙伴提供帮
助。案例研究重点突出了与各案例切实相关的原则和标准。例
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市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能够解决
最边缘化群体现状的发展规划。在危地马拉，卫生部邀请患者
从享受卫生保健权利的角度出发，对该国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进行审查，目前该国卫生部正在努力工作，以确保医疗卫生服
务从文化角度而言，更容易被患者接受，且对患者的反馈意见
会予以积极回应。
请注意，该出版物的电子版本还包含许多链接到更多资源的超
链接。

为了确保人权能够在发展中得到有效运用，来自各行各业的专
家们需要共同合作，互相了解对方的行业术语，并充分吸收对
方的观点和经验。因此，建立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协作环境，并
就涉及到每个人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就变得十分重要。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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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框架： 在发展中将人权主流化
何谓“将人权主流化”？
在发展中将人权主流化是指将人权融入发展规划、并通过发展
规划实现人权的整个过程。联合国各会员国在《2005年世界首
脑会议成果》（A/RES/60/1）中宣称“我们决心 […] 将促进和
保护人权的工作纳入国家政策，支持进一步将人权置于整个联
合国系统的主要位置”，以此要求联合国将人权主流化。 基
于人权的做法（HRBA）则是在发展中将人权主流化的常用方
法。为了将人权置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主要位置，2003年，
联合国各机构、基金会和项目组织共同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在
发展合作中采用基于人权做法的共识》（UNCU）。该共识源
于世界人权宣言（UDHR）和九个核心国际公约，如《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CSR，1966）和《儿童权利公
约》（CRC，1989）（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
其主要原则有：
·· 所有发展合作、政策和技术援助规划均能推动《世界人权
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实现。
·· 所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在其规划过程的所有阶段均应以
《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所包含的人权标准
和原则为指导。
·· 发展合作项目应有助于增强责任承担者提高其履行义务的
能力和/或权利拥有者获得其权利的能力。

《联合国共识》（UN Common Understanding）中提及
的人权原则指什么？
平等和非歧视性：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人权，而不因种族、
肤色、性别、年龄、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
社会出身、财产、残疾、出生或其他状况而受到任何歧视
（UNCU，2003）。这意味着需要努力确保所有人——不仅
仅是那些最容易受政策影响或最具影响力的人——都能够
从卫生、教育或就业方面的政策和规划中受益。在实践中，这
往往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高度细分的数据，并优先关注弱势群
体。
参与和融入： 每个人都有权利积极、自由、有意义地参与公
民、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发挥作
用并享受其成果（UNCU，2003）。这意味着除偶尔的磋商活
外，还应采取具体措施，以确保人民能够在对他们有影响的决
策过程中表达出其期望和见解，如允许自由结社和确保信息的
获取权等。在实践中，这可能需要提高来自公民社会的行为者
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或以人们可使用的格式共享公共信
息，并提供少数民族语言版本。

问责和法治： 优秀的发展规划需要利益相关方为结果负责。
而人权则更进一步，通过建立起一个包含赋权和相应义务的框
架，为这些责任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人权高专办，2006）。换
言之，即人权强调：国家和其他责任承担者不仅负有实现自己
所制定的国家和国际标准和原则的道德或政治义务，还负有相
应的法律义务；同时，权利拥有者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则可以
提起申诉或要求获得救济。在实践中，这需要确认出受发展问
题影响的对象（权利拥有者）、应为此有所行动的对象（责任
承担者）以及责任承担者履行其义务和权利拥有者获得其权利
时需具备的能力（参见课题概述：三步问题分析法部分）。例
如，可能需要收集和分析分类数据、进行影响评估和政策或预
算分析的能力。

《联合国共识》中提及的人权标准的内容是什么？
各国际条约和国家宪法中都包含了人权标准（参见人权概况部
分）。特别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ESCR），例如享受食
物、教育、用水和卫生、医疗保健的权利）而言，负责监督《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的执行情况的联
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制定出了描述这些权利的核
心内容的一般性意见（General Comments）（参见课题概述：
人权机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政策前后连贯一致，核心内容
需对发展政策和规划的目标加以引导。 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的几个重要方面总结如下。
可用性：设施、商品和服务应处于可用状态，不仅拥有足够的
数量，还配备实现正常用途所必需的要素。
（物质和经济上的）可获取性：设施、商品和服务应可被所有
人安全地获取，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或边缘化群体而言，如少数
民族、原住民、妇女、儿童、未成年人、老人和残疾人。这些
设施、商品和服务必须让人们可以负担得起，且不能为贫困家
庭带来比其他家庭更多的经济负担。可获取性还要求消除有碍
穷人享受设施、商品和服务的行政障碍。
质量（包括文化接受性）：设施、商品和服务需要切合实际、
在文化上得当，且质量完好。
人权法认为，缺乏资源会增加实现某些人权的难度，尤其是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因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引入了“逐步实现”的概念，允许采取以下措施的国家逐
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条件包括：
·· 在“可用资源的最大限度内”采取“具体措施”——各国
必须表明：为了达到各项权利的最低基本水平，它们已尽
一切努力使用了所有可用资源。

可用性、可获取性、
质量（包括可接受性）

参与、非歧视性、
问责

程
过

人权标准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果
结

评价和分析
人权标准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监督

可用性
（生理和经济上的）可获取性
质量

人权原则
规划和设计

人权原则
参与和融入
平等和非歧视性
问责和法治

执行
·· 监 测 进 展 状 况 — 必须建立起相关体系，以确保能够对所
取得的进展进行监测，或监测是否没有进展。
·· 防止倒退—任何故意的倒退措施，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采取
的倒退措施，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且理由充分。
·· 杜绝歧视—必须尽量确保全体人口可以平等地从所取得的
进展中受益。

各国在人权方面的义务是什么？
加入国际人权条约的国家将承担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义务
（人权高专办, 2006）。
·· 尊重指国家不得干涉人们的人权（例如，就用水权而言，
国家不得未经正当程序便切断供水）。
·· 保护指国家必须确保人们的人权不受私营部门等第三方干
涉。这主要通过立法和建立赔偿程序的方式来实现，如当
供水私营化时，国家必须实施有利于穷人的水价调控。
·· 实现指国家必须采取推动性措施。这包括通过加强人们满
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从而促进人权的实现，如实施技术
教育和职业教育计划，以促进就业。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
下，当某些原因超出其控制能力范围而导致人们无法实现
自身权利时，国家才有义务向人们提供商品、设施或服务
（例如，当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时，国家向人们提供避难所
或食物）。

我们如何在政策和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
本出版物提供了在政策和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方面的相关信
息。如《联合国关于在发展合作中采用基于人权做法的共识》
所述，人权方面的信息将为政策和规划的制定结果和过程提供
帮助。在为规划设定期望结果方面，人权标准尤为有用，而人
权原则则可以为政策和规划的设计和执行过程提供特别指导。
本出版物中的课题概述提供了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的一些具体

方法和范例。案例研究则重点突出了与每个范例相关的具体原
则和标准。

重要资源
人权主流化——综述资料
·《人权与人类发展》（Human
·
Rights and Human Development），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
·· Human Rights in UNDP—Practice Not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以人权为基础促进发展合作的常见问题》，人权高专办（2006）
·
·· 联合国人权政策知识网络（UN Human Rights Policy Knowledge
Network）（HuriTALK）
·· UN Practitioner’s Portal on HRBA (www.hrbaportal.org)
·· 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 Human Rights Mainstreaming
Mechanism（2003，2011年修订），UN Common Learning Package
on the 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 and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 Maximum Available Resources & Human Rights: Analytical Report，
美国罗格斯大学全球女性领导中心（2011）

在减贫政策和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的相关资料：
··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Poverty R e d u c t i o n — Analytical
Linkages, Practical Work and UNDP，Jahan, S.（未公开出版）
·· Poverty Reduction and Human R ight — Practice Note，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2003）
·· Human Rights and the MDGs—Making the Link（参见：
www.hurilink.org），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
·· Claiming the MDGs: An Empowerment Framework，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2008）
·· Human Rights and Poverty R e d u c t i o n — A Conceptual Framework，
人权高专办（2003）
··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人权高专办（2006）
·· Claim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 human rights
approach，人权高专办（2008）
·· Human Rights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Practice: A
review of country strategies and reporting，人权高专办（2010）
·· Rethinking Macro Economic Strategie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Balakrishnan, R., Elson, D. 等（2009）
·· Economic Policy and Human R i g h t s — Holding Governments to
Account，Balakrishnan, R., and Elson, D.（2011）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2012年3月

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资料：人权机构可提供关于人类发展的哪些信息？
该资料可用于何
种用途？

·· 了解联合国人权系统主要机构的概况。

该资料可在何时
使用？

在规划周期内，尤其是评估和分析阶段，用于专题研究和国家研究（如人类发展报告、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或策略规
划分析，参见 课题概述：三步分析法部分。

该资料可供谁使
用？
该资料是如何开
发出的？

制定全球、区域或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和规划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员、政府合作伙伴、民间社会合作伙伴、捐赠者
等。

·· 查找和获取联合国人权系统不断提供的关于人类发展的信息（如专题研究、国家信息等）。

随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要求更方便获取联合国人权系统的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该方法提供了一些可直接链接到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简称“人权高专办”，OHCHR）网站的链接。

联合国人权系统包括两种不同机制的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机
构（宪章机构）和根据联合国各类人权条约成立的机构（条约机构）
。所有这些机构均提供关于人类发展的信息。
宪章机构包括所有由联合国宪章成立或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在
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着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机构，例如，联合国
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等
等。其中，人权理事会（HRC）是专门处理人权事务的机构，其主要
目的为发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权问题，并对此提供建议。人权理事会两
个最重要的职责为：普遍定期审查（UPR）——该审查是一项同侪审
查程序，每年进行三次（‘troikas’），各会员国会在该审查中对人权
的整体状况进行审查，并提出相关建议。人权理事会每四年通过该
审查程序对各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一次审查。特殊程序——人权理事
会任命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s）、独立专家（Independent
Experts）和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s）对特定国家内（国别机制）
或与特定问题相关（专题机制）——如极端贫穷或水、卫生问题
等——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 人权理事会可以通过特殊程序对相关
国家进行访问、展开调查并提出建议。
条约机构是由独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监督以下九个核心人权条约
的执行状况：
·《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ICCPR）
·《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ICESCR）
·《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ICERD）
·《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CEDAW）
·《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CAT）
·《
· 儿童权利公约 》（CRC）
·《
· 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 ICRMW）
·《
· 残疾人权利公约 》（CRPD）
·《
·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ICCPED）

这些委员会主要负责：
·· 审查各国对相关人权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履行状况。各委员会将
收到已签署相关条约的国家政府提供的定期报告（例如，肯尼亚
于2010年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交了关于本国妇
女人权状况的最新报告）。之后，委员会将结合来自其他来源的
信息对报告进行评审，并起草结论性意见，以向提交报告的国家
提供分析结果和相关建议。
·· 受理个人提出的声称条约中的某特定权利受到某缔约国侵害的
个人申诉或来信。目前，共有五个委员会在行使这项准司法职

能——人权事务委员会（CCPR）、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禁止酷刑委员会（CAT）
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CRPD），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CESCR）和移徙工人委员会（CMW）也将很快具有该职能。
·· 发布阐明各国应如何理解和执行条约中相关条款的一般性意见/建
议（例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号一般性意
见概述了食物权限定的义务）。
宪章机构

条约机构

人权理事会（各会员国）

各条约委员会（技术专家）

普遍定期审查报告
特殊程序建议（国别机制
和专题机制）

一般性意见
国家报告和结论性意见
就个人申诉向国家提供建议

如何获取以下信息？
按国家分类的信息
·· 某国已签署和/或批准了哪些人权条约？
www.unhchr.ch/tbs/doc.nsf/Statusfrset?OpenFrameSet
·· 由某国提交的或已提交的关于某国的报告有哪些？
www.tinyurl.com/ohchr8
–– 如需了解关于某国的部分或全部报告列表，请选择该国家。

按事件分类的信息
·· 人权理事会之所以委派某个特别工作员或工作小组，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
（如食物、极端贫穷，外债等）？
www.tinyurl.com/ohchr1
–– 如需了解国别机制/专题机制列表、相关人员姓名和详细联系方式，请
点击左侧。
–– 首先选择机制名称，然后选择年度报告、访问国家等信息。
·· 某特定人权标准、原则或事件要求承担的义务是什么？
如需获取一般性意见列表，请访问：www.tinyurl.com/ohchr2
如需按照条约名称查询一般性意见，请访问：www.tinyurl.com/ohchr5
–– 首先选择条约名，然后点击左侧的一般性意见/建议，便可获取一份列
表。
如需了解有关专题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tinyurl.com/ohchr4
现在，您还可以通过人权高专办在线资料了解到关于许多此类问题的更多详
情，网址为：www.tinyurl.com/ohchr6.

快速了解： 联合国人权系统就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哪些观点？1
千年发展目标

人权机制（ 附报告中载列的范例 ）

人权文书

·· 人权与极端贫穷问题特别报告员（如气候变化威胁、老年人、金融危机、国家报告 《世界人权宣言》第25(1)款；《经济、社
贫穷：
等）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
目标1： 消灭极端贫穷
·· 人权与极端贫穷问题的指导原则草案：穷人的权利

饥饿 ：

目标1： 消灭饥饿

·· 食物权问题（如生物燃料、粮食危机、种子政策、土地收购、国家报告等）特别报 《世界人权宣言》第25(1)款；《经济、社
告员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食物权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8号一般性意见（工作权）和19号一般性意见（
工作 ：
社会保障权）
目标1：向所有人提供
充 分 的 生 产 性 就 业 和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3号一般性建议（同值同酬）和16号一般性建议（城乡
家庭企业中的无酬女工）
体面工作

《世界人权宣言》第23、24条；《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7、10
、14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第5条；《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
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1条；国际劳工组织
（ILO）的相关标准

·· 受教育权（如资助教育、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方案、国家报告等）特别报告员
《世界人权宣言》第25(1) 款；《经济、社
教育 ：
目标2：实现普及初等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11号一般性意见（初等教育行动计划）和13号一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14条；《
儿童权利公约》第28(1)(a)项；《消除对
般性意见（受教育权）
教育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0条；《消除
··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 教育目标的第1号一般性意见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e)(v)项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教育和公共信息计划的第3号一般性意见
··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
两性平等 ：
目标3：促进两性平等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28号一般性建议（如临时特别措施、老年妇女、移徙工
人等）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男女平等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16号
一般性意见

《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儿童权利公
约》第2条

·· 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权利问题（如获得药物、知识产权、国家报
告等）特别报告员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健康权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4号（女性割礼）、15号（女性和艾滋病）和24号（ 女
性和健康） 一般性建议
··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3号（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儿童权利）和4号（青少年健康）一
般性意见

《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儿童
权利公约》第24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第12条；《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e)(iv)项

健康：
目标4：降低儿童死
亡率
目标5：改善产妇保健
目 标 6 ： 与艾滋病毒/
艾滋病、疟疾和其他
疾病作斗争

·· 人权在环境无害化管理和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置中的影响问题（如国家报告） 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环境 ：
11(2a)项、第12条；《儿童权利公约》第
别报告员
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
24条
持续性
··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问题（如私营部门的参与、千年发展目标、最佳实践、气候 《世界人权宣言》第25(1)款；《经济、社
饮水与卫生 ：
变化、国家报告等） 独立专家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1)款；关于
目标7：获得安全饮用
用水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决议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用水权的第15号一般性意见
水和基本卫生设施
·· 适足住屋权问题（如妇女、迫迁、国家报告等）特别报告员
住房：
目标7：改善贫民窟居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l住房和迫迁问题的第7号一般性意见
民的生活状况

《世界人权宣言》第25(1)款；《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1)款；《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4(2)(h)
项；《儿童权利公约》第24条；《消除一
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e)(iii)项

《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28条；《经
·· 发展权问题（如关于发展权标准的咨询）工作组
全球化 ：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1)款、
目标8：建立促进发展 ·· 外债和人权的影响问题（如国际贸易、秃鹫基金、指导方针草案等）独立专家
第1(1)款、第15(4)款、第22条、23条；
的全球伙伴关系
··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问题工作组（以取代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 《儿童权利条约》第4条、第24(4)款、第
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28(3)款；《残疾人权利公约》第4(II)款、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经济制裁的第s8号一般性意见
第32条；关于发展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决
议o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义务性质的第3号一般性意见

·· 原著民族权利问题s（如开发项目的影响、教育体系、国家报告等）特别报告员
总结 :
加 速 实 现 所 有 千 年 发 ··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原著民族问题的第23号一般性意见
展目标
··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原著民族儿童问题的第11号一般性意见
·· 移民权利问题（如刑事定罪、儿童、国家报告等）特别报告员
·· 少数群体问题（如预防冲突、公民身份、国家报告等）独立专家
·· 境内流徙人士的人权问题（如和平进程、气候变化、国家报告等）特别报告员
·· 境内流徙问题的指导原则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残疾人的第5号一般性意见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6号一般性
意见
·· 贩卖人口问题（如预防措施、区域合作、国家报告等）特别报告员
1

《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原
著民族权利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宣言

该列表仅包括部分相关的机制和文书。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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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方法： 三步问题分析法
该资料可用于何
种用途？

·· 确定发展挑战的直接原因、潜在原因和根本原因。
·· 确定受到特别影响的人群。
·· 确定有责任采取行动的国家机构和其他行为者。
·· 确定为了促使改变发生，责任方和受影响方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

该资料可在何时
使用？

在规划周期的各个阶段，尤其是评估和分析阶段，（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某项目文件的状况分析）。 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的“规划、监督和发展结果评估手册”（Handbook on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for Development Results） 将
该阶段称为“问题分析”阶段。

该资料可供谁使
用？
该资料是如何开
发出的？

制定全球、区域或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和规划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员、政府合作伙伴、民间社会合作伙伴、捐赠
者等。
该方法起初是为“联合国关于基于人权的做法的普通学习教材”（UN Common Learning Package on the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而开发的，之后在多个国家中被用于联合国的多项规划程序（如联合国共同国家评估/发展援助框
架）。在本文中，该方法被用于规划或项目一级的分析，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能力建设框架保持一致 。

如何开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规划、监督和发展结果评估手册”建议在开始
分析前，首先对重点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筛选。这些问题应该是区域
性、全国性问题或社会问题，而非仅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某特定利
益相关方所面临的问题。在陈述这些问题时，应阐明不利的条件或
现实状况，而非不能得到的特定事项（例如，“少数群体和其他边缘
化群体不参加选举”的表述将优于“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没有投票
权”的表述）。为了避免解决方案受先入为主的思想影响，这一点十
分重要。同时，问题说明还应具体明确，并以人为关注点——应阐明
受到影响的人群。 为此，应尽量使用分类数据（参见下文）。

在小纸片上。然后通过讨论决定如何安排这些原因的因果顺序。检查
因果关系时，有一种简便方法，那便是通过提问“为什么”来查看从
问题树顶部到底部的各段描述是否可以被联系起来。

考虑使用因果链时，务必
·· 使用多样化的可靠数据：数据应来源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不同的政
府和非政府（具体范例参见专栏）。
·· 尽量使用分类数据，例如，除使用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外，还使用按
年龄、种族、语言、宗教、残疾与否等条件分类的数据。
·· 尽可能具体。例如，在分析艾滋病病毒流行的原因时，不要仅
将其原因归结为“政策环境差”，而应探索更加具体的原因，

如何使用该方法？

·谁的利益被忽略了，原因何
·
在？（原因分析）
·这些人（权利拥有者）拥有哪些权利？
·

问题树
1. 原因分析

某国残疾儿童的受
教育程度较低

问题描述
2. 职责分析
3. 能力差距
分析

·谁应为此负责（责任承担者）？（职责分析）
·
·责任承担者和权利拥有者若要采取行动，
·
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能力差距分析）

在使用该方法时，有一点十分重要，那便是在所有以上三步中，均应让
主要利益相关方和来自不同专业学科领域的同事参与进来，这样即使发
现彼此之间很难拥有共同语言的前提下，也能相互吸收和借鉴彼此的观
点、知识和经验。如果分析团队的成员超过5至10名，则可以分成几个
小组，各小组可以对不同的问题或方面展开分析 。

直接原因

潜在原因

影响

该方法通过关键问题为使用者提供
指导，整个过程包括以下三步 :

缺少可供残疾儿童
使用的教学大楼、
学习材料和具备适
当技能的教师

缺乏为残
疾人服务
方面的专
业知识

教师旷
课率高

倾向于将残疾
儿童排除在公
共场所之外

忽视了残
疾儿童的
能力和理
想抱负

以残疾为
羞耻的
文化

该步骤可以帮助使用者认清多种相互关联的原因，这些原因导致若干
已识别的发展问题。在这一步，问题树分析法将十分有用，具体方法
如下：将已选问题的描述写在纸板或纸页的上部。小组成员首先就问
题的直接原因、潜在原因和根本原因进行自由思考，并将这些原因写

根本原因

国家预算中教育的优先级
较低，缺乏保障残疾人权
利的政治承诺。

主流传统观念
中存在对残疾
人不利的看法

原因

第一步：原因分析

如“关于强制性艾滋病检测的政策不利于艾滋病毒携带者接受公
共医疗卫生服务”。
·· 区分不同层次的原因：直接原因决定了问题的现状，并通常描述
出该问题会给个人带来哪些影响。潜在原因往往为政策、法律和
资源可用性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体制性原因揭示了问题产生的环
境，需要对这些环境进行长期干预，以从不同层面（包括家庭、
社会和更高一级的决策层）改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
·· 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以上原因，则可以借助于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的各个方面（商品、设施和服务的可用性、可获取性和质
量)）和若干重要的人权原则，如非歧视性、参与和问责参与和
问责等（如欲得到一份检查清单，请参见课题概述：入门备忘录
部分)。例如，“某省女孩的入学率较低”的一个直接原因可能
是“上学不便”，可以通过进一步询问以下问题对该原因进行细
化，如这种不便是由于学校或教师不足（可用性）造成的？还是
由学费高或上学的交通方式不安全造成的（可获取性）？或是由
学校课程未能慎重对待本土文化或语言（质量）造成的？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资料来源：
·· 政府报告和官方国家统计数据
·· 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行业性非政府组
织、人权非政府组织、国家智囊团和国际智囊团
·· 学术机构、国家媒体和国际媒体
·· 国家人权机构和监察员办公室
·· 全球和区域性人权机制，如条约机构、特别报告员和普遍定期
审查机制（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
·· 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相关机构
·· 国家、区域和全球人类发展报告
·· 联合国系统内各经济委员会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第二步：职责分析
该步骤可以帮助使用者确定出受发展挑战影响的人（权利拥有者）拥
有的权利，和应为此负责的人（责任承担者）。在这一步（和第三
步）中，引入一个简单矩阵，从而将权利拥有者的要求和不同责任承
担者的义务对应起来（参见下文范例）。建议重点关注问题树中对解
决该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因最为关键的一条因果链。
根据原因分析：1）将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个人或人群 确定为权利拥有
者，并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他们的权利或要求；2）根据某国签署的
国际人权条约或国家宪法、具体的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将有义务
尊重和保护权利拥有者的权利或满足权利拥有者要求的相关方确定为
责任承担者。为了确定义务，应查阅相关国际条约机构在其一般性意
见中规定的义务（参见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并仔细审查
该国的相关（行业）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在进行分析时，应牢记：
·· 个人既可以是权利拥有者，也可以是责任承担者，具体视乎其充当
的角色而定（例如，教师作为公职人员，在面对学生时是责任承
担者，而当作为雇员面对学校的公共管理时，便是权利拥有者）。
·· 对于每一项要求，可能在国家的不同层面上（如中央行政机构和
地方行政机构）同时存在多个责任承担者。
·· 责任承担者大多为国家行为体，但也有例外（例如，《儿童权利
公约》便规定儿童父母和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士负有责任承担
者的义务），此外，诸如私营公司和社区等其他行为者也可能负
有责任承担者的义务。

第三步：能力差距分析
该步骤可以帮助使用者了解责任承担者履行其义务和权利拥有者获得
其权利时需具备的能力。在检查第二步中所确定出的权利要求和义务
时，可以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能力建设方法和能力评估框架—参
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能力评估的实践告示”（UNDP Practice
Note on Capacity Assessment）— 对现有能力和能力不足之处进行分析：
层面：个人层面（如技能、知识、经验等），组织机构层面（如内部
政策、流程、架构等）和外部环境层面（如法律法规、政策、权力关
系等）。
类型： 职能性（如与利益相关方协商，评估现状和确定目标，制定
政策和策略，编制预算，管理和执行，监督和评估等）或技术性（如
专业知识或技术等）
问题：制度安排（如协调机制，角色与职责，激励机制等），领导能
力（如领导力培养，继任计划等），知识领域（如共享知识的方法和
机制，吸引人才的策略等）和问责制（如参与式规划和反馈机制，审
计体制等）。
第二步中所采用的矩阵同样可以用于对权利拥有者和责任承担者（群
体）的能力进行总结。

角色及能力差距矩阵（范例）
权利拥有者
要求：享有与其 能力差距：
某地区的残疾 他儿童同等的优 不足之处：残疾儿童就存在问题
儿童
质教育
发表呼声的渠道有限
现有能力：当前活跃的学生自治会
责任承担者一 义务：确保残疾 能力差距：
当地学校管
儿童可进入课堂 不足之处：规划和管理能力较差
理方
学习，并确保教
师的出勤率
责任承担者二 义务：确保全纳 能力差距：
地方教育指导 教育政策的顺利 现有能力：已发布的对学校进行
部门
实施
检查并解决投诉的命令
不足之处：缺乏明确的标准和审
查程序
责任承担者三 义务：为实施全 能力差距：
教育部
纳教育政策（包 现有能力：已采纳了全纳教育
括教师培训）分 （IE）政策，邻国在全纳教育政策
配预算
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不足之处：在全纳教育方面缺乏
专业知识与领导力

如何运用分析结果？
通过三步分析法得出的结果可直接用于规划/项目的规划中：
·· 情况分析：第一步（原因分析）可帮助弄清当前发展状况下存在的
问题及其原因，第二步（职责分析）和第三步（能力差距分析）可
帮助进一步揭示出导致目前这一状况的行为者和相关因素。
·· 制定策略：第三步（能力差距分析）和第二步（职责分析）的结
果将帮助确定出有哪些领域需要加强以及谁的能力需要加强。第
二步的结果还可以为制定伙伴关系策略（Partnership Strategy）
提供参考。
·· 研究结果和资源描述框架：第二步（职责分析）和第三步（能力
差距分析）的分析结果将有助于制定出最后的研究结果，在该研
究结果中将明确说明谁的能力将会得到改善，如何改善，以及应
由谁采取何种行动等一系列问题。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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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方法： 在发展政策和规划中将人权主流化：入门备忘录一般性问题
该资料可用于何 ·· 对发展状况的重要方面（切实存在的过程）进行系统分析。
种用途？
·· 使某国的发展政策或规划与该国承诺的国家或国际层面上的人权标准和原则保持一致（政策一致性）。
·· 对人类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或衡量时，如在人类发展报告、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影响评估报告中使用，或
该资料可在何
在某项目或规划的评估和分析阶段使用（参见课题概述：三步分析法部分）。
时使用？
·· 在为实现人类发展而制定政策或审查政策方案时使用。
·· 在为实现人类发展而制定、执行、监督或评估项目规划时使用。
该资料可供谁使 主要供制定全球、区域或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和规划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员使用，也可供政府合作伙
伴、公民社会合作伙伴和捐赠者使用。
用？
该资料是如何开 该方法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减贫实践组的同事在“联合国关于基于人权的方法的普通学习教材”的基础上开
发出的（参见课题概述：概念框架部分），以期将人权原则和标准系统地融入他们的工作中（参见下文范例）。
发出的？

如何使用该方法？
·· 该 入 门 备 忘 录 既 可 用 于 案 头 工 作 中 — —如为某项专题
研究或分析制定框架，也可以用于集体讨论活动中（参见
下文范例）。
·· 虽然使用者可以照搬使用备忘录中的所有一般性问题。但最
好还是根据所考虑的具体领域或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调
整，以使其与国家层面上的既有人权标准和原则相一致（例
如，国家宪法中规定了本文未涉及的人权原则）。使用者可
通过使用模板对一般性问题进行调整或添加新的问题。
·· 我们强烈建议在使用该方法的过程中，让来自不同专业学
科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以相互吸收和借鉴彼此的观点、
知识和经验。
··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用到来源于政府和非政府渠道
的相关信息（参见课题概述：三步分析法部分），其中
包括由国家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
提供的报告，国家报告或专题报告，以及来自全球和区域
性人权机制（如条约机构、特别报告员和普遍定期审查机
制）的建议（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
·· 如发现任何差距，应记录下具体的后续行动。

范例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发展集团的千年发展目标加速
框架（MDG Acceleration Framework, MAF）：一个涵盖多
学科领域的小组使用该备忘录对千年发展目标加速框架的
草案进行了案头审查。MAF旨在帮助各国家合作伙伴找到
妨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瓶颈。由于服务的可用性和可获
取性问题已经涵盖在该框架的四个方面（“政策”、“筹
资”、“提供服务”和“使用服务”），因此，关于服务
的文化可接受性和非歧视性方面的问题便较少论及。作为
审查结果，又有一些新的问题被纳入千年发展目标加速框

架中，如“可用的分类数据有哪几类（如按性别、种族、
年龄、收入、城乡分类），这些数据反映干预措施的成效
如何？服务是否满足文化/宗教标准，是否有通过少数民
族语言形式提供的服务？来自民间社会的代表能否参与和
支持监督过程？”千年发展目标加速框架在许多国家的应
用都取得了令人关注的结果。例如在伯利兹，分析结果表
明：在主要居住着玛雅人的农村地区，缺乏水和卫生设施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水务部门中缺少当地利益相关方
（尤其是土著妇女）的代表和参与。目前已同意针对该情
况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水务部门的人员构成更加广泛、
行为更加负责。在乌干达，千年发展目标加速框架帮助当
地政府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医疗卫生设施的服务方式
有悖于当地妇女的文化观念（如“直立式分娩”和将产后
胎盘掩埋掉），因此导致妇女对政府开办的卫生所避而远
之。重新修订供医疗卫生人员使用的培训指南是消除此类
瓶颈的方法之一。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即将推行的“植物资源平衡管理自评方
法”（‘Self-Assessment Tool to Achieve Balanced Plant
Regimes’）：该备忘录同样可以用于集体讨论活动中。在
本例中，首先对备忘录进行了细化，从而使其专注于食物权
问题，然后将其包含在另一项方法中，以此来指导各相关利
益方对植物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方面的相关国家法律，以及这
些法律对农户生活、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产生
的影响进行评估。在该方法在菲律宾的试用期间，各利益相
关方（包括环境部、农业部、贸易及工业部、专利局、人权
委员会以及农户和原住民团体）齐聚一堂，共同使用该备
忘录对相关国家政策和国际规范的内容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审
查。人们认为该备忘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普通概念框架，菲
律宾政府目前正在利用评估结果从国家层面上解决这些相互
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国际论坛上表明国家立场 。

一般性问题
人权原则
非歧视性和平等原则*
·· 除按性别、人口和城乡区域分类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按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
国家宪法、法律中明令禁止的歧视理由进行分类的相关统计数据（如按照种族、肤色、年龄、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等分类的统计数据）？如果没有，目前是否正在发展进行这样分类的能力？
·（定量或定性）数据分析是否提供了关于
·
inf某些个人或群体受某发展问题影响更大或从政策和规划（如公共服务）中获益更少的信息？
这与预先料想的边缘化群体是否一致？
·· 通过分析，是否得出了这些不平等问题的直接原因、潜在原因和根本原因？（参见 课题概述：三步分析法部分）。
·· 政策、规划和预算分配是否解决了这些原因?（例如，通过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的方式）？是否存在相关保障措施，以确保这些优先考虑
措施不会引起非议或歧视？
·· 政策、规划和预算分配是否发现意外影响，尤其是对边缘化群体的意外影响？

参与和融入*
·· 是否存在一个由相关法律、程序和机制构成的有利环境 ，以保障人们的信息获取权、参与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 如何确保一定数目的公民代表（包括那些平时意见未获听取的人们）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制定、执行和监督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政策和
规划？目前有哪些行之有效且可供使用的参与机制？如何确保人们在意见获采纳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决策？
·· 如果必要的话，应如何加强人们组织和参与政策规划的能力？
·· 是否有些人（群）较少参与或从不参与？ 如果“是”，其直接原因和体制性原因分别是什么？ 是否有任何需要考虑的问题，如社会或文
化障碍、敏感话题、权力动力学等？

问责和法治*
·· 适用的行政管理体制或法律体制赋予了相关机构哪些角色与职责？相关程序是否透明？换言之，即是否明确规定了应由该采取行动，
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何时采取行动？
·· 政策和规划的影响是否处于监督之下？
·· 人们如何获取官方信息（如通过信息公开或经申请获取）？是否存在任何障碍（如语言、收费等）？
·· 是否已建立起申诉/救济机制?（如司法、准司法或行政管理机制），从而使人们在政策或规划周期的任何阶段均可要求问责？是否存在
可供使用的非正式或传统司法机制？人们是否了解这些机制？是否拥有使用这些机制的权利和能力？

人权标准（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健康权、食物权、用水权和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
可用性**
·· 该领域内设施、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是否足量且具有持续性？
–– 这可能要求具备相关基础设施、设备或薪资水平。例如，对食物而言，便要求具备运转正常的配送、加工和市场体系；对用水而
言，则要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提供个人和生活用水。

可获取性**
·· 物质上：相关领域的设施、商品和服务是否可被所有人安全地获取？
–– 这可能要求具备相关基础设施，如适当的位置或交通条件。例如，对用水而言，要求水源紧邻所有家庭、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且确保
获取过程的安全。
·· 经济上：是否所有人均可负担得起设施、商品和服务？
–– 这要求满足一项基本需求的费用不应影响满足另一项基本需求，且不应为贫困家庭带来比其他家庭更多的经济负担。在实践中，可能
会涉及提供补助金、取消服务费、研发低成本技术等措施。

质量（包括可接受性）**
·· 相关领域的设施、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是否具有保证，且是否存在相关质量标准？
–– 这可能要求进行能力建设、质量监督和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水。例如，对于医疗卫生服务而言，可能要求业务熟练的医务人员或经科
学方法证实且处于有效期内的药品；对于食物而言，可能要求进行污染控制。
·· 是否已考虑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用户类型和需求差异，尤其是边缘化群体在文化价值观、用户类型和需求方面存在差异？
–– 这要求尊重所有个人、少数群体和社区的文化，并谨慎对待与性别和生命周期相关的要求。在实践中，可能要求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或
特定文化可接受的形式提供服务。
* 关于非歧视性、参与和问责原则方面一些有用的国家信息可在由某些条约机构、特殊程序或普遍定期审查机制提供的国家报告中找到（参见课题概述：
人权机构部分）。
** 关于可用性、可获取性和质量/可接受性对不同行业的要求方面的详细信息可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中找到（参见课题概述：
概念框架）。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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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新增问题

措施：该问题可（通过何种方式？由谁）加
以解决？

*关于非歧视性、参与和问责原则方面一些有用的国家信息可在由某些条约机构、特殊程序或普遍定期审查机制提供的国家报告中找到（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

·· 是否有些人（群）较少参与或从不参与？ 如果“是”，其直接原因和体制性
原因分别是什么？ 是否有任何需要考虑的问题，如社会或文化障碍、敏感话
题、权力动力学等？

·· 如果必要的话，应如何加强人们组织和参与政策规划的能力？

·· 如何确保一定数目的公民代表（包括那些平时意见未获听取的人们）能够积
极有效地参与制定、执行和监督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政策和规划？目前有哪
些行之有效且可供使用的参与机制？如何确保人们在意见获采纳的同时还可
以参与决策？

·· 是否存在一个由相关法律、程序和机制构成的有利环境 ，以保障人们的信息
获取权、参与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参与和融入*

·· 政策、规划和预算分配是否发现溢出效应，尤其是对边缘化群体的溢出效应？

·· 政策、规划和预算分配是否解决了这些原因?（例如，通过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
的方式）？是否存在相关保障措施，以确保这些优先考虑措施不会引起非议或
歧视？

·· 通过分析，是否得出了这些不平等问题的直接原因、潜在原因和根本原因？（参
见课题概述：三步分析法部分）。

·（定量或定性）数据分析是否提供了关于
·
inf某些个人或群体受某发展问题影响更
大或从政策和规划（如公共服务）中获益更少的信息？这与预先料想的边缘化
群体是否一致？

·· 除按性别、人口和城乡区域分类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按照《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国家宪法、法律中明令
禁止的歧视理由进行分类的相关统计数据（如按照种族、肤色、年龄、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等分类的统计数据）？如果没有，目
前是否正在发展进行这样分类的能力？

非歧视性和平等原则*

人权原则

一般性问题

方法：将人权融入发展政策与规划 — 备忘问题清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备忘问题清单

一般性问题
人权原则
问责和法治*
·· 适用的行政管理体制或法律体制赋予了相关机构哪些角色与职责？相关程序是
否透明？换言之，即是否明确规定了应由该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何
时采取行动？
·· 政策和规划的影响是否处于监督之下？
·· 人们如何获取官方信息（如通过信息公开或经申请获取）？是否存在任何障碍
（如语言、收费等）？
·· 是否已建立起申诉/救济机制?（如司法、准司法或行政管理机制），从而使人
们在政策或规划周期的任何阶段均可要求问责？是否存在可供使用的非正式
或传统司法机制？人们是否了解这些机制？是否拥有使用这些机制的权利和能
力？

调整后/新增问题

人权标准（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健康权、食物权、用水权和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
可用性**
·· 该领域内设施、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是否足量且具有持续性？

可获取性**
·· 物质上：相关领域的设施、商品和服务是否可被所有人安全地获取？
·· 经济上：是否所有人均可负担得起设施、商品和服务？

质量（包括可接受性）**

·· 相关领域的设施、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是否具有保证，且是否存在相关
质量标准？
·· 是否已考虑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用户类型和需求差异，尤其是边缘化
群体在文化价值观、用户类型和需求方面存在差异？

2012年3月

措施：该问题可（通过何种方式？由谁）加
以解决？

* 关于非歧视性、参与和问责原则方面一些有用的国家信息可在由某些条约机构、特殊程序或普遍定期审查机制提供的国家报告中找到（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

** 关于可用性、可获取性和质量/可接受性对不同行业的要求方面的详细信息可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中找到（（参见课题概述：概念框架））。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方法：借助人权实现关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千年发展目标
评估和分析

规划和设计

·· 通过收集关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服
务方面的数据，并按照性别、年龄、种
族、位置等因素分类，确定出城乡地区
最易受伤害的边缘化群体（权利拥有
者）及其需求。

·· 制定如下策略：就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提供及其质量规
定清晰透明的标准。
·· 在制定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时，让受
影响社区知悉相关情况并积极参与。
·· 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以在负责管理水资源和供水、卫生服务
和水资源配置的各相关机构之间进行协调，并让各利益相关
方（使用者、民间社会组织、服务供应商、捐赠者等）参与
进来。

·· 分析何种措施的采用将适合当地社区文
化。
·· 确定出应负责保障和提供饮用水和基本
卫生设施，并对其进行调控和监督的国
家行为主体（责任承担者）。
·· 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使用者进行
讨论，将相关政策和规划通知他们，收
集他们的反馈意见并进一步证实状况分
析的调查结果。

·· 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使用者进行讨论，将相关政策和
规划通知他们，收集他们的反馈意见并进一步证实状况分析
的调查结果。

原则

·· 优先考虑妇女、女孩和边缘化群体（如农村人口、非正式定
居者和残疾人）的需求。

参与
非歧视性
问责
监督
·· 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使用者进行
讨论，听取他们关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
设施方面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执行情况的
意见。

标准
可用性
可获取性
质量

·· 让社会参与监督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
务，并/或建立社会监督体系。
·· 建立并/或提供问责机制（法院、国家人
权机构、议会审查委员会或类似机构）
，以便当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务不够完
善时采取补救措施。

千年发展目标7（具体目标7.C）宣称，“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
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1990年至
2008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共有约16亿人获得了改善的水源，约
11亿人用上了改善的卫生设施。若继续保持该发展速度，全球
有望在2015年以前实现关于饮用水的千年发展目标。然而从人
权的角度来讲，尤其是考虑到非歧视性和平等原则，却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譬如，这些整体状况的改善往往并未使那些最需
要改善现状的群体受益，例如，往往担负着取水重担的农村地
区的女孩和妇女，以及边缘化群体或难以覆盖到的群体，如土
著人、残疾人或居住在非正式定居点的人们。另外，从技术规

执行
·· 修建（家庭或公共）储水设施。
·· 建立水质监督体系，包括对小型私营供水商的监督。
·· 确保执行人人皆可负担得起的收费方案，例如通过制定合理
的收费和/或 提供补助。
·· 在紧急情况下，为用水和卫生服务提供资源支持。
·· 为一些重要的服务设施分配（或购买）土地，如售水间/公共
厕所等。
·· 在非正式定居点/周边区域建立便利快捷的当地办事机构，以
实现下述目的：促进关于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方面的讨论
和反馈信息收集；对新接入系统的申请和收费进行管理；监
督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情况；履行行政问责制度职
能。

范角度来讲，“改善”的饮水水源或基本卫生设施也并未涵盖
从人类发展角度来讲所要求的全部要素。通过签署《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在近期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
A/64/L.63/REV.1中重申其承诺），从法律上承诺将实现饮用
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权利的国家可以使用本国标准来审查饮用水
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可用性、（物质和经济上的）可获取性及质
量状况（参见下文专栏）。上图给出了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
方面的一些建议干预措施，可以帮助相关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逐步实现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方面的
权利。图中突出显示的干预措施的具体范例详见下文。

规划： 肯尼亚，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需求的发展策略
2007年，肯尼亚正式通过了国家供水服务策略（National
Water Services Strategy）（2007-2015），表明该国已做出政
治承诺，承认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属于人权范畴，该策
略随后在2010颁布的新的肯尼亚宪法（Kenyan Constitution）
中得到了确认。该策略的主要目标为，在2015年以前：
·· 依照之前确定的质量标准，提高可以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
的人群比例：1）城市地区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距最
近公共水源的距离平均缩短30分钟路程；2）农村地区的比
例从40%提高到75%，最远取水距离缩短2公里。
同时，该策略还通过建立起一套监督执法体系确保了问责制得
以落实。
·· 在卫生设施方面，“国家环境和卫生策略”（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anitation Strategy）和“水务业卫生政
策和卫生观念”（Hygiene Policy and Sanitation Concept for
the Water Sector）致力于在2015年以前，使所有学校、公共
机构、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都能够拥有干净卫生、价格适
中、功能完备且可持续使用的厕所和洗手设施。
肯尼亚的策略还对“城市贫民区”给予了特别关注。2007年，
居住在城市贫民区的人口中仅有20%可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其他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比例则分别为60%和40%。该策略
为这一特殊的脆弱群体采取了专门的策略行动（和相关监测
指标），其中包括为改善用水普及率和供水质量进行投资，改
善监督体系，和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资助机制（供水服务信托基
金——Water Services Trust Fund）向这些努力提供资金支持。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
2009; www.tinyurl.com/gtz2009kenya）

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可用性
为了满足饮用、个人卫生及其他生活需要，必须始终确保水的充
足供应。社区应始终提供充足的卫生设施。含意：必须采取相关
措施，以确保水资源的公平分配。

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可获取性
物质上：每个家庭、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其他公共机构和
公共场所以及工作场所或附近都必须配备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务
和设施，供所有人使用。含意：这些设施需顾及每名使用者（如
妇女、残疾人等）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需求。还应确保这些设施选
址和构造合适，这一点至关重要。
经济上：（可承受性）— 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务必须价格相
宜，且不会损害人们满足其他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房和医
疗保健等）的能力。含意：为确保人们可以承受得起这些服务，
必须建立起相关机制，如收费体系、补助政策、小额信贷计划
等。

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质量
水质（包括水的颜色、气味和口感）必须达到规定要求，以免危
害人体健康。含意：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对水质进行监测，并确保
水源不受污染，且每个人都拥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卫生设施
须令人满意；从文化角度来讲，这往往意味着卫生设施需考虑性
别差异，并保护个人隐私。
改编自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2003年）第15号一
般性意见和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问题独立专家关于最佳做法的
进展报告（2010年）。

规划和执行：

监督：阿根廷，运用问责机制

乌干达，社会参与：在Mukunyu区，由于管理不善和技术问
题等原因，导致供水系统（Gravity Flow Scheme）无法正常运
行。此外，当地社会也没有参与其中，而现有管理结构也未能
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的忧虑。为了应对以上局面，政府成立了一
个由来自各用水组织和当地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水务局。在
该过程中，妇女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新管理体系显著改善
了安全饮用水的供应状况。这一公开、负责的程序还鼓励社会
各界为维护供水设施而进行捐款（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优秀
实践—MDG Good Practices， 联合国发展集团，2010 年）。

诸如司法制度等问责机制可以对用水权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
监督。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órdoba）的一处贫困居民区，一
座管理不善的污水处理厂对公共水源造成了污染。当地的一家
非政府组织就此提起了法律诉讼，法院判决除其他事项外，在
恢复供水之前，市政当局应确保每天向申请人提供200升安全
饮用水。根据本案判决结果，市政当局制订了一项重新恢复
该工厂污水处理能力的方案，并开始为受影响居民区修建供水
管道。市议会也宣布所有与污水处理相关的税收——约为每年
1000万美元——都将专门用于污水系统投资（《从人权角度看
千年发展目标》， 人权高专办，2008）。

尼泊尔，提供可负担得起的付款计划，帮助人们建造家庭厕
所 ： 在尼泊尔，约有54%的人口和910万儿童无法享有改善
的基本卫生设施。“学校牵头全民卫生”（School-Led Total
Sanitation, SLTS）计划是一项旨在改善15个地区的学校卫生条
件的计划。该计划同时还提倡创新性融资策略，以为穷人修建
家庭厕所提供资金援助，并帮助穷人从循环基金、篮子基金和
当地的合作策略中获得贷款。目前，该计划已在许多学校密集
的地区建立起向家庭提供贷款的50%-50%对等基金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的优秀实践， 联合国发展集团，2010）。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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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案例研究：阿根廷——借助人权方法制定地方性千年发展目标
政策周期

准备工作
··获得政治承诺
··对地方参与机制进行分析

原则
执行和监督

参与
非歧视性
问责

··向社会展示地方行动方案
··组织和实施对行动和规划
的参与式监督

标准
可用性
可获取性
质量

··分享和推广经验

评估和分析
··确定问题/受影响人群/资
源的可用性/公共机构的
责任
··确定利益相关方
··进行现状分析
··编写当地现状分析报告，
并分发给相关人员

规划和设计
··组织参与式问题诊断研讨会
··起草当地的千年发展目标行动
方案，并呈交地方当局批准。

发展问题

成果

当地合作伙伴表示：地方发展规划往往不能充分、全面、有
效地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阿根廷代表处（UNDP Argentina）与当地合作伙伴确定出
了以下主要原因：

2004年至2008年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下，莫龙市
（Morón）和罗萨里奥市（Rosario）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
政府的在以下几方面的能力均得到了加强：

··政府虽然在地方规划的执行阶段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磋
商，但并未在规划的分析和进行规划的阶段进行此类磋
商，而在该阶段，那些反映社会最迫切需求的信息则可能
会影响到某些重要决定。
··当地政府缺乏与各部门和各行政级别（国家、地市）进行
有效协调的能力。
··地方当局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例如反映当地弱势群体和
边缘化群体生活现状的、分类足够细致的数据。

该项目由 Abuelas de Plaza de Mayo（APM）负责协调，该组织是
一家著名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备受尊重。APM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驻阿根廷代表处共同开发出一种将人权融入地方政策周期的各
个阶段的方法（如上图所示）。其中，用粗体突出显示的活动将

··开展参与式现状分析，以便为地方发展规划提供参考。结
果，所采纳的规划更好地反映了社会需求和关注焦点，尤
其是边缘化群体的需求。
··根据当地发展的优先顺序为千年发展目标进行量身定做，
并在地方规划中加以运用，例如，重新安排地方预算结构
或将千年发展目标和相关监督机制纳入当前规划中。
··通过设立地方统计办公室和引入地方性统计指标等途径，
完善信息和数据的管理与使用。
··加强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以便营造一个良好
的合作环境。
在下文进行详细介绍。该方法已记录在《从人权角度指导地方规
划》（Guide For Local Planning From A Human Rights Approach）一
书中，目前正被其他许多市政府借鉴。

准备阶段：对地方参与机制进行分析
两个城市的利益相关方均认为，首先对现有社会参与机制进行对比
和分析十分重要，旨在1） 确定民间社会组织和相关群体在整个过
程中的参与情况；2） 对现有代表性结构和包容性结构的现状进行评
估；3） 避免在现有结构有效的情况下，重新建立新的结构。
为此，我们对各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当局进行了一项调查。本
次调查包括以下问题：
·· 目前市政当局内是否存在任何正在运作的参与机制？这些参与机
制如何运作？有哪些人员参与其中？
·· 有哪几类民间社会组织？其中是否有与人权相关的组织？
·· 这些组织是否有二级组织或其他组织网络？这些组织是否关注于
特定主题？
·· 这些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何种类型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
·· 这些组织是否享有社会代表权？它们是否合法？

评估和分析阶段
确定遭受影响的人权以及相关人员的角色和职责

图片： UNDP Argentina

规划阶段：参与式研讨会
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以便集合民间社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共同为市
政发展规划出谋划策。

莫龙市的经验：
莫龙市共举办了四类研讨会：分别为：

在确定出紧迫问题后，市政当局运用三步分析法（参见课题概述：三
步分析法部分）从人权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
·· 确定有哪些人权受到这些问题影响；
·· 确定权利拥有者的权利和责任承担者的义务；
·· 评估人权是否受到国家/省级/市级法律体制的保护，如受到保护，
是如何保护的？
·· 评估法律保护或法律执行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 不仅发现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不良”现象，还找出优秀范
例。

向社会公布当地现状分析结果
问题诊断报告是当地政府和社会进行联合规划取得的第一项成果。之
后，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公开陈述会议，以：
·· 向亲身参与问题诊断过程的个人提供反馈意见；
·· 向整个社会公布已进行的相关活动及其结果；
·· 统一今后的行动；
·· 听取意见、建议和批评，以充实问题诊断结果。
罗萨里奥市在该市美术馆（ Museum of Fine Arts ）举办了一场向公众
展示当地现状分析报告的活动。本次活动由该市市长、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驻当地的代表、APM主席和罗萨里奥人权办公室（Human Rights
Office of Rosario）主任共同主持。约有160名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
其中包括来自地方当局、民间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原著居民、专
业协会和国立罗萨里奥大学的代表。当地媒体也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报
道，从而确保了整个程序的合法性和当地政府的义务。

1) 确定千年发展目标并将其与人权联系起来的研讨会：与会者（民
间社会组织代表和政府官员）将与该市关系最为密切的事项列为
千年发展目标的优先考虑事项，并将各项千年发展目标与具体的
人权联系起来。
2)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就相关政策进行提议的研讨会：与会者提议
了一些可能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关政策。然后分别针对
每项千年发展目标，对相关提议与市政府目前正在实施的公共政
策和规划进行了比较。由于部分既有规划当时还不被民间社会所
了解，因此这一步非常重要。此外，所有政府官员均认为本次活
动使他们对既有市政项目有了一个全面而有序的整体认识。
3) 提议具体活动的研讨会。
4) 为后续跟踪和讨论创造条件的研讨会。
以下是从本次试点活动中得出的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 确定各级政府的角色和职责有助于制定出既符合各地政府权责范
围、又会直接推动实现全国性千年发展目标的策略。同时还有助
于在各部门之间对规划进行协调。
·· 因此，行动方案应清楚界定出应负责各项任务的执行的政治主
体。
·· 应在现有讨论机制下（而非在可能与现有机制类似的新机制中）
进行合作和讨论。
·· 所有社会成员和个人（包括那些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机构的人员）
都应有机会参与其中。

在马其顿，当 地 政 府 为 了 制 定 基 于 千 年 发 展 目 标 的 当 地
发 展 策 略 也 采 取 了 类 似 的 做 法 — —请参阅“Going Local to
Achiev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tories from eight
countries”，荷兰发展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registry.ar@undp.org 或 www.undp.org.a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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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案例分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 借助人权加强地方发展规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波黑代表处在200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 波黑50%的城市没有采取任何地方发展策略以系统地解决当
地需求，改善市政绩效。具有有效策略的城市在策略实施和
进一步跟进措施上有严重的缺陷。大多数城市强调了在制定
政策、规划和项目周期管理上需要技术支持。

组织当地发展规划

社区评估
收集可供使用的二级数据
能力建设

·· 更好地理解他们作为人权责任承担者的角色，并加强了地方
当局制定出地方发展规划，以解决边缘化群体最关注的问题
及当地人整体需求和人权问题 的能力

通过专题小组讨论进行弱点评估

制定社区概况并以此作为策略规划
的基础

能力建设

建立合作伙伴团体

制定策略和运营计划
进行部门SWOT分析以确定关键问题
建立发展远景
确定策略发展目标
确定目标

能力建设

确定计划和项目
制定年度行动计划
确定城市发展策略草案/
将其提交给合作伙伴团体
将城市发展策略提交给市政议会/大会

规划 (4–6 个月)

下表说明了人权原则和标准在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切入点以
及他们如何被纳入到现有的当地规划进程中。如欲了解关于该
计划的更多详情，请参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基于人权的
地方发展规划引言》（Primer on Rights-Based Loc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osnia and Herzegovina）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地方综合发展规划方法》（Methodology for Integrated Loc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MIPRO）。

通过访问收集定性数据
部门数据分析（侧重于享受人权的程
度，职责承担者的责任、行动和能力）

·· 通过一些使包括农村人口、残疾人、 吉普赛人社区、老年人
和青年人在内的边缘化群体在教育、农业、用水、卫生设施
和健康等领域受益的项目，实施当地发展规划。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共为40多个项目提供了种子基金。

该计划的实施是以以下事项为前提：1） 无须对当地规划程序
进行彻底改造；2） 从策略角度来讲，通过加强公众参与、消
除歧视和强化问责机制，以及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将
人权标准作为基准等途径，人权标准和原则的运用可以产生积
极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点，该计划确保负责各项活动的小组均
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人员组成，以便将经济学家、当地政府
专家和人权问题专家的观点和技能汇集在一起。

组建城市发展团队 (MDT)
利益相关方分析

成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连同市政当局一起在15个城市实施了一项“以
权利为基础的城市发展计划”（RMAP)(2006年-2008年）。该计
划加强了地方当局以下方面的能力：

得到政治承诺
（通过市长和市政议会/大会）
准备和评估 (2–4 个月)

··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尽管总体情况有所好转，但波黑的不平
等问题仍在上升，人口中最贫困和边缘化最严重的群体更加
受到忽视。因此，波黑需要探索出一条全面且涵盖不同领域
的方法，以促进地方发展。

规划过程概述/以权利为基础的城市发展计划（RMAP）
中的策略开发过程

能力建设

发展问题

在政策周期的不同阶段运用人权原则和标准
政策周期

关键阶段

人权主流化有助于

工具和方法

取得政治承诺

·· 提高当局关于国家作为人权责任承担者的作用 ·· 高级官员参加介绍会，并就人权和他们在（当
地）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简明沟通。
和公共服务提供者（问责制）的责任等方面的
意识，同时向其保证将提供技术支持。
·· 市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理解备忘录，指
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该市在进程中的作用和责
任。
·· 确保能够广泛代表当地社区的利益，并特别确 ·· 合作伙伴团体：由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10–40位
定出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并代表他们的利益（非
成员）。合作伙伴团体作为地方当局和人民之间
歧视）。
沟通平台，用于表达社会需求和重点关注事项，
并就优先发展事项达成一致。
·· 创建或重新恢复可供社区和代表们参加并表达

准备

确认利益相关
其需求的论坛（参与）。
·· 焦点小组：设立特别机制，用以确保无法参加合
方、分析和评估 ·· 确保所有相关群体均可获得信息资料，并确保
作伙伴团体讨论的群体的意见仍能得到反映。焦
获取信息过程的透明度（问责）。

点小组讨论通常在被确定为边缘化的人群（如吉
普赛人、农村人口、残疾人、返乡者、老年人、
青年人等）之间进行。同时，边远地区也拥有焦
点小组（焦点小组方法）。

·· 确定目标和指标，以便在不同领域对服务的可 ·· 人权备忘录提供了基于人权的指标和数据来源，
以便在市一级上评估如健康和教育等关键部门的
用性、可获取性和质量进行评估（人权标准）
可用性、可获取性和质量。
。

数据识别和分析 ·· 根据这些目标和指标来收集和分析数据，重点 ·· 起草法律背景文件，以便向各部门提供与立法、

评估和分析

关注弱势群体的情况（非歧视性）。

当地社区概况

规划

执行
监督和评估

组织、筹资相关的基本信息，并提供政府当局
（责任承担者）在国家、州、市层级上的基本信
息。

·· 基于这些数据，草拟一份社区概况，并从发展 ·· 仔细斟酌内容，以便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理解，
和人权角度对当地现状进行分析。
并使用建设性的人权方法。

确 认 关 键 问 题 ·· 在社区概况所反映的所有问题中，优先考虑以 ·· 在合作伙伴团体内部确定关键问题，同时也可以
从焦点小组获得讨论意见。
下问题：实现人类发展和人权面临的主要障
（主要障碍/地
碍；涉及平等和非歧视的问题；地方当局职责
方发展的主要推
动因素）
范围内的问题。
·· 将全面实现人权作为地方发展的远景和长期目 ·· 在合作伙伴团体内部制定出远景和目标，并提交
给市政议会/大会。
标，并确定具体目标，以解决关键问题并逐步
草拟发展远景、
实现长期目标。
目标和计划
·· 制定出项目概念，以简要描述出为解决边缘化群
体的关注事项所需的各项目元素。

项 目 的 选 择 和 ·· 制定项目的选择标准，该标准应表明 1) 如何消 ·· 由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
执行
会（Steering Committee）通过透明的流程选择出
除歧视、促进平等和赋权，2) 如何解决当地贫
困问题和消除排斥现象，3) 如何提高弱势群体
获取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能力。

建立监督能力

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
创建共同筹资模式 （执行手册）。

·· 建立当地利益相关方对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指标 ·· 指导委员会对项目的执行结果进行评估。
和目标的运用能力。

范例—— 基塞利亚克市（Kiseljak）
用水：基塞利亚克市“从人权角度出发的发展策略”
（2006-2013年）（Right-Based Development Strategy）对该市的基
础设施和环境（包括用水权）进行了评估。来自焦点小组的定性信
息拟出的社区概况表明，约有450名吉普赛人聚居的Hrastovi定居点
的情况最为迫切，尤其在供水量和水质方面。由于现有供水系统能
力不足，且水中细菌含量很高等原因，导致出现了许多通过水传播
的疾病。根据该市新的发展策略，该市对可解决社会歧视问题和帮

助弱势群体获取服务的项目予以优先考虑，为Hrastovi建设一个足够
大的水库和一个新的辅助供水网的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教育：社区概况还显示了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不足，如缺乏合格的
教学人员，以及学校在确认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并为其提供服务方面
的能力不足。因此，该发展策略在其能力和资源范围内，优先考虑
对小学和中学是否符合教学标准进行评估，并制定了一项使教学服
务与教学标准相一致的行动计划，如为教学工作人员提供关于全纳
教育方面的培训，和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调整学习课程。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registry.ba@undp.org 或 www.undp.b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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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案例分析：危地马拉：借助人权方法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阶段一

·· 基于人权原则和健康权进行基线分析，以确认出权利拥有者和责任承担者，以及确认出权利拥有者在要求提供适当的
医疗服务时和责任承担者在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时存在的能力差距（“能力差距分析”）

阶段二

·· 与社会团体（个人及民间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基本医疗队（BHT）及地方当局）开展能力发展研讨会，
确认可能采取的行动，以消除能力差距

阶段三

·· 帮助当地社区和公共服务提供商共同确定出权利拥有者最为关注的行动，并对确定出的行动进行试点推广
·· 确定与当前问责机制之间的联系（如社会听证制度）
·· 密切关注提供服务方面发生的变化，并记录良好的做法，制定参与性方法

阶段四

·· 基于这些经验，为卫生部和社会团体制定学习材料
·· 与卫生部分享相关经验和最佳做法，探索如何将这些经验和做法告知给政策改革与实施者，并制定参与性方法

发展问题

成果

为危地马拉全体人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一直是一项挑战。1997
年，该国约有一千万人口，却仅有860个基本医疗中心，因此
许多位于农村地区和土著部落的社区均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服
务。从那时起，卫生部（MoH）便一直试图通过覆盖拓展计划
（Extension of Coverage Programme，ECP）来解决该问题。许
多非政府组织（NGO）和民间团体均参与其中，并根据与卫生
部的协议，向4300万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为此，在
不同地区专门成立了由医疗人员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基本医疗队
（BHTs），以作为直接的服务提供者。尽管总体而言，覆盖拓
展计划（ECP）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部分人口（尤其是土
著社区）在获取充足的医疗保健服务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从2009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便一直通过从人权的角度对ECP
计划进行审查来帮助危地马拉卫生部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在两
个试点地区与公共医疗服务提供者（基本医疗队和地方当局）和
社会群体合作。初步结果如下：

试点工作的各阶段内容如上图所述。用黑体突出显示的活动将
在下文进行详细介绍。

·· 虽然人们普遍趋向于把健康等同于药物发放，但参加过健康
权研讨会的社区成员却认为，健康还应包括如获取饮用水、
卫生条件和对病人尊重等问题。
·· 在采用病人意见反馈（彩色意见箱）和监督（记录簿）等方
式的试点社区，病人们积极利用这些方式，服务提供者也开
始调查病人不满的原因。
·· 卫生部正计划将该试点项目开发出的关于健康权的培训材料
提供给所有项目工作人员使用，以解决歧视问题并改善服务
质量。

确定医疗服务的能力差距——基于人权的基线分析
方法
“能力差距分析”根据健康权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to Health）提出的加强医疗体系的健康权方法
（Right-to-health Approach to Strengthening Health Systems）
（联合国文件：A/HRC/7/11），采用了21项与非歧视性、问责
机制、参与机制以及享受健康权的文化维度等人权原则方面相
关的指标。“能力差距分析”的相关数据是通过在两个实施了
政府覆盖拓展计划（ECP）的地区对1489位家庭成员（权利拥
有者）进行调查，和对16位覆盖拓展计划（ECP）（责任承担
者）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问而收集得来的。

结果
该项分析确定出了部分制约实施覆盖拓展计划（ECP）的主要
因素，包括：
·· 基本医疗队（BHT）与负责监管基本医疗队（BHT）活动的部门之
间缺乏有效协调。
·· 由于工作条件欠佳和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工作得不到认可等原因，
导致合格的基本医疗队工作人员匮乏且人员流动大。
·· 缺乏有效的公共问责体制（如申诉和救济机制）；社区成员能力
欠缺，无法要求参与覆盖拓展计划（ECP）的决策、接受其救济
或获取相关信息。

·· 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导致基本医疗队和病人之间缺乏有
效沟通。

一方面，在提起投诉的人当中，仅有20%的人在投诉后觉察到情况
有所变化。

具体而言，分析表明能力差距与以下内容有关：

消除能力差距——确定并检测机制以改善参与和问
责制

排斥/不平等：
虽然社区确定出的一些主要制约因素与缺乏资源有关。但大部分其他
制约因素似乎与土著社区未被纳入现有医疗保健策略（如将产后胎盘
掩埋掉的做法）有关。
缺乏适当医疗服务 Chipajche的
的原因
人口比例

El Tumbador
的人口比例

违反的人权标
准和原则

范例： 基本医疗队工作方法研讨会
模块 1

简介：基本医疗队工作中的健康权，如确保服务质量和
文化可接受性等

模块 2

参与：如何提高服务质量，如考虑社区生活和工作周
期，学习传统的医疗实践等

模块 3

问责：与病人之间的活动对病人权利产生的影响及改进
措施（如提供建议箱）

70.1

19.5

可用性

22

7.1

可用性

病人未能及时就医

18.1

8

病人和医务人员之
间语言不通

11

4.4

文化可接受性

缺乏经济支持

8.7

4.4

可获取性

宗教冲突

5.3

3.1

文化可接受性

体貌特征

5.3

2.4

歧视

缺乏药物
缺乏医务人员

通过一系列与当地团体（个人和民间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提供者（
基本医疗队和地方当局）的互动研讨会，确定出了多种消除能力差距
的方法。

问责制：
差距分析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基本医疗队的服务不满的病人并
未表达出其不满。以下是两个地区的受访者面临该问题时所采取的行
动（31.8%的受访者未回答该问题）。
·· 什么也不做： 43.9%

该研讨会确定了三项关键措施，并随后在试点社区进行了试行。
·· 评 估 机 制 —— 彩色意见箱：病人通过将卡片放置到绿色、黄色或
红色的意见箱中来评估服务质量。
·· 监 督 机 制 —— 记录簿：基本医疗队在记录簿里记录评估结果，并
由当地医疗主管机关进行审查。
·· 问 责 机 制 —— 情况室：每三个月与基本医疗队举行一次社区大
会，以对社区反馈意见进行讨论。

·· 不再去该医疗中心： 7.5%
·· 向基本医疗队投诉： 5.6%
·· 向市长助理投诉： 5.6%
·· 向该医疗中心投诉： 4.7%
·· 向非政府组织机构投诉： 0%
·· 其他： 0.9%
当被问及原因时，大部分选择“什么也没做”的人解释说，他们认
为即使他们投诉了，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善。一些人甚至害怕基本
医疗队会因为他们提起投诉而在将来不再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另

图片： Thanali Patruyo

由于卫生部期望在为覆盖拓展计划的工作人员提供学习材料之
外，还为卫生部的所有项目工作人员提供学习材料，因此，试
点项目的结果被提供给卫生部的不同部门，并制作出三套学习
材料。
1) 使卫生部工作人员了解文化可接受性、问责和参与机制的培训指
南。
2) 基本医疗队入门手册， 向医疗队领导提供管理指导以及确认侵
犯健康权情形的指导。
3) 提高人们要求获取适当医疗服务的能力的培训材料。

图片：Thanali Patruyo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proyecto73095@uepnud.org 或 www.undp.org.gt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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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案例分析： 利比里亚——在减贫策略（PRS）中运用基于人权的方法防止冲突
政策周期

执行

原则
规划与设计
·· 从人权标准和原则角度评
审临时减贫策略（PRS）
·· 使社区参与起草县域发展
议程

参与

监测与评估
·· 增强人们参与监督减贫策略的
能力

非歧视性
问责

标准

·· 增强政府应用参与性方法和问
责机制的能力

可用性
可获取性
质量

发展问题

成果

2008年，利比里亚政府正式通过了2008-2011年减贫策略
（PRS），其中明确指出了导致14年冲突的两个主要原因：
1) 在利比里亚，传统上“社会很大一部分群体遭到了政治治
理机构的系统性排斥和边缘化，而且他们无法获得重要的经
济资产”，政治权和经济权都集中在小部分统治精英手里；
2)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崩溃使整个国家陷入贫困，尤其
对边缘化群体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政府认为应将减贫策略
集中在减少贫困人口、消除不平等和振兴经济上，这一点至
为重要。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高专
办）的共同支持下，一些利比里亚的民间社会组织（CSOs）
以及国家计划和经济事务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Affairs）：
··提高了从人权角度出发的情况分析能力，以及为监督减贫
策略第一阶段的实施情况而收集、分析数据的能力，这些
数据还包括减贫策略对那些被严重边缘化的群体所产生的
影响（“谁的利益被忽略了？”）。
··在减贫策略初稿实施期间，通过进行建设性合作，帮助重
新赢得人民对国家治理机构的信任。

2006年到2011年间的重点干预活动如上图所示。用粗体突出显
示的活动将在下文进行详细介绍。

从人权角度回顾利比里亚减贫策略的第一阶段
在减贫策略规划期间，利比里亚总统要求从人权高专办获得支
持，以便从人权角度评审临时减贫策略。召集的专家团为减贫
策略终稿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和建议。如：1
·· 分 配 结 果 和 平 等 —— 消除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并将公平
作为预防冲突的重要手段的必要性。建议：
–– 提出侧重于小规模农业投资的经济增长策略，该策略会
使农民、失地工人和女户主直接受益。
1 Sakiko Fukuda-Parr, 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Marco conceptual for human rights analysis of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reviews of Guatemala, Liberia and Nepal，受人权高专办书面委托，对危地
马拉 、利比里亚和尼泊尔的减贫战略的分析和回顾，2007年 （未公开
出版）。

··正计划在利比里亚减贫策略第二稿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将
民间社会参与机制制度化，从而进一步加强政府问责制 。

–– 公平分配社会投资，尤其在投资需求巨大且绝大多数人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达63.8%）的地区。这就要求收
集分散的数据并确认关键的社会指标，以突出强调在分
配资金和监督项目时应由政府和捐助者考虑的不平等问
题。
·· 国 家 的 财 政 和 行 政 能 力 —— 税收政策、费用管理和行
政能力对于确保国家向人民履行义务的能力至关重要。建
议：
–– 促进投资，同时密切注意企业减税和其他财政激励措
施，以使国家财政收入不受重大影响。此外，还应加
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如强制执行劳动权（人权高专
办，2007年）。

这些建议和其他建议均被减贫策略终稿予以不同程度的采纳。
例如，减贫策略终稿中便包含加强向小农耕作投资，以改善粮
食安全和营养（尤其对于儿童和妇女而言）的策略。减贫策略
同时还强调有必要提高收集分类数据的能力。

图片： Julia Kercher

“我们过去也曾出席这些会议并分享我们的意见，但现在却没人再邀请我们
了。” 巴波卢县（Gbarpolu County）某妇女团体成员，2009年2月。

向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以监督减贫策略
的执行情况
在制定减贫策略的过程中，为了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并将以
往在经济和政治进程中被排除在外的群体重新纳入体系内，政
府出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项征求人们优先考虑事项的参与
式活动：政府在县、区和氏族均举行了协商会，让男性和女性
表达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发展事项和愿望。这些意见被归纳在
县发展议程（CDAs）中，并构成了减贫策略的基础。利比里
亚人非常深入地参与了协商进程，并期望在减贫策略执行阶段
获得平等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见上述引言）。为了帮助当地政
府兑现诺言，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携手帮助当地民
间社会组织和政府提高了对评估减贫策略进展情况进行评估的
能力。 其中包括：
··用于监督减贫策略执行情况（主要关注于程序方面）的
民间社会组织网络：通过社区评分卡（Community Score
Cards）、焦点小组讨论和家庭调查（表中给出了部分调
查问题）等形式，该网络对五个县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
情况进行了调查。初步结果表明：人们的参与程度较低，
如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项目的执行阶段。在了解到的众多原
因中，有一项是政府向社区提供的信息太少，而会议的举
办地又太远，导致人们难以参加。另一项原因是部分国家
缺乏教学资料（如五名学生使用一本课本）。该调查还发
现，减贫策略的监督和评估体系往往较为薄弱，例如，某
些项目并没有明确的执行和完成时限。
·某个由残疾人组成的组织网络，该网络提高了人们对于减
·
贫策略的认识，并改善了残疾人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
对减贫策略实施监督的能力：该组织通过在五个县内组织
广播访谈、话剧表演、采访、研讨会和市政厅会议等活
动，并根据县发展议程/减贫策略对残疾人是否从规划中受
益、如何受益、以及残疾人如何参与相关决策过程等问题
进行了评估。初步结果表明，这些活动能够让残疾人更加
舒服地提出所关心的问题。
·向公职人员介绍从人权角度出发的规划和预算：来自计划与
·
经济事务部和财政部的官员学习了一些用于状况分析和预算
监控的从人权角度出发的试验方法（如社区评分卡）。

人权原则和标准

问题（节选）

参与程度

在选择项目时，会在多大范围内听取民众
的意见？
在选择社区项目时，如何描述下列社区成
员的参与程度？青少年/老年人/妇女/社区
负责人/残障人士

问责/透明度

以下各方的负责人多久向您说明一次他们
在社区项目上的花费？地方当局/项目管
理委员会/项目承包商

可获取性和非歧
视性

是否每个社区的学龄儿童，不分性别、
部落、宗族，均可获得教育/医疗卫生服
务？

质量

您是否注意到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材料能否
符合要求？

·计划与经济事务部邀请部分民间社会组织查看其监测结
·
果，并与这些组织讨论在制定下一项减贫策略中双方开展
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均强调基于人权的状况分析是基于结
果的现有管理方法的有益补充，计划与经济事务部还邀请
民间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到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来（如通过
共享地方性监测数据等形式）。
以下是从本次试点活动中得出的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国家合作伙伴的领导力：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员对于在其同
僚中试验和推广人权原则和方法至关重要（“不要将责任
推卸给他人。我们是责无旁贷的责任承担者，利比里亚的
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做出改变！”）。(“Don’t
divert responsibilities to others. We are the duty-bearers, we
have Liberia in our hand and we can change it!”) 。
·联合国的促进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当地政府和
·
民间社会提供了一个探索合作方式的平台，以便提高双方
的参与度和改善问责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人权高专办的分工：人权高专办可以
·
提供关于人权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则可以促成与国家合作伙伴（如计划部）之间的密切合
作。许多合作伙伴
均请求与联合国系
统在人权主流化方
面展开更广泛的合
作。

图片： Julia Kercher

更多范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科摩罗和贝宁代表处为了在
制定减贫策略文件（PRSP）的过程中适用人权标准和原则，
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请参见对Social Watch Benin的采访：
www.hrbaportal.org/voices-on-h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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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概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权概述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有各种各样对人权含义进行规定的人权文书，同时，这些层面上的相关机构又不断对人权含义进
行新的解释。因此，任何时候都很难一次性提供一份非常全面的人权列表。为了向读者进行概要介绍，下文给出了一份关于重
要人权标准的非官方总结1，其中所有标准均源自以下两项国际核心人权条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项条约均于1966年签署，并于1976年生效。诸如此类的国际人权条约对于加入该条约的各国均具有
法律约束力，详细介绍请参见课题概述：人权机构部分。条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内容的解释均由缔约国选出专家的组成的具体
委员会负责。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赋予的权利包括：
·· 若本公约中所承认的任何权利或自由受到侵害，被侵害人
都有权获得有效的救济（第二条）
·· 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第三条）
·· 生命权 （第四条）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第七条）
·· 任何人不得使用奴隶或奴役；禁止强制劳动 （第八条）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赋予的
权利包括：
·· 民族自决权 （第一条）
·· 不受歧视地享受公约中所阐述权利的权利
（第二条）
·· 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第三条）
·· 工作中的权利：

·· 人身自由及人身安全权； 不被任意逮捕和拘留 （第九条）

–– 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权 （第六条）

·· 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居所权 （第十二条）

–– 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包括公平的工资
及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 （第七条）

·· 法院和法庭面前平等权； 被证明有罪之前被推定无罪的权
利及独立法庭前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 （第十四条）

–– 组建工会、参加工会、罢工权（第八条）

·· 隐私权及保护隐私不被任意或非法干涉权 （第十七条）

·· 社会保障权，包括社会保险 （第九条）

·· 思想、良心、宗教自由权 （第十八条）

·· 家庭和婚姻生活并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权（第十条）

·· 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权，及言论自由权 （第十九条）

·· 适当标准的生活水平权（第十一条），包括：

·· 禁止任何战争宣传或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第二十条）
·· 和平集会权 （第二十一条）
·· 与他人自由结社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 结婚权和建立家庭权 （第二十三条）
·· 儿童不受歧视地受国家保护权 （第二十四条）
·· 参与公共事务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十五条）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平等保护权 （第二十六条）
·· 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 食物权
–– 适足住房权，包括禁止“强迫驱逐 ”
–– 水及卫生权
·· 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
（第十二条）
·· 受教育权，包括免费和义务小学教育 （第十三和
十四条）
·· 参加文化生活权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
利益的权利 （第十五条）

1 本概述引用了下文的部分观点：“Applying Human Rights in Practice: Fact Sheets on a 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详情参见以下网址：www.bmz.de/en/publications/topics/human_rights/BMZ_Information_Brochure_7_2010e.pdf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访问网站：humanrights-talk@undp.org 或 www.hrbaportal.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 New York, NY 10017 USA

2012年3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发展政策局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美国，纽约 NY 10017 USA
电话： + 1 212 906 5081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网站： www.hrbaportal.org 或 humanrights-talk@undp.or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版权所有，2012年
封面图片提供： Asis Kumar Sanyal/UNDP (左上 ); David Coral / UNDP (中); Anne Akbakoba/UNDP (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