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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告的编写过程 

1. 外交部负责起草和协调芬兰提交普遍定期审议的第四次国家报告，并与其他

部委共同完成报告定稿。 

2. 在发布第三个基本人权国家行动计划1 和政府人权政策报告2 后立即编写本

报告，提供了机会继续就芬兰人权状况与民间社会进行富有成效的密切对话。还

提供了绝佳机会将实践和政策层面的发展融为一体――国家行动计划加强了基本

人权的监测，而政府报告提出了政府在国际、欧洲联盟和国家范围内的基本人权

政策。 

3. 外交部在芬兰人权联盟 2021 年 9 月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向民间社会组织概括

介绍了下一轮普遍定期审议，并向各主管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分发了芬兰下一轮

审议情况说明，同时提醒各利益攸关方在 2021 年 12 月之前提出意见。 

4. 2022年 5月，为民间社会组织举行了一次线上听证会，听取它们对国家报告

内容以及上一轮建议落实情况的看法。 

5. 此外，2022 年 5 月，外交部向 140 多个机构分发了报告征求意见稿，其中包

括政府机构、最高法制监察员和特别监察员、国家人权机构、咨询委员会、芬兰

市政联合会、萨米议会、教会和宗教团体以及众多民间社会组织。此外，还在网

上公布报告草稿，向所有人公开征询意见。报告草稿以芬兰 2019 年提交的中期

报告为基础，并于 2021 年秋季进行了增补。 

6. 还通过社交媒体和外交部网站提请人们关注普遍定期审议和芬兰为审议所做

的准备。 

 二. 上一轮建议的落实情况 

  政府加强实现人权的目标 

7. 政府将实现和促进人权当作其工作方案的基石之一。根据桑娜·马林(Sanna 

Marin)总理政府的工作方案(2019 年)3，为了确保芬兰能够继续成为安全和有保障

的法治国家，政府必须确保公平实现基本人权以及法律保护。 

8. 为应对前一份国家报告中提到的大多数挑战(同酬、防止排斥、老年人服

务、移民状况、土著萨米人地位以及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地位和权利)，在政府

工作方案中采取了相应行动。还包括进一步加强被列为芬兰社会成就的领域的行

动。 

  第三个基本人权国家行动计划 

9. 2021 年 6 月第三个基本人权国家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作为政府决议获得

通过。在编制行动计划过程中，与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广泛合作，并特别考虑了政

府工作方案和条约机构向芬兰提出的建议。 

10. 根据以往行动计划的经验，着重建设基本人权的监测机制。在这方面，有关

措施主要包括开展基本人权研究及数据收集，进行基本人权影响评估，以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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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约机构建议落实情况的监测。此外，还制定了基本人权指标，作为行动计划

的关键内容，为短期和长期基本人权监测提供新的工具。已经拨出资源创建网

站，提供互动和最新的指标信息。 

11. 下一届任期开始时，将对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政府人权政策报告 

12. 2021 年 12 月，政府人权政策报告作为政府决议获得通过。这是两年工作和

广泛公众咨询的结果。 

13. 报告概述了政府在国际、欧洲联盟和国家范围内关于基本人权的长期政策。

报告指出，芬兰捍卫人权的普遍性和法律约束力，并促进基本人权、民主和法

治。 

14. 报告描述和介绍了公共当局为保障在芬兰实现基本人权而采取的行动，并说

明了芬兰在全球论坛上的优先事项。芬兰强调加强不歧视、平等和参与权的重要

性，重视妇女、土著人民、残疾人、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权利，并在欧洲论坛上

主张维护罗姆人权利。还介绍了两个最新议题――数字化和电子通信，以及环境

和可持续性。 

  新的人权结构 

15. 政府感到高兴的是，最近芬兰的体制框架进一步扩大，设立了老年人监察员4 

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并在赫尔辛基大学内开设了法治中心5。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政府承认人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联系。每年对芬兰的可持续发展状

况进行监测。奥兰统计局分析了自身的发展情况。 

17.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状况报告6 总结了 2016 年至 2020 年的进展。根据这份报

告，芬兰几乎实现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主要挑战与消费和生产

模式、气候行动和生物多样性状况有关。此外，肥胖是一个日益严重问题，性别

平等挑战依然存在。芬兰负有全球责任，需要为国际危机管理作出贡献，但尚未

达到官方发展援助的既定目标水平。然而，芬兰的承诺已产生切实成果，在国际

可持续发展比较中名列前茅。7 

  上一轮建议的落实情况 

18. 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 153 项建议中，芬兰完全或部分接受了 120 项

建议，注意到 33 项建议。芬兰还适当考虑了时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 2017 年 10

月 23 日信函中提到的领域。2019 年，芬兰全面评估了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并

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自愿中期执行情况报告。2021 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

第二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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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落实全部或部分接受的建议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成绩。由于采取一系列行动来

取得进展，大多数建议得到了落实。然而，政府着重指出，这不意味着没有改进

余地。此外，实现既定目标需要系统的执行和监测工作。 

20. 然而，政府承认，在许多领域，如制止家庭暴力和歧视，还需要做更多工

作。此外，提供多少资金可视为提供充足资源，是一个长期难题。根据政府条款

拨付此类资源至关重要，因为许多战略和行动计划持续数年。还需要特别注意持

续监测国际建议的落实情况，并确保当局的行动是预防性的，而不仅仅是反应性

的。最后，缩短法庭诉讼时间是一个重要目标，由此可以保证人们获得有效补

救。 

  接受国际规范、与条约机构合作以及普遍定期审议的后续行动 

  充分执行的建议 

21. 虽然芬兰已经批准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几乎所有核心人权条约，但政府也

考虑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8 政府高兴地指出，芬兰公民十分了解人权的

国际保护，并欣赏这种保护。根据司法部的一项调查，89%的人听说过《欧洲人

权公约》，63%的人听说过《世界人权宣言》，95%的人认为人权对建设更加公

平的芬兰社会非常重要。9 

22. 芬兰一贯高度重视条约机构的工作，将其视为人权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提名

参选条约机构职务的国家候选人时，芬兰强调独立性和公正性、在相关人权领域

的公认能力、有时间参加相关委员会会议以及平衡的性别代表性。在联合国，芬

兰自 2012 年以来没有提名国家候选人参选条约机构职务。然而，参选欧洲委员

会监督机构职务的国家候选人通过公开征集方式选拔。选拔过程透明，择优录

取。对参选联合国机构职务也将采用类似的程序。10 

23. 政府努力实施已接受的前几轮建议。政府指出，落实这些建议是为了进一步

改善芬兰的人权状况。政府希望 2021 年第三个基本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指标工

作和未来跟踪所取得进展的互动网站能够发展成为今后的最佳做法。11 

  部分执行的建议 

24. 根据桑娜·马林总理政府的工作方案，将评估批准劳工组织《独立国家土著

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公约)的先决条件。萨米议会将参与这一进程，其他

萨米组织也将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12 

25. 政府正在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于 2022 年 6 月将

政府提案提交议会。13 

26. 芬兰促进保护责任的工作主要是预防性的。2020 年，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报

告14，论述芬兰采取的保护责任政策。15 

  有待执行的建议 

27. 政府找不到任何新的理由来改变其对保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某些条款、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或批准《战争

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观点。例如，由于芬兰是 2002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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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政府认为该规约第二十九条就事而言涵

盖了后一项公约的适用范围。16 

  宪法和立法框架 

  充分执行的建议 

28. 政府努力确保芬兰的法律与时俱进，从而促进人权的享有。 

29. 反对歧视的工作一直在继续。法律框架已相当完备――《禁止歧视法》

(1325/2014)禁止基于性取向和其他一些理由的歧视。根据政府工作方案，目前在

对《禁止歧视法》进行部分修改17 ――2022 年春就修改提案举行了公开协商，预

计 2022 年将法案提交议会。《男女平等法》(609/1986)禁止基于性别、性别认同

或性别表达的歧视。然而，政府意识到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一个可能的重点领域

是针对脆弱群体采取跨部门办法。 

30. 已实施若干项目支持在公共部门的多个层面执行这些法律。例如，司法部与

社会事务和卫生部、芬兰市政联合会、芬兰 LGBTI 权利倡导组织 Seta 和立陶宛

同性恋联盟合作开展了名为“彩虹权利”的项目18。该项目支持执行《禁止歧视

法》，并在不同层面促进 LGBTI 人的平等。奥兰政府提出了 2019-2025 年奥兰社

会 LGBTQIA 人机会平等行动计划。19 此外，司法部与其他部委一起评估了芬兰

性和性别少数群体基本人权的实现情况。20 21 

31. 已做出更多努力来确保无障碍进出。例如，政府建筑物无障碍设施法令

(241/2017)于 2018 年 1 月生效。该法令适用于需要建筑许可证的新建筑和维修或

改造工程。环境部发布了无障碍建筑指南22，以补充新法令。此外，交通运输部

发布了 2017-2021 年行动计划，以确保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公共数字服务。23 该

行动计划提出了可在短期内实施和监测的具体优先措施，以增加平等获得数字交

通和通信服务的机会。这项工作继续进行，并就无障碍信息的定义和获取以及提

高交通服务提供者认识提交一份报告和一套建议。24 奥兰政府成立了残疾人理事

会25 (Rådet för personer med funktionsnedsättning)，其任期延长至 2023 年，并制定

了残疾人政策行动计划。26 27 

32. 政府继续努力促进和保护难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人权。为此，政府于

2021年 10 月通过了打击种族主义和促进良好关系行动方案，28 并将在 2021-2023

年期间在各行政部门实施这一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包括针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

政策措施。此外，芬兰现行法律为促进罗姆人的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础。根据

2018-2022 年国家罗姆人政策29，已着力采取各种行动和措施，为进一步改善罗

姆人人权和社会经济地位发展进一步能力。关于难民和移民，最近与庇护领域机

构合作，对国家庇护程序进行了评估。评估的建议已得到注意，芬兰移民局制定

了如何改进工作的计划。移民局已调拨更多资源用于内部检查和质量控制。2021

年夏天，加强难民法律援助和诉诸司法的立法修正案生效(737/2021)。政府认识

到，在移民领域采取一些行动是撤销上届政府任期内所做的改变，根据所做的评

估，仍有改进的余地，特别是在程序方面。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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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执行的建议 

33. 根据《性别平等法》，禁止基于怀孕和家庭假的歧视。32 然而，需要开展进

一步工作，以完全制止此种歧视。 

34. 根据政府工作方案，政府将根据人身健全和性自决权原则，对性犯罪法律进

行全面改革。将对《刑法》中的强奸定义进行修订，以未经同意为基础，同时给

予适当的法律保障。政府于 2022 年 2 月向议会提交了立法修正案(HE 13/2022 

vp)，议会于 2022 年 6 月批准了该立法修正案。33 除立法改革外，政府还注意到

主管机构需要拥有以有效和敏感方式开展调查的必要技能。 

35. 此外，政府打算在 2022 年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提案，规定对性别给予法律

承认时尊重人们的自决权。将在法律中删除不孕不育的要求，并将医疗与法律对

性别的承认分开。2022 年春举行了该提案的公共咨询。34 政府承认，有人对未

成年人状况表达了不同意见。此外，国家儿童战略35 将为医务工作者制定关于将

间性子女情况告知家长的国家最佳做法指南。36 政府指出，人们希望除指导原则

外还应该进行立法。 

36. 芬兰移民局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通过的关于 A.B.诉芬兰来文(第

51/2018 号来文)的意见，增订了移民局审议儿童案件和作出相关决策的指示，特

别是关于听取儿童意见的指示。此外，政府计划在 2022 年夏天向议会提交一项

提案，改善具有难民身份或居留证的未成年人在为国外其他家庭成员申请居留证

时的状况。37 在这方面，政府指出，有人呼吁对家庭团聚标准进行更广泛改革。

政府已开始评估全面改革《外国人法》的必要性。 

37. 政府承认工商企业对实现人权，包括土著人民、儿童和工人权利的重要性。

芬兰承诺遵守并积极促进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以及经合组织《跨

国企业准则》。已有国家行动计划，也对芬兰企业的现状进行了研究。38 2022

年春，经济事务和就业部发布一份备忘录39，列出了适用于芬兰公司的国家法律

尽责义务内容的选项。40 然而，欧盟也公布了同一问题的指令提案。政府指出，

对于是否需要制定国家法律存在不同意见。关于工人的权利，过去一段时间一般

性讨论中出现的话题包括外国工人的条件和在线平台自由职业者的权利。 

38. 芬兰法律提供了不应征入伍而完成非兵役役务的可能性。2019 年废除了

《在某些条件下免除耶和华见证人兵役法》，以便同等对待芬兰的所有宗教群

体。41 政府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意见42 中建议扩大豁免范围。它还注意到关

于兵役替代办法的期限和民事性质的建议。 

  人权政策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或具体领域) 

  充分执行的建议 

39. 芬兰在继续努力，不仅进一步改善上述相关法律和行政框架，还按照其国际

承诺加强有关政策。43 除几项具体政策行动(在相应的专题章节中介绍)外，还采

取了一般和总体性的行动。 

40. 例如，第三个基本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继续开展前几个计划中确定的工作。第

二个国家行动计划列出的 43 个项目中只有两个没有完成，它们主要与 2019 年不

成功的卫生和社会服务改革有关。已经为执行第三个行动计划分配了资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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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此外，加强了芬兰规制影响分析委员会的资源，并将引入政府一级事后规制

影响分析系统。政府还起草了全面行动计划，以加强监管。在许多人权领域，特

别是儿童权利和教育领域，开展了研究并起草了报告。45 

42. 政府指出，许多利益攸关方主张进行更系统的基本人权影响评估。因此，政

府在立法起草中开展基本人权影响评估，为法律起草者提供指导和培训，加强主

管部门之间在影响评估方面的合作。为监测两性平等状况，将建立一个覆盖所有

政府行政部门的监测系统。性别影响评估将成为所有政府部门公共行政职能的强

制性部分。 

  国家人权机构 

  部分执行的建议 

43. 人权中心、其人权代表团和议会监察员共同组成了芬兰国家人权机构。国家

人权机构是独立和自主的。国家人权机构的预算从 2017 年的 620.1 万欧元增加到

2020年的 714.5万欧元，其中包括六名新工作人员(人权中心两名，议会监察员办

公室四名)。2021 年，预算增加到 751.7 万欧元。46 

  性别暴力、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 

  充分执行的建议 

44. 家庭暴力是芬兰社会最顽固的人权问题之一。根据初步统计，31%的女性和

18%的男性遭受过现任或前任伴侣的暴力或威胁。47 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例如认

定暴力的形式，如所谓的与名誉有关的暴力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并向受害者提

供帮助和支持。事实上，过去 12 个月，似乎只有 50%的女性和 21%的男性在遭

受暴力后向家人透露或向当局报案。48 

45. 政府继续采取坚决行动，制止家庭暴力以及性别暴力和对妇女的暴力。为

此，打击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委员会49 起草了 2018-2021 年50 和 2022-2025

年执行《伊斯坦布尔公约》行动计划，一个委员会在为奥兰准备一份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的目标主要来自打击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行动专家组(GREVIO)提

出的建议。新的行动计划有三个主要目标：(1) 在执行《伊斯坦布尔公约》中加

强性别观点和跨部门性质；(2) 加强部门间和多专业合作；(3) 改进侵害妇女的

暴力和家庭暴力的识别和干预。与以前的计划类似，行动计划中提出的措施扩展

到所有相关政府机构，并涉及民间社会组织。此外，由司法部牵头的部门间工作

组编制了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计划51，已于 2020 年 10 月公布，2023 年春季

开始实施。该计划的重点领域包括所谓的与名誉有关的暴力和数字暴力。奥兰制

定了打击家庭暴力的战略。此外，2019-2023 年预防性警务工作新战略52 和国家

警察署行动计划着重确保不同人口群体的安全和安保以及安全感。尤其重视妇

女、青年和儿童。53 虽然已采取许多行动来防止暴力和保护受害者，但政府呼吁

加大对暴力行为实施者的工作，以解决他们的暴力行为倾向。 

46. 庇护救助服务由国家提供资金，在危机情况下立即提供帮助，有 24/7 的生

活和心理支持，以及对每个有需要者的咨询和指导，无论其居所，并且是免费

的。《国家补偿庇护救助服务提供商法》(1354/2014)于 2015 年 1 月生效。2021

年，共向可收容 211 个家庭的 29 个庇护所拨款 2,555 万欧元。庇护所向经历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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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过家庭暴力威胁的所有人开放，包括各年龄妇女、男子和儿童。孩子们通常

与父母一起住在庇护所。该法律还允许不帯孩子的成年人进入庇护所，如果以前

的庇护所只接受带孩子的妇女。庇护所分布于芬兰的不同地区，还包括收容讲瑞

典语的少数民族以及移民妇女和儿童的场所。许多庇护所可接纳残疾人――然

而，人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无障碍信息。2017 年 5月，根据《伊斯坦布尔公约》

的规定，在赫尔辛基大学医院开设了强奸危机中心(SERI 支助中心)。2022 年 5

月，建立了 16个支助中心，5 个主要支助中心在大学医院，其他中心在地区医院

或保健中心。将在全国各地开设更多的 SERI 支助中心，这些中心将与主要支助

中心建立密切联系。根据《奥兰庇护所法》(2015:117)，该省必须确保家庭暴力

受害者能够进入庇护所寻求救助。54 

47. 《芬兰刑法》禁止体罚儿童。根据后续数据，过去 20 年，惩戒暴力的使用

大幅减少。令人遗憾，有迹象表明近年来对体罚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55 将根据

国家儿童战略开展儿童受害者研究。该战略还与芬兰卫生和福利研究所合作，实

施了关于确定分离和分离后暴力情况的指南和教育。还制定了 2020-2025 年防止

暴力侵害儿童行动计划。56 该行动计划涉及儿童权利、融入、防止暴力的因素以

及风险因素及其后果。此外，制定了 2022-2025 年执行《兰萨罗特(Lanzarote)公

约》国家行动计划57，国家巴恩豪(Barnhaus)项目58 也已启动。59 

  部分执行的建议 

48. 虽然已采取实质性行动并提供资金来制止各种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但政

府承认，它在处理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后续行动和持续评估的问题。令人遗憾，

家庭暴力仍然存在，甚至导致死亡。此外，需要进一步关注跨部门观点以及不同

当局之间的合作。因此，上述计划是多年期的，以确保持续采取行动。60 

  对妇女的歧视 

  充分执行的建议 

49. 政府指出，需要采取坚决行动来解决性别歧视问题。为此，必须建立强有力

的机构。在芬兰，已经有平等问题监察员、国家不歧视和平等法庭、社会事务和

卫生部内的性别平等股以及性别平等理事会。在奥兰，平等议程61 也在起草中。62 

50. 对家庭假进行了法律改革。目的是根据不同类型家庭夫妻二人平等分配家庭

假和照顾责任，加强工作领域的不歧视和平等，减少两性之间的薪酬差距。家庭

在休家庭假方面将有更多选择机会和灵活性。政府承认需要跟踪改革的结果，在

实践中采取支持平等的措施，包括父亲的作用和平等地位。事实上，政府已注意

到，平等问题监察员收到的因怀孕和家庭假受到歧视的联系信件最多。63 2018

年，奥兰政府为未来五年预留了预算资金，以在奥兰开展预防工作，消除陈腐的

性别观念和制止儿童和青年中的性暴力言行。64 

  部分执行的建议 

51. 虽然仍在继续努力消除各种歧视，但任重而道远。根据目前的政府方案，如

上所述目前正在对《不歧视法》进行部分改革。要评估的问题主要包括《不歧视

法》实施监督机构的权限和任务、骚扰的定义以及处理骚扰的义务。此外，奥兰

政府着手修订《奥兰不歧视法》。65 令人遗憾，一些问题持续存在。例如，性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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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是各部门都出现的问题，甚至年轻女孩成为目标。此外，平等问题监察员还提

出了招聘中的歧视和性别多样性问题。66 

52. 2020 年，政府制定了性别平等行动计划，以协调各部门实现性别平等社会

的措施。此外，将继续实施同酬方案来促进同酬。已在考虑修改法律，提高薪酬

透明度。67 从 2022 年起，政府为平等问题监察员办公室划拨资源设立一个新的

常设职位。两性平等和同酬方案行动计划每年将获得 50 万欧元的经费。薪酬平

等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一直受到监测。68 2000 年代，男女薪酬差距持续缩

小，但速度缓慢。2000 年代初，女性月收入平均为男性的 80%，2020 年为

84%。69 政府指出，按性别划分职业仍是一个问题。2022 年 5 月，启动了评估职

业和职业道路的差异及其对薪酬差异影响的项目。 

  种族歧视 

  充分执行的建议 

53. 政府工作方案指出，政府将在社会各阶层打击种族主义和歧视。2021 年 10

月通过了政府打击种族主义和促进良好关系行动方案，将在 2021-2023 年期间实

施这一方案。70 

54. 还采取了各种其他行动来继续和加强反对种族歧视的努力。司法部负责协调

国家歧视监测系统。司法部与不同合作伙伴一起实施一系列促进不歧视的项目。71 

例如，在“共谋平等”项目中，开展了广泛的反对种族主义媒体运动。72 此外，

还实施各种项目，协调国家打击仇恨犯罪工作，编制仇恨犯罪报告和收集有关数

据，提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应对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的能力。在这些项目中，

举办了培训并制作了材料，以支持反对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的工作。因此，打击

仇恨犯罪被列为警务战略的一个优先事项，并开展了广泛的培训。73 警察也积极

出现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以降低联系警察的门槛。他们的出现被视为防止线

上非法仇恨言论的好办法。国家儿童战略将与芬兰国家教育署合作，创建网站反

对欺凌、性骚扰、暴力、仇恨言论和歧视。74 然而，政府承认，系统地打击种族

主义，特别是结构性种族主义，与打击多重和交叉性歧视一样，是一个需要持续

关注的问题。 

55. 已作出各种努力遏制对少数群体的仇恨犯罪。例如，新的 2019-2023 年预防

性警务工作战略和国家警察署行动计划着力确保不同人口群体的安全和安保以及

安全感。因此，警方将进一步加强与少数群体的互动，并发展处理这些群体特有

问题的专门知识。涉嫌仇恨犯罪案件的数量比高峰年(2015 年为 1,250 起，2020

年为 852 起)有所下降，政府知道只有部分犯罪案件向警方报案。75 76 

  部分执行的建议 

56. 政府进一步协助不歧视问题监察员开展工作。2021 年，不歧视问题监察员

办公室收到了 1,584 次涉及歧视问题的联系，过去几年这一数字一直在增长(2018

年为 984 次)。77 该办公室还获得资金，增加一名负责反歧视工作的工作人员。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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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 

  充分执行的建议 

57. 政府加强了接收移民和难民以及移民和难民融入社会的政策。《融入社会

法》(1386/2010)为采取措施促进移民融入奠定了基础。2022年初夏，公布了修改

法律的提案，以征求公众意见。政府关于需要改革促进移民融入机构的报告对该

法律作出了补充。79 报告提出了促进移民融入的指导方针，以确保有更多移民人

口融入社会，并利用移民的技能应对社会的重大变化，包括工作年龄人口减少。

奥兰政府也制定了加强移民融入的方案。80 芬兰统计局收集移民和融入社会的统

计信息。81 此外，还建议采取措施82，帮助国家、各市和第三部门组织通过艺术

和文化促进平等、文化多样性和融合。83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行动，但仍有工作

要做。例如，在外籍工人的雇员权利方面发现了缺陷。84 

58. 政府努力确保少数群体更好地参与政治。作为 2025 年国家民主方案的一部

分，司法部下属族裔关系咨询委员会成立了关于多语言的移民芬兰人成为社会行

为者的工作组。2022 年 6月，工作组发布了附有建议的报告。85 此外，政府打击

种族主义和促进良好关系行动方案的一个目标是发展更加便利的协商机构和方

法，以确保面临歧视风险的群体能够参与。86 

  部分执行的建议 

59. 上述 2019-2023 年预防性警务工作战略和国家警察署行动计划力求确保不同

人口群体的安全和安保以及安全感。将特别注意防止个人成为暴力受害者和暴力

实施者。87 

60. 除了上述立法改革，芬兰移民局还在实施几个现有项目，以改善对寻求庇护

者的法律援助，改善他们在申请庇护过程中的总体状况。88 接待中心聘用了更多

具有专门技能(家庭社会工作和危机支助)的社会工作者。89 

61. 政府向不歧视问题监察员提供了新的资源。一个原因是需要监测不断增加的

驱逐出境人数。有了新的资源可以在不歧视问题监察员办公室设立三个新的常设

职位。90 

  少数民族和土著萨米人 

  充分执行的建议 

62. 政府继续努力防止对罗姆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芬兰国家罗姆人政策

(2018-2022 年)的主要目标是支持罗姆人融入社会的进展以及罗姆人语言、文化

和社会权利的积极发展。2023-2030 年期间的下一份政策文件正在编制中。在国

家儿童战略中，将与芬兰儿童监察员合作，编写关于芬兰罗姆人和萨米人儿童福

利和权利落实情况报告。国家罗姆人政策考虑到歧视，将其当作一个交叉性问

题，在所有政策指导方针中采取具体措施。此外，2021-2023 年政府打击种族主

义和促进良好关系行动方案和 2020-2023 年国家青年工作和青年政策方案91 包含

解决歧视罗姆人问题的具体措施。国家语言政策方案92 涵盖萨米语、罗姆语和卡

累利阿语。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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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执行的建议 

63. 政府加大努力保护土著萨米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例如，在萨米家园

的自然资源规划中，为萨米家园整体和每个驯鹿放牧合作社分别制定了森林使用

和管理的目标。负责资源规划的 Akwé: Kon 小组从传统生计的角度评估了该地区

使用者的需求，将这些需求传达给规划进程，并评估对萨米文化的影响。此外，

按照萨米议会、斯科特(Skolt)村议会以及萨米家园和 Metsähallitus 公司驯鹿放牧

合作社 2014 年缔结的关于在萨米家园应遵循做法的协议，以及缔结的更详细地

方协议，来协调林业作业。每年在双方谈判中对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采

矿法》正在更新。94 此外，已经归还博物馆收藏的物品，也开始讨论萨米人的非

物质财产权利。95 此外，2021 年 10 月，政府任命了萨米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96

《萨米议会法》修正案的谈判在进行中。97 

64. 政府继续努力保障所有人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权。政府目前跨行政部

门的 2025 年国家民主方案98 的目标是促进参与以及公共行政部门与民间社会之

间的新形式互动。国家民主方案工作组目前正在起草关于 2020 年代芬兰民主政

策的政府决议草案，强调基本人权以及法治与民主的重要性。2019 年，奥兰议

会通过了新的《奥兰选举法》，无障碍和增加平等成为关键因素。奥兰将专门为

移民、外来人员、难民和第一次投票的其他人，如年轻人和残疾人，开办一所

“选举学校”，以帮助他们了解政治制度本身以及选举制度和投票程序。99 

65. 政府努力确保一视同仁向所有人提供服务。根据《不歧视法》，主管机构、

教育提供者和雇主有义务促进平等，其中可包括提供文化上敏感的服务。在不同

的政策倡议框架内，如政府打击种族主义和促进良好关系行动方案中，向主要行

为者提供培训、实用工具和能力建设。芬兰移民局在OSAKA项目100 中发展了自

己的能力，以支持和改善寻求庇护者的学习和工作机会。此外，每年在国家预算

中拨款支持萨米艺术和文化。这些拨款加强了萨米文化自治的实现。此外，

2018-2022 年芬兰罗姆人政策方案支持罗姆人语言、艺术和文化的保护和发展。101 

  残疾人以及享有公正和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 

  充分执行的建议 

66. 政府继续努力促进残疾人的生产性和有偿就业机会。已采取或计划采取许多

行动。例如，政府提议制定创建公共公司“Työkanava Oy”的法律，以便为局部

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HE 198/2021 vp)。此外，奥兰政府打算研究是否需要采取

立法措施，例如建立支持残疾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服务系统。102 然而，还

需要做更多工作――根据一项研究，28%的残疾人因残疾而在工作中或找工作时

面临歧视。103 此外，政府指出，芬兰收到了为残疾人安排无报酬工作的建议。104 

  部分执行的建议 

67. 《残疾人权利公约》于2016年6月对芬兰生效后，《国家残疾人政策方案》

为国家行动计划所取代。行动计划确定了执行《公约》、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公

约》和采取后续措施的国家目标。残疾人权利咨询委员会每个任期内都编制行动

计划。2020-2023 年第二个国家行动计划105 于 2021 年 2 月发布。将在行动计划

期间监测这些措施的执行，并在该期间结束时进行评估。此外，也在改革为残疾

人提供服务的法律。106 政府承认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例如，有人要求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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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估这些措施对残疾人的影响。此外，人们对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残疾人服务

事项的上诉需要得到许可表示不满――芬兰大多数上诉需要得到许可。 

  儿童――一般原则和保护，以及少年司法 

  充分执行的建议 

68. 政府努力加强儿童权利保护措施。国家儿童战略为执行、监测和评估《儿童

权利公约》所载义务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实施《欧洲儿童保障条例》。该战略

力求在行政和决策中加强基于儿童权利的做法。目标是确保在所有政策领域和各

级行政部门实现儿童权利。国家儿童战略的执行计划包括促进儿童权利和福利的

措施。此外，特别为了增强弱势儿童的权利，从 2023 年起，将教育提供者促进

平等的责任扩展到幼儿教育。107 尽管如此，政府注意到有意见表示，需要进一

步关注领域应包括听取儿童意见和儿童影响评估，尽管关于后者的法律起草者手

册108 已经公布。 

69. 提供了儿童权利的培训。例如，国家法院管理局定期为法官举办儿童权利的

培训，一项多年期培训方案正在编制之中。司法部为公共法律援助律师和公共监

护人举办儿童权利的年度培训。此外，2021-2023 年，司法部在实施题为“欧洲

儿童和青年之声”的项目。109 这一项目是由欧洲委员会协调并由欧洲联盟和欧

洲委员会共同出资的欧洲联合项目(CP4Europe)的一部分。此外，警察大学学院

每年安排本年处理对儿童犯罪问题的培训课程。还为相关专业人员举行培训，讲

解新的《社会福利法》和《儿童福利法》修正案。《儿童福利手册》110 也得到

了更新。111 

70. 政府指出，《儿童福利法》对儿童福利作出了规定。涉及儿童的所有决定都

必须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尽管努力支持家庭，但有时还是不得不将儿童送进

保育机构接受保护(2020 年，保育院现有 11,210 名儿童112)。然而，所有决定都可

以上诉。上诉由地区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审理。113 

71. 《接收法》(746/2011)规定了寻求庇护孤身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或代表的

作用和提名。必须毫不拖延地为孤身未成年人指定法定监护人或代表。由儿童登

记所在接待中心为儿童找到合适的法定监护人或代表，然后向地区法院提出申

请。在提出申请之前，必须听取儿童的意见。最终裁决由地区法院做出。114 

  有待执行的建议 

72. 没有全面禁止拘留未成年人的指令。然而，根据《刑法》(第 6 章第 9 节)，

对 18 岁以下个人犯罪，不得判处无条件监禁，除非有这样做的切实理由。在评

估切实理由的重要性时，应考虑将犯罪者安置在《儿童福利法》(417/2007)第 57

条提及的儿童福利机构。2019 年 1 月 1 日，法律规定了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审前和

审后代替还押监狱的新办法。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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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贩运与禁止奴役 

  充分执行的建议 

73. 政府强调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重要性。2016-2017 年打击人口贩运国家行

动计划产生了许多后续措施。例如，国家警察署对警察发布了识别、保护和移交

贩运受害者及调查贩运行为的指南。2020 年对该指南进行更新。此外，职业安

全和健康检查人员有责任辨认可能受害者，在征得其同意后将他们移交救助系

统。然而，尽管采取了行动，仍需作出进一步努力。 

74. 因此，社会事务和卫生部任命了一个工作组，责成其在 2022 年底前制定援

助人口贩运受害者条例。116 目的是澄清和简化现行法律，以便所有受害者都能

获得更好服务。内政部在起草《接收法》修正案，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在起草《社

会福利法》修正案。117 

75. 2021 年 5 月，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计划118 获得批准。采取的其他行动包括研

究项目、编写培训材料、增加对不同行为者的培训，以及准备立法修正案以提高

受害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2021 年 2 月，国家警察署成立了新的国家警察打击

人口贩运调查小组。该小组设在赫尔辛基警察局和国家调查局内。此外，国家调

查局发布了人口贩运问题月份展望。然而，在发现和调查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犯

罪方面仍然存在困难，119 正在采取和计划采取进一步行动。例如，芬兰国家警

察署和警察大学学院计划举行这方面培训。120 

76. 芬兰人口贩运受害者国家援助系统是援助受害者的中央机构。121 求助于援

助系统不需要向警方举报犯罪或对人口贩运案件进行持续调查。在庇护程序中，

特别关注面临或可能面临剥削的儿童。例如，将考虑他们的住处需求。人口贩运

受害者有权获得安全住处。住处可以安排在接待中心、(得到支持的)出租公寓或

安全之家。在作出安排时，需要考虑个人情况。此外，对全国各地社会和卫生专

业人员进行了培训。122 虽然已采取许多行动，但政府仍然关切人口贩运行为以

及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和弱势群体的事实。 

  健康权和社会保障权 

  充分执行的建议 

77. 政府继续对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进行结构改革，以确保在全国各地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一个重大进步是经过多年准备后议会于2021年 6月通过了相关法律，

建立福利服务县和改革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及救助服务的组织。123 福利服务县

现在被赋予卫生、社会和救援服务职责，而这些职责原本属于市政当局和联合市

政当局。124 政府承认，确保充足的人力和财政资源是一个持续辩论话题。此

外，政府注意到保障平等获得服务的重要性，例如在农村地区以及讲瑞典语的少

数民族和讲萨米语的土著人民可以平等获得服务。一般性讨论中提到的其他问题

包括为儿童保育和老年人护理提供充足资源。 

78. 芬兰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对生活中的特殊情况，如疾病、失业和生育，提供

必要的支持。在芬兰居住和/或就业的每个人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芬兰社会

保障体系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广泛的基本社会保障覆盖，即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全民

社会保障体系。这种优势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切实应对 COVID-19 疫情这样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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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对每个年龄组接受长期社会援助的人数进行

监测。125 疫情严重影响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财务状况。接受援助人数在 2020

年 6 月达到最高点，当时有 169,431 个家庭的 251,827 人接受援助。有孩子的家

庭和养老金领取者的贫困问题也引起了关注。 

79. 然而，调查发现需要一个更明确和更高效的个人社会保障制度。为此，政府

发起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不断变化的生活状况

中将就业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改革过程中将彻底审查基本人权的各个方面。 

  部分执行的建议 

80. 在进行重大组织改革的同时，社会和卫生部门继续开展其他相关工作。政府

将投资于促进人民健康和福祉，进而减少他们对服务的需求的措施，以此推动福

祉经济。正采取或计划采取各种行动：全面评估决策对健康和福祉的影响；更有

效地预防和治疗慢性病；更新防止药物滥用战略；减少吸烟和酒精饮料的总消费

量；编制心理健康战略；制定行动计划支持有吸食药物症状的儿童和青少年；制

定老龄化问题国家方案。126 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增加卫生保健服务机会的建议(HE 

74/2022 vp)。奥兰政府委托实施了预防自杀方案。127 然而，还需要在精神卫生

服务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工作，青年人尤其主张更快地获得服务。 

  人权教育 

  充分执行的建议 

81. 已采取多种行动推进人权教育。例如，2020年 6月，成立了民主发展与人权

教育指导小组(2020-2023 年)128。为了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2021 年创建了现有

民主和人权教育项目及良好做法的数据库。129 

  部分执行的建议 

82. 民主公民意识和人权教育的知识和技能被视为芬兰教师专业知识的重要组成

部分。虽然采取了许多行动，130 但提供足够资源，继续对全国各级教育中教师

进行系统的人权教育和培训，是一个无限期目标。尽管如此，芬兰国家教育署每

年列出预算(约 1,000 万欧元)用于 2.3 万名教师的在职培训，人权教育和培训是培

训科目之一。在大学和师范学院对教师的职前培训中也讲授这些题目。131 

 三. 自愿承诺的履行情况 

  加强对所有人普遍人权的尊重 

83. 芬兰强调重视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自身义务以及人权普遍性和约束性。芬

兰强调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这些

要素相辅相成。芬兰以积极和建设性方针来加强多边合作。 

84. 芬兰将人权理事会视为多边体系的基石，并荣幸地当选 2022-2024 年任职成

员，以加强对所有人普遍人权的尊重为宗旨。本着这一精神，芬兰在选举前作出

了自愿保证和承诺132，以支持自己的成员资格。芬兰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将在

日常工作中全力履行这些保证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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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和平、安全和人权 

85. 芬兰在国际发展政策、维持和平和调解行动中是一个众所周知和值得信赖的

伙伴。芬兰努力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 

86. 例如，2020 年在外交部下设立的调解中心将加强芬兰在调解事务方面的专

业知识和能力以及外交部内部以及与其他行为体的协调活动。此外，芬兰坚定执

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 号决议以及随后的决议133，

包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134 

87. 此外，2021 年，芬兰与活跃青年以及青年组织、中央政府、研究机构和民

间社会代表合作，通过了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的第

2250 号决议的第一个国家行动计划，在世界上尚属首次。监测小组将跟踪行动

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向议会提交中期报告和最后报告。135 

  承诺加强对基本人权的监测 

88. 政府公布了第三个基本人权行动计划，还列出跟踪发展情况的指标。政府决

心实施这一框架，并创建数据库公布从条约机构收到的建议。此外，政府承诺提

高法律起草者在基本人权问题上的能力，并系统评估立法提案对相关基本人权的

影响。 

  承诺实现发展援助目标 

89. 芬兰重申它将随着国民经济复苏增加发展预算。从长远来看，将按照联合国

的目标，增加到占国民总收入的 0.7%。2021年，发展合作预算约为 12.57亿欧元

(估计约为 0.5%)。136 

  承诺提交普遍定期审议自愿中期报告 

90. 芬兰承诺在 2024 年秋季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建议落

实情况的自愿中期报告。政府做出这一承诺，特别是承认上述各种改革和方案仍

在进行中。 

 四. 新的和新出现的问题――进步与挑战 

  气候危机、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91.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环境退化与人权公约和条约所载的许多人权，包括

土著人民和儿童的权利相关联，也与《芬兰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相关联。芬

兰正在采取行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便充分实现基本人

权。芬兰在各种场合，如在联合国活动中强调这种相互联系。137 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也将有助于在芬兰和国际上实现基本人权。138 

92. 新的《气候变化法》于 2022 年 7 月生效。该法的目的是加强监管的指导作

用，确保芬兰到 2035 年实现碳中和。在筹备过程中，通过各种活动和在线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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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广泛征求利益集团代表和公民(由于气候问题的性质)的意见。儿童、青年和

土著萨米人被选为协商和参与的特别目标群体。提案中包含人权影响评估。政府

承认，向碳中和经济的过渡必须以社会公正方式进行，并考虑到生态边界条件。

政府将于 2022 年秋季提出对气候措施的补救办法提案。此外，政府于 5 月向议

会提交了新的《国家自然保护法》(HE 76/2022 vp)，环境部已开始评估可能的

《生物多样性法》。 

  萨米人的地位和权利 

93. 《芬兰宪法》保护土著萨米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按照政府工作方案，并考

虑到国际条约，政府尊重和着力实现所有萨米人和萨米群体的语言和文化权利。

在这项工作中，将审查批准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的可能性。政府将继续努力推

进改革《萨米议会法》的工作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例如，在部门工作

中，新的《气候变化法》包含萨米人权利条款。 

94. 政府根据其工作方案开展工作。然而，有时讨论很激烈，有时讨论很困难。

因此，立法修正案尚在准备之中。目标仍然是改革《萨米议会法》和评估批准劳

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的要求。 

95. 政府认识到完成土著萨米人权利工作的重要性。政府承认仍有改进余地，例

如在系统实施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方面。此外，政府注意到，条约机构在

2019 年和 2022 年认定，芬兰侵犯了土著萨米人在族群地位和成员资格方面的自

决权，并建议重新评估《萨米议会法》。 

96. 萨米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筹备工作139 始于 2017 年，由萨米议会发起。该

委员会从 2021 年 10 月获得命名之后便开始工作，但开始工作遇到各种挑战。该

委员会是一个公正独立的机构。 

97. 真相与和解进程的目的是认识和评估历史和现在的歧视，包括国家的同化政

策和侵犯权利行为，查明这些歧视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影响萨米人及其族群，并提

出促进萨米人与芬兰国家之间以及萨米人之间加强联系的办法。真相与和解进程

旨在提高对萨米人作为芬兰土著人民的意识。另一目标是确保芬兰国家在真相与

和解进程中对其行动承担责任，并与萨米议会、斯科特村议会和其他萨米经营者

一起，努力加强芬兰萨米人权利的实现。委员会将起草一份工作报告，包括行动

建议。 

  电子通信和数字技术 

98. 社会和世界正以前所未有速度数字化，日益依赖在线传输的数据和信息以及

由此产生的知识和服务。这对许多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参与权、隐私和个人

数据保护、受教育权、儿童权利和免受虐待以及平等和不歧视)产生了越来越大

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此外，需要铭记能否接入数字服务和能否利用其他服务渠道

的问题。 

99. 芬兰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尊重基本人权，维护法治，在开发和采用新技术时对

合法性进行有效监督来支持人权和法治。例如，在司法部倡议下，开展了在使用

人工智能时如何避免偏见和如何防止歧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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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虚假信息，即故意制造和公开传播的虚假和有害信息，在通过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跨越国界广泛传播，尤其是在选举前等背景下。虚假信息可能侵蚀人们对

民主机制及其所提供信息的信任。可能造成人口群体之间的裂痕和不和，加剧对

少数群体个人的标签化和歧视。然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符合国际人权义

务，不得侵犯基本人权。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 

101. 在全世界，冠状病毒病疫情是对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的一次考验。疫情不仅影响到现有问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威

胁到生命权和获得适当医疗服务权。全球疫情检验了芬兰的基本权利制度和法治

能力。管理疫情和控制感染蔓延需要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也干涉芬兰人民

的基本权利。限制措施成功遏制了疫情，进而保护了人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大

多数限制是根据普通法律实施的，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没有实行全面宵禁。紧

急权力和基于普通法的权力都可以上诉，芬兰法院审理了控告疫情期间根据普通

法所实施限制的案件。 

102. 然而，疫情防控措施本身也有人权影响。远程学习削弱了许多儿童和年轻

人的学习条件。估计教育不平等可能加剧。疫情和限制措施对许多青年的心理健

康造成了不利影响。限制个人接触损害了机构照料人员以及老年人或残疾人的生

活条件、人际交往和获得服务。法庭里的案件堆积如山，非紧急医疗遭到推迟。

限制还广泛影响自由开展业务和获得收入，特别是在文化和艺术以及服务和旅游

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宗教活动。此外，妇女和女性主导行业似乎尤其受

到疫情冲击。政府还担心疫情对排斥的作用――一个已涉及男人的问题。 

103. COVID-19 疫情还没有结束，政府将利用在行动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来遏制

疫情及其影响。需要对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包括科学分析和政策讨论，以便

国际社会能够为未来做好更充分准备，解决长期的负面人权影响。 

 五. 挑战与国际社会的支持 

104. 没什么可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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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inland 2021:5. Art, Culture and Diverse 

Finland 

  Fina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for Cultural Policy, Immigrants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http://urn.fi/URN:ISBN:978-952-263-884-7). 

 83 Recommendations 100.144–146. 

 84 Publications of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Finland 3:2022: Ulkomaisen 

työvoiman 

  käytön valvonta vuonna 2021 (in Finnish) 

(https://www.tyosuojelu.fi/documents/14660/2642702/TSH_raportti_Ulkomaisen_tyovoiman_kayton

_valvonta_vuonna_2021/). 

 85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Memorandums and statements 2022:27: Addressing the 

Democratic Deficit among Immigrants and Multilingual Finns Working Group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in Finnish) (http://urn.fi/URN:ISBN:978-952-400-466-4). 

 86 Recommendation 100.140. 

 87 Recommendation 100.150. 

 88 For example, in the ONE project, guidance material for refugees o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 was created. The material is translated into 13 languages, and takes into 

account children arriving without a guardian. 

 89 Recommendation 100.151. 

 90 Recommendation 100.29. 

 91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20:4: The National Youth Work and Youth 

Policy Programme 2020-2023. 

  Aiming to ensure a meaningful life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for all young people 

(http://urn.fi/URN:ISBN:978-952-263-887-8). 

 92 Publications of the Finnish Government 2022:51: Language Policy Programme. Government 

Resolution (in Finnish) (http://urn.fi/URN:ISBN:978-952-383-645-7). 

 93 Recommendations 100.141–142. 

 94 Hallituksen esitys eduskunnalle laiksi kaivoslain muuttamiseksi (in Finnish): 

https://tem.fi/hanke?tunnus=TEM090:00/2019. 

 95 By decis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Finland submitted its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2.200 Sámi objects to the Sámi Museum Siida in 2021. The Vapriikki Museum Centre of Tampere 

also donated its Sámi collection to the Sámi Museum in 2015 and the Hämeenlinna Museum 2016, 

repatriating the collections to the Sámi communities.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immaterial property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was brought up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in November 2021 during Finland’s Presidency. The conference 

focused on protecting the Sámi’s own perspective and the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their own work, 

such as handicrafts and yoiks. The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rights and 

Nordic cooperation, the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ámi Parliament in 

Finland, Sweden and Norway encourag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cooper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Increasing 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n the other on th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as considered central. 

 96 Establishing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oncerning the Sámi People: 

https://vnk.fi/en/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concerning-the-sami-people. 

 97 Recommendation 100.143. 

 98 National Democracy Programme 2025: https://oikeusministerio.fi/en/national-democracy-

programme-2025. 

 99 Recommendation 100.85. 

 100 Highlighting the skills of asylum seekers and increasing activity at reception centres: 

https://migri.fi/en/-/turvapaikanhakijoiden-osaaminen-esille-ja-lisaa-aktivoivaa-tekemista-

vastaanottokeskuksiin. 

 101 Recommendation 100.139. 

 102 Recommendation 100.137. 

 103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Reports and guidelines 2021:17: Fundamental right barometer 

(in Finnish) (http://urn.fi/URN:ISBN:978-952-259-821-9). 

 104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h 

periodic report of Finland (E/C.12/FIN/CO/7), paragraphs 29 an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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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2021:2: Right to social inclusion and 

equality.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20–2023) (http://urn.fi/URN:ISBN:978-952-00-5422-9). 

 106 Recommendation 100.135. 

 107 Recommendations 100.124 and 100.130 (noted). 

 108 Publication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2021:5: Handbook on child impact assessment for law 

drafters (in Finnish) (http://urn.fi/URN:ISBN:978-952-383-370-8). 

 109 Voice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Europe: 

https://oikeusministerio.fi/en/project?tunnus=OM016:00/2021. 

 110 Lastensuojelun käsikirja: https://thl.fi/fi/web/lastensuojelun-kasikirja (in Finnish). 

 111 Recommendation 100.125. 

 112 Lastensuojelu: https://thl.fi/fi/web/lastensuojelun-kasikirja/toimijat-tyon-tuki-hallinto/lastensuojelu-

ja-thl/lastensuojelun-tilastoa (in Finnish). 

 113 Recommendation 100.128. 

 114 Recommendation 100.127. 

 115 Recommendations 100.132 and 100.133–34 (noted). 

 116 Ihmiskaupan uhrien auttamista koskevan lainsäädännön uudistamista valmisteleva työryhmä: 

https://valtioneuvosto.fi/hanke?tunnus=STM054:00/2020 (in Finnish). 

 117 Recommendations 100.80–81. 

 118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Memorandums and statements 2021:15: Finland fights human 

trafficking. Action Pla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http://urn.fi/URN:ISBN:978-952-259-

824-0). 

 119 Publica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analysis,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2022:18: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and associated crimes.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visions (in Finnish) 

(http://urn.fi/URN:ISBN:978-952-383-330-2). 

 120 Recommendation 100.77. 

 121 The assistance system maintains a website that provides different kinds of tools on how to identify a 

victim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how to help them to find guidance and services. Materials are 

provided in several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 assistance system has a 24/7 phone service for 

information. The assistance system provides to victims with a possibility to rest and evaluate their 

situation with the help of professionals. 

 122 Recommendations 100.78–79 and 100.82–83. 

 123 Government proposal for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reform and related legislation adopted by 

Parliament: https://soteuudistus.fi/en/-//1271139/government-proposal-for-health-and-social-services-

reform-and-related-legislation-adopted-by-parliament. 

 124 Recommendation 100.87. 

 125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young adults receiving long-term social 

assistance: https://kestavakehitys.fi/-/yhteiskunnallinen-eriarvoisuus-2021-koronapandemia-kasvatti-

pitkaaikaisesti-toimeentulotukea-saavien-nuorten-aikuisten-maaraa?languageId=en_US. 

 126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2020:31: National Programme on Ageing 2030. 

  For an age-competent Finland (http://urn.fi/URN:ISBN:978-952-00-8431-8). 

 127 Recommendation 100.97. 

 128 Demokratia- ja ihmisoikeuskasvatuksen kehittämisen ohjausryhmä: 

https://okm.fi/en/project?tunnus=OKM035:00/2020 (in Finnish). 

 129 Recommendation 100.33. 

 130 E.g.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in cooperation with and co-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Human Rights Centre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carried out a project in 2018–2019 

to develop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2020‒2021, learning 

materials on various themes, such as fundamental and human rights in general,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sion, and indigenous Sámi people, were produced;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a and study contents have been developed further. 

 131 Recommendations 100.34 and 100.94. 

 132 Note verbale dated 22 June 2021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Fin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76/93). 

 133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2018):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Finland's National Action Plan 

2018–2021 (http://urn.fi/URN:ISBN:978-952-281-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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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1325 agenda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 Government Programme. At an 

international level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at a local level (in regions affected by crises 

and conflicts), the objectives are pursued through crisis managemen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humanitarian aid, expert assistance, training and diplomacy. Th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drafting its 

fourth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325 agenda. 

 135 Publ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2021:5: Youth, Peace and Security: Finland's 

National Action Plan 2021–2024. Finland's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Youth, Peace and Security 2021–2024 (http://urn.fi/URN:ISBN:978-

952-281-368-8). 

 136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ppropriations: https://um.fi/development-cooperation-appropriations. 

 137 In October 2021, Finland co-sponsored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s Resolution (48/13) on the human 

right to a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138 As part of monito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carbon footprint of private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food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passenger transport by modes of transport, total municipal waste, municipal waste in per 

treatment type, carbon footprint of public procurement, amount of decaying wood on forest lands and 

fields of high natural value, nutrient loading from rivers to the Baltic Sea, atmospheric sulphur, 

nitrogen and fine particulate emissions, and subsidies that are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See 

statistics: https://kestavakehitys.fi/-/yksityinen-kulutus-2021-suomalaisten-kulutuksen-hiilijalanjalki-

on-pysynyt-liian-suurena?languageId=en_US and https://kestavakehitys.fi/-/luonnon-ja-ympariston-

tila-2021-elonkirjo-hupenee-edelleen-ymparistonsuojelussa-myos-monia-

onnistumisia?languageId=en_US. 

 139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oncerning the Sámi People: https://sdtsk.fi/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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