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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法和磋商进程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为普遍定期审议第二个周期提交的报告系由波
黑人权和难民部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35 次会议通过的关
于对理事会第 16/21 号决议的后续行动的第 17/119 号决定所载之相关准则编写
的。报告草案现已在人权和难民部网站上发布。本报告的编制工作获得了联合国
系统驻波黑代表机构的大力支持，并在其主持下，与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公开辩
论。此外，还与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布尔
奇科特区(波黑布尔奇科特区)有关机构的代表举行了若干次专业磋商会议。
1.

二. 相较上次审议和在增进人权方面取得的国家进展(建议 19、
3、125、98、99)

根据欧洲联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的建议，现已启动一项行动，以进一步提
高《禁止歧视法》 与欧盟共同体法律的协调统一性。对该法的更改和修正现已
纳入波黑部长会议的《工作计划》和波黑人权和难民部《2014 年工作计划》。
2.

1

(19)

根据《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31 和第 32 条的规定，波黑已
于 2012 年承认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的管辖权，并编制了关于上述公约执行情况
的初次报告。目前正在开展征集主管机构意见的活动。(3)
4. 2013 年，创建了波黑儿童委员会，这是一个跨部门的专业咨询协调机构，隶
属于波黑部长会议，负责监测《儿童权利公约》的执行情况和为儿童制定一项新
的《行动计划》。
5. 此外，波黑已加入关于禁止对儿童性虐待的《欧洲公约》，并已编制关于上
述公约(提交兰萨罗特委员会)、《儿童接触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初次报告。
6.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增进波黑儿童的权利，人权和难民部制定了处理波黑境内
暴力侵害儿童案件的指导方针。经对波黑大街小巷内强迫和有害童工的形式和发
生率进行调查，现已筹备开办实习课，以围绕预防波黑街头强迫童工这一主题，
对法官、检察官、警察、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关于改善罗姆儿
童境况实现社会融入的准则 也已编制出炉，而且 2013 年 10 月，波黑部长会议
还通过了一份新的关于在波黑与儿童一道和就儿童问题开展研究的《道德守
则》。
7. 波黑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1966 年)的缔约国。
8. 根据人权和难民部的一项提议，且本着确立波黑编制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
的有效方法这一目的，波黑部长会议确定了波黑编制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的方
法。基于这一方法，从各种来源进行数据采集和编制报告的进程不断得到强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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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权和难民部还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实施 IPA(入盟前援助基金)
项目，以制定出一种借助电子化手段来改进数据采集加工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目的是就人权相关问题进行报告。(125)
9. 自 2009 年开始实施《罗姆人行动计划》以来，波黑在促进该少数民族融入
社会方面进展不断。此外，波黑还会在 2014/2015 年度主持“吉普赛人融入社会
十年(2005-2015 年)”。
10. 尽管波黑尚未依照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通过对《波黑宪法》的修改和修
正案，但它仍在继续努力使本国法律法规与国际标准相协调。(98、99)
11. 应予强调的是，波黑刑事法律法规与国际标准的协调统一进程正在进行
中。两实体法官和检察官培训中心内培训法官和检察官的持续趋势得到保持。
12. 在过去一段时间，两实体政府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政府均颁布法律，加强
对弱势群体人权的保护。
4

三. 第一个周期已接受建议的落实情况和所取得的进展
A.
1.

司法和禁止歧视

增强打击歧视的能力(建议 110、25、26、27、28、29、9、10、11、12、
13、18、17、107、124、75、8、45、32、89、90、91、92、93、94、88)
13. 波黑部长会议现已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15/11 号决议的规定，责成人权
和难民部在 2014 年 9 月之前发布波黑实施“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的指导方针(人
权和难民部)。这些活动目前正在不断向前推进。(110)
14. 为执行波黑已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协定，波黑部长会议已向特别程序任务负
责人和联合国独立专家发出一份长久有效的邀请函。(25、26、27、28、29)
15. 波黑人权监察员机构的统一进程现已完成。为确保其“A”级地位能够继续
得以保留，该机构提出了一项倡议，即按照《巴黎原则》和威尼斯委员会的建
议，修改和修正《波黑人权监察员法》。但由于预算削减，该机构苦无资金，现
正面临运作困难。 (9、10、11、12、13、18、17)
16. 在过去这段时期，人权和难民部本着力所能及的原则，发起了一系列调查
研究弱势群体需求的活动。针对这一点，人权和难民部向波黑有关机构下发了一
系列指导方针和建议，旨在改善国际承诺的落实情况，并强化对执法人员的培训
课程。当前，人权和难民部缺乏指定用于这一目的的专项预算资源，但它仍在通
过其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良好合作，千方百计地筹集更多资金。截至目
前，多个与保护儿童、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权利，特别是罗姆人、老年人和
其他弱势群体权利有关的项目已得到成功实施。(107、124、75)
17. 禁止一切法西斯和新法西斯组织并禁止使用其符号的法律未获得通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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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规定，严禁任何法西斯和新法西斯组织在塞族共和国境内运作，
如有违者，必予严惩。(8)
19. 现行有效的《禁止歧视法》规定，保护波黑境内所有人免遭歧视的权利；
然而，有必要明文规定基于年龄和残疾的保护。故此，已着手通过关于修改和修
正《禁止歧视法》的法律(该活动预计将在 2015 年中期完成)，目的是进一步完
善保护制度，并更好地触及所有弱势群体。(45、32)
20. 国家一级、两实体一级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适用的法律法规确保包括人权
维护者在内的所有人均可获得保护。然而，仍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
效力，以确保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89、90、91、92、93、94、88)
法院在人权保护方面的效力(建议 33、20、52、53、54、74、76、81、83、
97、82、78)
21. 波黑在进行刑事立法改革的过程中，谨遵照《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
约》及其议定书，建立起了有效的司法体系，从而确保了公民获得公平审判的权
利。塞族共和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死刑；因此，不可能出现执行死刑的情
况。
22. 在波黑，《受威胁证人和易受伤害证人保护法》和《证人保护计划法》现
行有效。在塞族共和国，《刑事诉讼证人保护法》现行有效，而且，2013 年，
塞族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签发了一份关于在塞族共和国各级法院中对证人适用保
护措施的规则手册，手册明确规定并确保在牵涉到战争罪行的刑事诉讼中，要妥
善适用证人保护措施。
23. 2013 年 8 月，通过能力建设和各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在巴尼亚
卢卡签署了一份关于战争罪行、性侵犯和其他性别暴力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和证人
待遇的议定书。
24. 现已在国家调查保卫局下设证人保护司，以确保通过《2012-2014 年战略行
动计划》，对在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期间和之后进入保护方案的证人进行有
效保护。波黑部长会议现已通过《2009-2012 年波黑打击有组织犯罪战略》，该
战略的目的是为在波黑境内执行证人保护措施提供一个高效的法律框架，以及在
资金方面，为实施证人保护计划创造先决条件。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
室“司法与战争罪行”项目的框架内，波黑高级司法检察委员会管理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通过聘用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在实体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内创设一个
部门，为战争罪行案件中的证人提供支持。今后，会继续开展活动，以加强对证
人的保护。
25. 为确保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波黑高级司法检察委员会自创建之
初，即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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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两个实体的法官和检察官培训中心都会在高级司法检察委员会的监
督下，通过法官和检察官专业培训方案，组织进行专业培训，包括对有意从事司
法或检察行业的人员进行初步培训。
27. 波黑、两个实体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的刑事法律法规为人人获得法律保护
提供了保障。波黑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对实在法所规定的所有刑事犯罪行为提起公
诉，一贯独立行事。波黑刑法规定，凡是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不和与不
容忍的行为，皆属犯罪行为，以此预防仇恨犯罪。主管法院作出的有效判决一律
予以公示，目的是对潜在犯罪行为人起到预防作用。得益于这些活动，波黑在建
立一个更高效的司法体系方面不断取得进展。(33、20、52、53、54、74、76、
81、83、97、82、78)
26.

7

B.

弱势群体的权利(建议 104、105、123、40)

1.

减贫

在国家和实体一级，各种战略文件规定了降低失业率、特别是人口中弱势
群体失业率的措施。
29. 塞族共和国现有两份确保上述建议得到落实的战略文件，即《2010-2015 年
塞族共和国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战略》和《 2011-2015 年塞族共和国就业战
略》，并以此作为为塞族共和国就业问题实现协调和平衡发展奠定基础的第一份
中期规划和战略文件。波黑联邦则通过了《 2011-2015 年残疾人机会均等战
略》，该战略还对就业领域做了界定。
30. 相关财政援助通过养老金和伤残保险缴款及两个实体的预算拨款提供。在
波黑布尔奇科特区，公民可根据任一实体的法律法规，行使其养老金和伤残保险
方面的权利。
31. 塞族共和国现已通过新的《社会保护法》，进而提高了人口中最弱势群体
的地位。上述文件的首要目标是确立普世基本人权和最低社会标准，以及在实体
一级引入为落实这些权利提供经费的做法，这将确保在所覆盖范围内消除不平等
现象，并通过社会援助制度向受惠人提供一定水平的救助。此外，上述法律还明
确规定了满足个人和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物资保障供应量，确保社会保
护服务和权利的可获得性和平等性，为个人创造独立生活和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
平等机会。
32. 当前，波黑联邦正在社会保护领域开展法律法规改革，这将为提高人口中
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提供保障。
33. 波黑现已在各级政府建立法律、战略和体制框架，确保与各国际机构和组
织展开合作，以增强能力。此前，曾为实现该成果而共同努力的合作伙伴有欧
盟、儿基会和欧洲委员会(欧委会)。 (104、105、123、4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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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童权利(建议 14、23、39、41、38、40、58、24、6、70、22、30、46、
47、109、116)
34. 新成立的波黑儿童委员会身兼重任，工作覆盖面甚广，其成员由来自有关
机构、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组成。儿童委员会 2014 年的工作亦由儿基会来
定。(14)
35. 儿童委员会成立于塞族共和国，其《2014 年工作方案》设想制定一项塞族
共和国儿童行动计划。2012 年，儿童委员会编制了一份出版物《儿童权利问题
国际条例精》。《波黑儿童行动计划(2011-2014 年)》载列了世界儿童问题首脑
会议上提出的总体目标，并明确规定了旨在为波黑儿童和家庭的生活创造最有利
条件的优先目标和措施。该《行动计划》还载列了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适用联合
国公约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的诸项建议。(23)
36. 现已进一步加大努力，以落实应尽的国际义务，以及《波黑儿童行动计
划》、《打击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战略(2012-2015 年)》、《波黑改善儿童早期成
长与发展状况框架政策(2012 年)》、《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战略和行动计划
(2010-2015 年)》、《波黑打击非法药物国家行动计划(2009-2013 年)》、《波黑
在 2015 年之前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保护儿童和预防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行动计
划》、《波黑打击人口贩运战略和行动计划(2013-2015 年)》及《移民和庇护领
域的战略(2012-2015 年)》。(39、41)
37. 此外，还已作出努力，以执行两个实体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关于完善儿童
及其家庭相关政策和做法的战略文件和其他文件，特别是在预防家庭暴力和在塞
族共和国、波黑联邦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刑事司法程序中执行《儿童和青少年保
护和待遇法》方面。
38. 2013 年初，波黑联邦政府通过了《改善幼儿发展状况战略计划(2013-2017
年)》，并在 2013 年底，就继续开展专业教育，以便及早发现、诊断、干预和监
测影响儿童成长与发展的发育性和其他障碍，通过了一份规则手册。(38)
39. 为了采取必要措施，进一步增强对受社会排斥儿童的保护，还增设了其他
权利，例如，获得交通、膳食、教科书和奖学金的权利。然而，目前仍缺乏充足
的资金来满足所有这些需求。(40)
40. 波黑通过实施打击虐待儿童行为领域的战略文件，以及进一步完善儿童社
会照护领域的立法和实践，极大地推进了打击虐待儿童行为的斗争。《波黑暴力
侵害儿童案件处理准则》(2013 年)针对所有这类案件，就相关机构在查明所涉儿
童确系任一类型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后应如何行事作出了明确指示。(58)
41. 在支助街头儿童的问题上，人权和难民部长(2013 年)颁布了旨在改善罗姆
儿童境况、实现社会融入的《准则》，《准则》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措施和活动，
以进一步完善旨在预防并保护街头儿童使其免于乞讨或遭受其他形式经济剥削的
制度性举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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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适用
问题和参与刑事司法制度问题而言，波黑的刑事立法也涵盖了上述类型的虐待儿
童行为，但波黑的《刑法》仅规定了贩运人口罪名，包括贩运儿童罪，而两个实
体的《刑法》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的《刑法》则规定了将这些类型的虐待儿童行
为定为犯罪的具体罪名。
43. 经打击人口贩运和非法移徙问题国家协调员提出提案，四项《刑法》所载
规定的修改案文现已编拟完毕。
44. 利用这些拟议条文，对刑事罪行的要素进行了重组，这将有助于解释构成
刑事罪行本质的要素，并保留国际标准、《巴勒莫议定书》和欧委会《打击人口
贩运公约》规定的所有要素。
45. 这些修正案解决了管辖权的利益冲突问题，该问题在起诉这些类型的犯罪
的实践中屡有发生。
46. 自 2011 年起，根据欧盟预防和打击贩运人口的指令，这项修正案就这些类
型的犯罪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且经调整后，与欧委会《打击人口贩运公约》
相一致。
47. 过去这段时期，波黑一直在开展小规模的宣传活动，以提高人们对地雷危
险性的认识。地雷警戒现已纳入学前和学校教育课程；师生手册和教具已制作完
成；地雷威胁警示标志也在纷纷设立。2013 年，《波黑地雷行动战略(2009-2019
年)》修订案编制完成。
48. 2010 至 2014 年期间，已排雷面积共计 337 平方公里。
49. 但波黑境内爆发的洪涝灾害(2014 年 5 月)令排雷区的地貌严重变形。(14、
23、58、40、38、39、41、24、6、70)
50. 在波黑，教育工作属于塞族共和国、波黑联邦下辖各州和波黑布尔奇科特
区的管辖范畴，受教育(学前、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的法律监
管。在波黑一级，现已有多部框架法获得通过。
51. 就整个波黑而言，教育工作由波黑民政部负责协调和监察。在波黑联邦一
级，教育工作则由联邦教育和科学部负责监察和协调，这属于各州专属的宪法性
管辖权范围。根据宪法和成文法规定，塞族共和国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对教育领
域的工作享有直接管辖权。
52. 透过监管教育领域的法律和战略文件，现已具备了在波黑各级学校中营造
包容性多民族环境的前提条件，并确立了相关义务。
53. 同时，各级教育机构纷纷通过年度和长期发展规划，推动和落实促进公共
教育包容性的方案。然而，旨在全面落实相关法律规定的机制尚未充分到位，学
校中的多民族学习环境也尚未彻底地拨云见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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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局严格履行其法律责任，现正努力进行共同核
心课程的开发，该课程系根据学习成果加以确立，现已据此拟定了修订和完善波
黑现有课程的规划。
55. 课程的不断完善和实施旨在终结学校中的隔离问题。2009 年，我们开展了
一项题为“教育质量保证”的研究，并据此发现，当前课程中 70%的内容源自共
同核心课程，透过该课程，因课程设置而可能引发的隔离要素被清除，不过，在
当前的教育实践中，这一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56. 波黑现已将少数民族儿童纳入正规教育进程，并已最大限度地对其课程加
以调整，以便满足少数人的需求。在过去这段时期，波黑通过并实施了经修订的
《波黑罗姆人教育需求行动计划(2010 年)》，这标志着波黑在罗姆少数民族的问
题上，成功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57. 塞族共和国的学校中并不存在隔离问题。
58. 2012 年，波黑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在波黑联邦各级教育机构内消灭隔离和
分化制度的建议。
59. 波黑教育部长会议和波黑普通教育委员会作为教育领域的咨询和协调机
构，努力推动在波黑各级学校中营造包容、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尊重多样性
的氛围，作为它们所开展活动的一部分。(22、30、46、47、109、116)
少数群体的权利(建议 31、100、101、102、112、113、115、114、111)
60. 两个实体关于出生登记处登记事宜的法律现已协调统一，而关于出生和死
亡登记的行政管理程序也已大大简化。两个实体通过电子手段对这些登记册进行
维护，而且，对某些社会类别和少数民族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文件均可
免费发放。(31、115、114)
61. 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就 Sejdic-Finci 案作出的判决尚未得到执
行；因此，在波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和少数群体如何得以行使其被动投票权方
面，挑战依然存在。(100、101、102)
62. 近年来，打击社会排斥和歧视罗姆人这一最弱势少数人群体的行为一直都
是波黑主管机构的一个优先关切领域。因此，波黑自通过《行动计划》(2008 年
6 月)以来，便开始拨款，用以落实行动计划框架中确定的就业、住房和医疗卫生
领域的措施，而且至今仍在为此拨款。波黑每年都会划拨 150 万欧元，用于实施
上述领域的各种项目。在波黑联邦 2014 年的预算中，有 90,000.00 可兑换马克被
指定用于罗姆人就业。
63. 在此期间，波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罗姆人住房方案和改善罗姆人医疗卫生
和就业的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目前，共建成翻修住房 600 套，当前，在
入盟前援助基金的资助下，还有 150 套住房正在建设中。 (11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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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波黑共有两个罗姆人理事会在运作，任务期为 4 年，罗姆人
理事会的第三届组成人员由部长会议于 2013 年任命。部长会议利用这一机会，
重申了关于在波黑部长会议内设立罗姆人理事会的决定和关于任命理事会成员的
决定。理事会有权讨论《波黑罗姆人战略》 中所载的所有重要事项。它负责
监测该《战略》的实施情况，并为提高“吉普寨人融入社会十年 (2005-2015
年)”实施效率的目的，提议开展相关活动。罗姆人理事会由 22 名成员组成，其
中，罗姆人代表 11 人，各机构代表 11 人。该机构可确保与齐集罗姆人少数民族
代表的各个协会进行合作，并可提高罗姆人代表在各级政府进行合作的能力。此
外，在人权和难民部与开发署的支持下，该机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建立一个
监测各项罗姆人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机制。(112)
65. 通过批准欧委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2000 年)，波黑就保护在波黑
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成员(不同民族的代表)的权利作出了重大承诺。《保护少数
民族框架公约》是波黑通过《少数民族保护法》(2003 年)的基础。塞族共和国和
波黑联邦现已分别颁布保护少数民族的法律。其中某些法律现已在波黑联邦下辖
各州颁布出台。
66. 通过体制和法律框架(通过在波黑议会一级和实体一级，以及在波黑联邦下
辖的某些州内组建少数民族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波黑确保了少数民族，尤
其是罗姆人，更高效地解决自身精神需求，特别是基本需求的可能性。为了更好
地具体落实上述规定，制定并通过了 2005 年《波黑罗姆人战略》和针对就业、
住房和医疗卫生领域的 2008 年《波黑罗姆人行动计划》。针对就业、住房和医
疗卫生领域的《波黑罗姆人行动计划》已于 2013 年 12 月予以修订。为解决波黑
少数民族问题而搭建一个战略平台的进程现正不断向前推进。(113)
宗教自由(建议 85、79、21)
67. 2004 年《关于宗教自由与教会和宗教团体之法律地位的法律》保障波黑境
内宗教少数群体全体成员，以及所有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权利、宗教自由及权利和
义务的平等，一视同仁，不分厚薄。根据该法的规定，波黑境内的所有注册教会
和宗教团体均可自由地监管自身组织，并充分尊重良心和宗教自由权。
68. 波黑的刑事立法 (实体法和程序法 ) 中明确载有界定语言和文字使用权的规
定。
69. 主管行政和司法机构可发起、采取和实施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调查侵犯
宗教自由的案件，并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
70. 波黑主管机构还正在加紧努力，以期找到一种可为波黑全国各地的宗教官
员缴纳养老、医疗和伤残保险的系统解决方案。
71. 经与波黑宗教间理事会和宗教间合作委员会在 12 个城市内开展合作，波黑
现已在实施地取得显著进展。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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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增进各个教会、宗教团体和当地社区的信徒相
互之间的合作。袭击宗教物品、亵渎坟墓和墓园、袭击和侮辱宗教官员、袭击宗
教符号、藐视或嘲讽任何宗教的案件数量已经显著减少。主管机构会采取措施，
调查侵犯宗教自由的案件，并将行为人捉拿归案。此外，还有必要加强对袭击行
为人的制裁，并鼓励和引导对袭击宗教设施行为进行公开谴责。在这方面，一项
积极的举动即对屡遭袭击的宗教设施设立视频监控。
73. 保持与波黑宗教间理事会的定期合作并继续扩大合作十分重要，该理事会
的目标是支持在波黑境内开展活动，以建立宗教间对话，实现宗教宽容和共存。
(85、79)
74. 波黑出台了必要的法律法规，全面保障波黑所有公民、民族和族裔群体，
以及波黑境内现存所有宗教团体的成员充分享有权利和平等，而且，与国际标准
的协调统一正在推进当中，将是一个持续的进程。
75. 《波黑少数民族成员权利保护法》，以及关于少数民族的两部实体法和两
部州法律现已获得通过。欧委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所有规定正在落实
当中。 (21)
两性平等(暴力行为、人口贩运和战争的受害者)(建议 7、80、36、37、55、
56 、 57 、59 、 103 、 61、62 、 63 、64 、 65 、 66、 60 、 71 、 67 、 72、 68、 73、
77、34、48、49、50、51)
76.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将“胁迫或威胁立即攻击”这一条件从第 172
条所载之“危害人类罪”这一犯罪行为的定义和第 173 条所载之“危害平民的战
争罪”这一犯罪行为的定义中删除，从而使性暴力的定义与国际标准相一致。据
此，编制完毕的《波黑刑法》修改案文和修正案现已提交，以供进入下一步程
序。
77. 通过上述修正案，现已在让家庭暴力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框架与预防和打击
家庭暴力的国际标准实现协调统一，主要是与欧委会《防止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和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实现协调统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72.

13

5.

14

(7)

《国家战争罪行战略》已获得通过，该《战略》明确界定和分配了司法机
构以及主管《战略》实施事宜的所有其他机构的责任和问责。此外，还设立了一
个监测机构，负责监督该《战略》的实施情况。(80)
79. 按照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给出的建议，现已作出重大努力，以让各项法
律符合波黑《两性平等法》，并确定成功实施各项法律所需的程序。此外，所有
两性平等政策都是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特别是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给出的建议为支柱。(36)
80. 为了在波黑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加快实现平等性别代表制，针对
代表人数不足的性别，一方面在《选举法》中引入 40%的配额制规定，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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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实施一个既定方案。此外，关于资助政党问题的法律还引入了特别措施，规
定应按照代表人数不足的性别所占席位数量的比例，将总资助金额的 10%分配用
于波黑议会的议会党团。每个选举周期开始之前，都会开展大量活动，以增加参
加选举前活动和担任决策职位的妇女人数，因此，现正就政治和政党问题对妇女
开展教育活动。(37)
81. 2013 年 11 月 7 日，波黑正式成为欧委会第六个批准欧委会《伊斯坦布尔公
约》的成员国。据此，波黑致力于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确保防止暴力侵害妇
女、保护暴力行为受害者和惩治施暴者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框架一一到位。现已
制定实施欧委会《伊斯坦布尔公约》的战略，此外，两个实体还制定并实施了一
些打击家庭暴力的战略和行动计划。(55)
82. 欧委会《伊斯坦布尔公约》实施战略和两实体打击家庭暴力的战略均载有
《公约》实施情况监测标准。目前，波黑正在密集开展建立转介机制的活动，以
便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保护。转介机制至今尚未适用于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
也未适用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只能通过所有保护行为人相互密切合
作和协调，充当在两个实体境内妥善执行和监测防范家庭暴力法适用情况的工
具。
83. 在地方一级，现已通过能力建设和各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就战
争罪行、性虐待和其他性别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和证人待遇问题签署了一系列协
定。 (56)
84. 两个实体的法律还为通过安全房临时庇护的形式来确保保护暴力受害者提
供了可能性。波黑联邦法律规定，可将受害者与另一个家庭或另一个适当机构安
置在一起，在安全房内为其提供庇护。另一方面，塞族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安全
房代表着一种特别支助措施，能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安全的栖身之所和援助，
可由某个法律实体加以实施。 (57、59)
85. 考虑到法律的协调统一进程，经波黑两性平等机构和两实体性别问题中心
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两性平等原则现已得到系统性地适用，并被纳入各主管机构
所有的方案、政策和战略。波黑两性平等机构从本职出发，编制了一年一度的
“基于波黑部长会议工作方案的优先材料提案清单”，并相应地就合规性提出了
意见。两个实体的主管机构有义务向实体性别问题中心提交法案，以便嗣后供政
府审议。为让各项法律法规与波黑《两性平等法》和国际两性平等标准实现协调
统一，现已编制出一份手册，向各主管机构进行宣传和分发，手册阐明了让法律
法规与波黑《两性平等法》实现协调统一的办法。(103)
86. 波黑各机构一直与民间社会组织保持着极好的合作关系。非政府组织不仅
参与法律法规和战略文件的起草过程，还投身于战略文件所载各项承诺的落实工
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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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安全部与非政府组织部门合作，确保向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提供特别保
护和协助，目的是帮助他们获得康复并回返惯常居住国。这些机构现已与非政府
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目的是向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提供服务。(61)
88. 波黑警察机构协调司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凭借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身份，依照其 2007 年 1 月 26 日与欧洲刑警组织签订的
《战略合作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并凭借其东南欧合作倡议中心(后更名为“东
南欧执法中心”)的成员身份，实现了国际警务合作。(62)
89. 战略文件设想开展的活动如下：通过实现教育活动制度化及与民间社会组
织和学术机构进行合作，确保专业人员培训实行统一的标准；增进与国际一级执
法机构的合作；提高一般民众、儿童、青年和弱势群体的认识；完善法律和制度
框架；以维护各种数据库及其网络和不断发现关于人口贩运作案手法的新信息为
手段，改进收集、处理、保护和使用人口贩运数据的体系。(63)
90. 迄今为止，在打击人口贩运领域所开展的活动和采取的措施已推动机构能
力进一步发展，法律框架得到完善，预防活动进一步加强，贩运人口受害者保护
标准成功制定，国际合作的渠道和机制已然确立。现已采取立法和行动措施，以
增强打击贩运人口的能力，并在该领域建立立法框架。(64)
91. 关于打击人口贩运的政策和行动，详见涵盖 2001-2015 年的三项行动计划和
三份战略。(65)
92. 现已针对在波黑创建人口贩运数据库这一计划开展了大量工作，下一步的
工作应以现有数据库的整合及更新为目标。《国家行动计划》设想开发一个国家
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从整体上监管和开展人口贩运数据(包括关于已
立案人口贩运人和已查明身份的受害者的数据)的采集、处理、保护和使用工
作。(66)
93. 波黑《刑法》已就人口贩运罪作出规定，且该罪行的定义与欧委会《打击
人口贩运公约》相一致。对人口贩运外国受害者的保护事宜受 2008 年《外侨迁
移和居留及庇护法》监管，该法的有效期在 2012 年得到延展，其规定与国际和
欧盟标准基本相符。关于保护人口贩运外国受害者的手册和关于保护波黑公民中
人口贩运受害者和人口贩运证人的手册均已发布。(60、61、62 的一部分、63、
64、65、66、71 的一部分)
94.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波黑部长会议确定了关于修改和修正波黑《刑法》的
法律提案，该提案预见了对第 172 条第(1)款 g)项和第 173 条第(1)款 e)项的修
改，经此修改后，性暴力战争罪的定义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且部分案文被删除，
从而从该犯罪行为的定义中删去了“胁迫或威胁立即攻击”这一条件。该提案已
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提交至议会，现正进行审议。
95. 波黑部长会议在其 2014 年 5 月 9 日举行的第 94 届会议上确定了关于修改
和修正波黑《刑法》的法律提案，如按照该提案所作预见进行修改，则将如禁止
酷刑委员会建议所示，性暴力战争罪的定义将与国际标准一致，该提案已进入议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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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程序。此外，《国家战争罪行战略》也已获得通过，该《战略》明确界定
和分配了负责《战略》实施事宜的司法及其他机构的职责。(67、72)
96. 波黑各级政府各司其责，采取必要的措施，向所有性暴力的受害者及其家
人提供保护和支持。在这方面，2013 年 8 月，通过能力建设和各机构与非政府
组织之间的合作，在巴尼亚卢卡签署了一份关于战争罪行、性侵犯和其他性别暴
力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和证人待遇的议定书。(68)
97. 波黑当前正在实施“波黑精神保健”项目，这是两实体卫生部不断承诺继
续推进波黑精神保健改革的成果。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整体人口的心里健康
状况，以及提高政策制定者和主管机构使波黑精神保健达到欧洲标准的能力。目
前，正在运作的精神保健中心共有 68 个(波黑联邦 39 个，塞族共和国 28 个，布
尔奇科特区 1 个)，这些中心均有能力提供所有类型的心理支持。
98. 两实体相关部委持续不断地推行精神保健部门的改革，在这方面，他们拥
有“波黑精神保健项目”的大力支持。波黑战略文件就行动路线做了界定，这将
确保建立一项制度，以促进精神保健；预防精神障碍；及早发现和采取行动；心
理康复和恢复；并减少羞辱和歧视。该战略的目标群体之一是战争罪受害者。
(73)

《国家战争罪行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实施其中所载各项活
动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由此设立了一个监测机构，负责监督战略的实施情况。
负责制定《波黑过渡时期司法战略》及其实施《行动计划》的专家工作组现已编
制出关于专家工作组工作的第二份年度报告，并已将其提交波黑部长会议，以向
波黑部长会议的成员介绍所开展的各项活动。(77)
100. 通过刑事立法，波黑现确保人们免遭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塞族
共和国《刑法》总则部分(第 147 条第 25 款)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刑法》(第 2
条第 37 款)均载有“仇恨”一词的定义，在波黑联邦，将该名词纳入《刑法》的
提案已进入议会审议程序，以待通过。此外，还提出了某些形式的犯罪，仇恨是
一个作案因素，而且，表现为仇恨的偏见因素符合该法总则部分所载定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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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随着《禁止歧视法》和《两性平等法》的通过，波黑明确界定了歧视的类
型，并严禁基于性别表现或性取向的歧视。此外，还规范了保护民众免受歧视的
制度。(48)
102. 尽管波黑各部宪法和所签署的国际文书均明文规定禁止歧视，但《禁止歧
视法》和《两性平等法》的通过进一步界定了歧视的表现形式；禁止歧视的规定
覆盖生活所有领域；保护民众免受歧视的机制现已确定。该法律框架内所言的歧
视可理解为基于现实理由，或以性别、性别表现或性取向为由而对任何个人或群
体所作的假设，以及任何其他情况而作出任何差别待遇，包括任何排斥、限制或
好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在生活各个领域内，取消或减损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该法律规定，凡认为自己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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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歧视者，均有权向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在波黑，
《两性平等法》还禁止基于性别表现和性取向的歧视。(49)
103. 《禁止歧视法》规定，波黑人权监察员是负责保护民众免受歧视的中央机
构。在保护个人和团体免于遭受该法所界定的歧视性行动，包括基于性别表现或
性取向的歧视方面，《禁止歧视法》赋予波黑人权监察员机构以广泛的权力。波
黑人权监察员机构还下设一个专职部门，负责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该机构通过
电子化的案件管理系统和已创建的歧视案件数据库，跟踪一切已确定的歧视。据
波黑所作的记录显示，截至目前，已举报的基于性别表现或性取向的歧视案件数
量不多。(50)
104. 波黑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不存在任何歧视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变性者
及双性恋者的规定。为此，波黑当局没有接受这一建议。(51)
残疾人保护(建议 69、1、2、4、5、43、42、44、108)
105. 国际排雷援助的提供方如下：欧盟委员会，由入盟前援助基金供资；国际
信托基金；以及传统捐助方，如德国、挪威、日本和开发署等。波黑排雷委员会
正在考虑获得国际排雷援助和要求从波黑预算中提供追加资金的可能性。(69)
106. 2010 年 3 月 12 日，波黑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
书》。 2010 年 3 月 12 日，该《公约》正式对波黑生效。2012 年 4 月，波黑批
准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012 年 4 月 29 日，该《公约》
正式生效。(1、2、4、5)
107. 在波黑一级，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人权保护机制和波黑有关机构间的协调
制度，部长会议在其 2010 年 10 月 19 日的届会上，下发了一项设立波黑残疾人
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共有 20 名成员，其中一半是来自波黑各级政府的代表，
另一半是来自两个实体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残疾人协会的代表。(43)
108. 在“波黑支助残疾人领域政策制定”项目的框架内，一份题为“波黑残疾
人政策”的文件编制出炉，并于 2008 年获得波黑部长会议通过。在此文件的基
础上，两个实体通过了战略性文件。该文件的主要目标是依照当前惯例和国际标
准，消除对残疾人一切形式的歧视。各残疾人组织纷纷参与这些文件的编制工
作。近年来，波黑境内不断开展各类活动和努力，以期为残疾人无差别地享有权
利创造有利环境，并形成统一做法，不论其残疾原因和居住地为何。两实体关于
残疾人专业康复、培训和就业的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42)
109. 波黑残疾人政策文件明确表示，要提高波黑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两个实体
在该领域的战略和行动文件中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经实体、波黑布尔奇科特区
和波黑联邦下辖各州的积极监管努力，现已建立起一个法律框架，通过该框架，
残疾人在生活和工作的不同领域内实现机会均等的设想不断得到完善。目前，波
黑联邦正在推进社会保护领域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改革与立法改革。由于两个实
体均已在这一领域内适用法律，波黑国内的残疾人就业趋势略有上升。(4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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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波黑在残疾人领域的战略，以及两个实体的法律和战略文件，在
让有特殊需求者实现融合方面，各项活动持续展开。在该领域运作的非政府组织
在这些活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108)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建议 117、118、119、120、121、122)
111. 为了充分实现可持续回返，波黑正在开展促进已返回者实现社会经济融合
的活动，例如，为他们获得不同类型的援助创造可能性，以防止人权状况进一步
恶化，并且，正在为他们回归战前家园创造条件。经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已着手
促进和保护返回原籍者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是，仍有必要
继续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包容及不以性别、
宗教、种族或其他任何从属关系为由进行歧视等关键领域内开展能力建设。今
后，会继续与民间社会开展公民、社会和文化对话，保持这一文化的连续性。
110.

20

7.

(117)

国家和实体的主管部委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的主管部门每年都会从现有预
算资源中划拨一定资金，用以支持和帮助已返回原居住地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和
回返者实现可持续回返。划拨的资金会被用于重建、公用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
设、回返者定居点电气化、农业机械化援助、工艺和农业项目、财政援助及激励
开办中小型企业。目前正在开展活动，促进已回返者实现社会经济融合，从而防
止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118、119、120)
113. 根据回返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地位监管条例，医疗保健法，特别涵盖了
回返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医疗保健。开展这类医疗保健所需的经费来自医疗
保险缴款收入和波黑联邦预算资金。这些款项逐年予以划拨。(121、12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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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和医疗保健权(建议 106、35)

年，继两个实体通过促进青少年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相关权利的战略
文件后，波黑在国家层面通过了《波黑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政策》。
按照新的法律解决方案，妇女，不论有无健康保险，均可在三级医疗保健的任意
一级获得有关计划生育、妊娠期、分娩期、生育和分娩后的服务。
115. 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生殖健康和性健康，并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性
传播疾病，现已在人口基金的援助下，展开一系列活动，提高青少年对生殖健康
重要性的认识，这些活动系通过青少年友好中心进行。 在波黑，婴儿死亡率
与欧洲国家持平(8/100 000)。在波黑，积极法律解决方案中界定的措施在各级得
到顺利实施，以永久性地降低和监测孕产妇死亡率。
116. 《医疗保健法》保障民众能够获得三级医疗保健中任意一级的适当服务。
在初级医疗保健中，妇女的生殖健康保护工作是在妇女本人居住地所在市的范围
内组织提供的。妇女在怀孕、分娩、生育、计划生育、及早发现恶性疾病及治疗
1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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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和其他疾病方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则由一名妇科专家在产科护士的协助
下提供。
117. 波黑联邦拟议的《生物医学辅助生殖法》已进入议会审议程序，这是波黑
联邦在生殖健康领域内的战略目标之一。(106、35)
D.

媒体自由(建议 15、16、86、95、87)

通讯管理局虽屡屡提出倡议，但一直未能免予《波黑部委和其他行政机构
法》的监管，也没有在工作人员和资源方面得到强化(部长会议关于禁止就业的
结论，《波黑机构预算法》)。波黑通讯和交通部编制了《电子通讯法》预案，
对此，通讯管理局认为，这可能会推翻其很大一部分监管权限。
119. 该局收到并处理了一系列关于视听媒体服务供应商节目中存在潜在“仇恨
言论”的投诉，但经查明确定，仅有两个案例违反了上述规定，已据此对该电视
台处以罚款(金额分别为 2,000 可兑换马克和 4,000 可兑换马克)。其他案例仅疑
似违反仇恨言论相关规定，没有理由启动诉讼程序，这些案例遂按常规程序予以
处理。(15)
120. 《通讯法》的修改和修正案
规定，通讯管理局理事会成员应由波黑议
会直接选出。该程序结束后，波黑议会代表院 2013 年 11 月 5 日第 56 届会议和
波黑议会民族院 12 月 16 日第 34 届会议共委任 7 名通讯管理局理事会成员。新
一届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召开。该局局长人选的遴选正在进
行中。(16)
121. 波黑现行适用的刑事法律法规并未将攻击记者行为规定为一项独立的犯罪
行为。两个实体和波黑布尔奇科特区的刑法确保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波黑公民的
生命和人身安全享受法律保护，这些刑法规定，对于不同类型的攻击行为，须按
照指定原则予以处罚。
122. 波黑高级司法检察委员会负责收集刑事罪行检控统计数据，并以法律规定
的名称和编号为基础，而非以个别案件中表现出的、与刑事罪行有关的特征为
据。鉴于上文所述，显然并无任何数据表明曾对明确伤害新闻工作者的刑事罪行
提起过检控。(86、95、8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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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腐败(建议 84、96、62、60)

波黑现已建立起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法律框架。波黑《刑事诉讼法》
现已与国际法律标准相一致；随着该法得到修改和修正，且两个实体的《刑事诉
讼法》与波黑布尔奇科特区的《刑事诉讼法》实现协调统一，实施特殊侦查措施
的可能性加大，这是高效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前提。2013 年年底，针对
举报波黑体制内腐败现象的举报人颁布了《举报人保护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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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通过《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和《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实施行
动计划》。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协调局负责协调和监测该战略的实施情况；该
局还与波黑安全部合作，共同编制关于该战略实施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125. 按照《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实施行动计划》所载的措施，协调波黑各
机构/局/办公室单独通过反腐败计划的进程现已开启。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协
调局不仅负责在上述计划的编制和通过阶段，开展主要的意见和建议征求活动，
还是旨在出台波黑反腐败计划的各项活动的主要协调机构。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该局协调开展了在波黑 37 个机构一级出台独立反腐败计划的进
程。现已开发出起草廉正计划的方法，还已制定出廉正计划的模版、机构廉正性
自我评估准则和机构内部廉正性自我评估调查问卷。2012 至 2013 年期间，该局
就《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的落实程度做了三次自我评估。通过分三个周期
(该局 2012 年报告、2013 年前九个月的报告和 2013 年报告)对现有数据进行定性
分析和自我评估，并在此背景下开展各项活动，在实施该《行动计划》方面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进展。透明国际驻波黑分支机构还就《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实
施行动计划》的落实程度展开了五次监测活动。
126. 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波黑通过了《 2009-2012 年打击有组织犯罪战
略》，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开展活动，实施《2009-2014 年波黑预防洗钱和资助
恐怖活动战略》。根据对波黑有组织犯罪的威胁所作估测，现已就某些形式的有
组织犯罪制定了有待采取的措施。在该文件中，波黑部长会议确定了推出打击有
组织犯罪的有效制度这一政策，它有助于创造额外条件，以便将波黑有效纳入地
区、欧洲和世界各级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27. 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2013-2017 年塞族共和国反腐败战略》，塞
族共和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实施该战略的《行动计划》，其中载有塞族共和国所有
国家机关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应承担的责任。成立了一个打击腐败委员会，成员
由塞族共和国立法、行政和司法当局及反腐败专家组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下辖
于塞族共和国司法部。
128. 在波黑一级，现已设立预防腐败和协调反腐败斗争、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
罪的机构，例如，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协调局、调查和保护局、波黑边境警察
局、波黑警察机构协调局、波黑情报安全局，而且，波黑安全部还下设有一个打
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腐败、战争罪和滥用毒品的部门。该部门的职责和工
作范围由一部行政组织专项法来决定。除这些机构外，在波黑一级运作的机构还
有波黑法院和波黑检察官办公室。波黑检察官办公室还下设有一个有组织犯罪、
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特别部门。除国家级机构外，实体级的机构有联邦内政部、
塞族共和国内政部、塞族共和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以及波黑布尔奇科特区警察
局、区级和州级检察官办公室，而在布尔奇科特区，还有布尔奇科特区检察官办
公室。2011 年，在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框架内，波黑安全部与透明国际驻波
黑分支机构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监测《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
的实施情况及组织和参加培训、研讨会和讲习班。2013 年期间，波黑安全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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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协调局与波黑反腐败公民组织联合网络签署了一份合作和
互助备忘录。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协调局与民间社会中心“共同社”签署了一
份合作备忘录，就题为“法制反腐败网络――LACON”项目的部分实施工作开展
合作。
129. 2012 年，波黑联邦政府经与英国大使馆合作并在其支持下，制定并通过了
一份《反腐败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所有联邦机构和公营公司通过了自己的
反腐败计划。在波黑联邦，《没收犯罪所得法》及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法律
已获通过，而《举报人保护法》已进入议会审议程序，以待通过。上述法律的生
效和适用为有力、高效地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了创建了现代化的法律和体制机
制。
130. 经与欧盟驻波黑代表团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编制了入盟前援助基金 2010
年的概念性项目计划“加强机构能力并让非政府组织网络参与反腐败斗争”。作
为活动的一部分，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斗争协调局要提供专业的支持，即提供指
引，协调各项活动，支持非政府组织部门实施拟议项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实施《2009-2014 年反腐败战略实施行动计划》中尚未实施的具体措施。
131. 波黑现已颁布《预防洗钱法》。波黑联邦政府在 2012 年通过了一项反腐
败总体规划，该规划涵盖了所有部委和公营公司。塞族共和国则通过了打击腐败
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其中规定的制裁措施是扣押腐败所得资产。 (96、84, 以及
62 和 60 的一部分)
24

25

四. 优先事项、举措和承诺
A.

挑战和局限

除了当前影响波黑多个地区经济和发展的洪涝灾害外，波黑还面临着一系
列政治、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波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
尽管波黑当局在很多领域内都面临着问题，但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得以保持；
不过，有记录显示，某些地区的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一些政策和法律的实施面
临困难，而且一直苦于缺乏有效落实所需的资源。
133. 为了克服当前的挑战和制约因素，并改善当地的人权状况，在下一阶段会
继续开展活动，目的是加强机构能力(尤其是地方机构)、更有力地增进人权、扩
大媒体自由，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而言。某些优先事项已经确定，特别是在教育、
社会照护和医疗保健、增加就业率(社会融入)和提高法院工作效率方面。波黑两
个实体、波黑布尔奇科特区和波黑联邦下辖各州三级的主要优先事项现已确立，
因此，当前政策的重点是鼓励主管机构努力提高波黑境内所有致力于保护人权的
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效率和效力。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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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强能力

为进一步增强打击歧视的能力，波黑部长会议现已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 15/11 号决议，责成人权和难民部在 2014 年 10 月之前发布波黑实施“世界人
权教育方案”的指导方针。
135. 上述指导方针将侧重于“世界方案”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实施工作，这两个
阶段均致力于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教师和教授培训)系统内，以及
在公务员、执法人员和军事人员中间开展人权教育。按照人权理事会第 24/14 号
决议，该指导方针还将涵盖“世界方案”的第三阶段(2015-2019 年)。
136. 在编制波黑实施“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特别是全国各级政府实施该方案
的指导方针时，波黑将需要技术援助和支持。在即将到来的这段时期，人权和难
民部将继续编制新的指导方针，并继续进行监测，以更好地保护波黑人口中弱势
群体的人权。
134.

注
1.
2.
3.

4.

5.

6.

“Official Gazette BiH“, number 59/09.
“Official Gazette BiH“ 101/13.
thus it recognises the competence of the UN HRC to receive and consider complaints from
individuals, under its jurisdiction, who claim to to be a victim of a violation by a Member State of any
right specified in the Covenant. As of today, there are a total of 15 cases being solve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domain of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onsidering that the
Law o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of Disabled Persons of RS was adopted,
and in the FBiH, changes to the Law on Protection of Persons with Mental Disorders were made; the
Committee for monito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mental disorders was
established, which focuses on the compliance of the provisions with the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and the Rulebook on the selection, organis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Committee for monito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FBiH.
In FBiH, the Law on Right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atients was adopted, which
highlights better protection of patients.
In RS,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improving the position and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Law on Social Protection.
The BDBiH Government is working on improving the current applicable legal regulations, i.e. they
are currently drafting the Law on changes and amendments to the Law on Supplementary Rights of
Families of Fallen Soldiers and Invalids of War of BDBiH, the Law on Supplementary Rights of
Demobilised Soldiers in BDBiH and the Law on Social and Child Protection of BDBiH.
Accordingly, a Working Group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activities for drafting the abovementioned law are ongo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s within the
Institution of Ombudsman for Human Rights BiH was decided amid the conclusion given by the
CoM, thus the MHRR was entrusted with thi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the NGO sector, the MHRR prepared the appropriate legal solution, which
was sent for consideration to the BiH Parliament.
The commitment from all of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s clear when it comes to
removing the death penalty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RS. In this regard, the 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RS prepared a draft amendment to the RS
Constitution and one of the amendments (Amendment CXXV) was precisely aimed at removing the
death penalty from the RS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S on 26 April
2012,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RS Constitution were not adopted, but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to adopt them was not because of Amendment SHHVI, but due to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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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scope of amendments to the RS Constitution.
The Law on Execution of Criminal Sanctions, Detention and Other Measures of BiH, inter alia,
presides over the area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f the prison staff through the organisation of training
courses, seminars, counselling and other form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at are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The role of the Agency fo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Staff i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police training and security in BiH. At the entity level, the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conduc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police education RS and the training
is conducted by the Police Academy in the FBiH. Also,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officers is done by the Civil Service Agency of BiH and the training courses ar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training programmes of each institutio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Strategy to
Counter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in BiH 2013–2015 and the Strategy in the Area of Migration
and Asylum 2012-2015, as well as the Action Plan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to Combat
Organised Crime 2009-2012. For the training needs, the exist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apacities
(TAIEX IPA 2010, EC) are being deployed.
Nine-year long elementary education has been in force throughout BiH since 2009. The Agency for
Preschool,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Twinning Project
title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APOSO” realised cooper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Slovenia, the Examination Centre and the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Slovenia,
in order to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European practices and functioning in BiH in order to provide
quality assurance in preschool,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Cor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Unit standards in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Direct assistance and help for street children is provided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day-care centres in
Tuzla, Sarajevo, Mostar, Banja Luka and Zenica. Through these centres, the children are provid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 such as hot meals and facilities for personal hygiene, inclusion into
educatio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ystem, as well as the prevention of this phenomenon.
Over 400 Roma families have been beneficiaries of the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in Roma settlements-electricity, sewer, water and road network). Also, activit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s regards to the education of Roma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Roma children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informative campaigns and programmes that were implemented with the
aim to reduce prejudices and stereotypes about the Roma in BiH have been significant.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Law on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in 2009,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f all ethnic minorities, particularly the Roma in BiH.
Official Gazette of BiH", No. 67/05.
Goražde, Orašje, Brčko, Bijeljina, Zenica, Doboj, Banja Luka, Livno, Žepče, Tuzla, Trebinje and
Bihać.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is ensured by the BiH Constitution, as well as by the Law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the Legal Status of Churches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The MHRR has
the competency to provide expert assistance. It acts preventively in all cases of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based on the applicable law on freedom of religion; written complaints may be submitted
both by the citizens and by the religious communities with the aim of a balanced approach in ter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Legal Status of Churches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At its 94th session held on 9 May 2014, the CoM BiH determined the Proposal of the Law on changes
and amendments to the BiH Criminal Code, which also foresees the change in which the definition of
crimes of sexual violence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UN CAT. The above-mentioned law is in the parliamentary procedure.
The amendments to the RS Criminal Code1 foresees tightening of the penalties for crimes pertaining
to sexual violence, particularly a crime against sexual integrity and crime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violence in family. The definition of a family or family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rime, has
been changed and adapt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 well as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n Protec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w security measures that enable more efficient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have been established.
Eight cantonal protocols have been signed in the FBiH on mutual cooperation of cantonal institutions
in providing certain forms of assistance to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 municipalities, 72%, in
FBiH acceded to the protocols, while in a certain number of municipalities, there are also local
protocol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new Law on Protection from Domestic Violence (2013),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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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H adopted a Rulebook on the content and manner of record-keeping of the ordered precautionary
measures, persons who are protected by th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the violent persons on which
the safeguards were imposed on. Based on this, a single system was promoted and established for
record-keeping of the ordered protective measures, for which the obligation for maintenance falls
under the guardianship authorities in the FBiH. The annual and periodic reporting system on domestic
violence was introduced in FBiH.
In RS, the General Protocol for handling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was signed. In some parts of the RS,
there are also individual protocols of local government units on handling the cases of domestic
violence, such as Prijedor and Bijeljina. Also, a Rulebook on the content of the records and reports of
domestic violence was issued; unique forms for documenting domestic violence for subjects of
protection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 system of annual and periodic reporting on domestic viole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RS Criminal Code1, with the changes and amendments of the basic forms of criminal offense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violence in family, a clear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domestic violence as
a criminal offens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s a misdemeanour. This eliminated the dilemma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n Protec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Criminal Code in the specific
case. The definition of a family member or the famil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rime, has been changed
and adapt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 well as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n Protec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w security measures which enable more efficient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sanctions for perpetrators of the crime were tightened.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amendment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harmonising
normative-legal framework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viole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revention and combating domestic violence, primarily with the CoE Istanbul Convention.
Additionally to the law, by-laws also stipulat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asure and also based on: the
Rulebook on standards for the realisation of safe houses, the Rulebook on the content and manner of
keeping the Register of safe houses, the Rulebook on the method of allocating funds for secure
houses. During 2013, in the safe houses in the RS, 107 women and 113 children were sheltered based
on the decisions of social work centres, i.e.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there were 46 women and 48
children. From 2007 until 2013, 812 women and 1.006 children were sheltered in the safe houses in
the RS, while the number of calls to the SOS number ‘1264’ for helping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was 29,899 calls, from 2005 until the end of 2013 (3.982 only in 2013), of which 98% of the victims
were female. In the FBiH, there are six safe houses with 126 available places for accommodation of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y operate within NGOs. In RS, there are three safe houses within
the NGOs. Their total capacity is 52 plac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ding of the safe houses is
prescribed in laws and by-laws. All of the victims can get free help and advice through the SOS
phone-line for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FBiH, the number is ‘1265’ and in RS ‘1264’).
The amendments also define that in the event that the crime was committed out of hatred; the court
must take it as an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 and must impose a more severe sanction, unless there is
already a provision in place for a qualified form of this specific crime.
The Law on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on Gender Equality in BiH define and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gender express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overn the system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Law on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ensures that any person, who
believes to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may seek protection of his/her rights through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 hearing is on the offender who is required to
prove that there was no breach of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or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on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plaintiff in the suit for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may seek publication in the media of the judgment finding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 to
equal treat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defendant in the case where the discrimination was committed
through the media (print and electronic), or any type of media.
"Official Gazette of BiH" – International Treaties, no.11/09.
"Official Gazette of BiH” – International Treaties, no. 3/12 of 15 March 2012.
In 2012, through the Fund for Rehabilitation, a total of 189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ere employed in
the FBiH, of which 173 persons fall under the category of self-employment (physical person), and in
the category of employment with an employer, 16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ere employed. In 2013,
323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ere employed, of which 231 persons in the category of selfemployment, and in the category of employment with the employer, 92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been employed. When it comes to the realisation of the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BiH are in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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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S in 2012 and 2013, through the Fund for Profess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 of
Disabled Persons, a total of 411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ere employed and self-employed, for
which 1.135.131 KM has been spent and 19 companies for employment of disabled persons have
been materially supported.
Success indicators: Results are measured in the number of the reconstructed and built infrastructur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facilities and the number of families, users that are covered by this type of
assistance, all of which affe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is population. The
new Law on Refugees from BiH and Displaced Persons and Returnees is in the process of adoption.
In FBiH, the Law on the Rights of Returnees to their Pre-war Place of Permanent in RS and BDBiH
was adopted, which regulates the conditions, manner and procedure for the exercise and enjoyment of
the rights of returnees in RS, acquired on the basis of the laws in FBiH and BDBiH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protection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veterans-disabled persons care and health
care, as well as the rights on income taxes.
These centres operate within gynaecological services of the health centres. The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in these centres are provided by various profiles of professionals: family doctors,
gynaecologists, psychologists, and dermatovenerologists. The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
which was developed by UNICEF showed that almost all women aged 15–49 years know at least one
method of contraception (which include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Official Gazette of BiH" no. 98/12.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selection procedure, the following projects were approved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will follow in the next two years: "Strengthening integrity and good governa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for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n BiH from local to the
national level"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iH; "Transparency of public procurement in BiH" –
Centre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n BiH,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es - Analitika and Centre for
representing civic interests; "Mapping the risk of corruption in the security sector" - Centre for
Security Studies; "Through educ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 Interlogos University, Kiseljak;
"Curriculum for transparency, curriculum for responsibility" - Centre for media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Introduction of transparent mechanism for funding of NGOs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Youth Centre "Vermont", Brčko. These project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direct cooperation with the
Agency for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The RS Criminal Code was amended which defined new offenses, namely abuses in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and the criminal offense of trading in influence. The penalties for the offenses in receiving
and giving bribes have been tightened. In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RS, a special service for fighting
organised crime and corruption was formed, which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the capacities of the
poli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in criminal offenses.
In addition, the Law on Confiscation of Proceeds from a Crime foresees financial investigations and
confiscation of illegally acquired proceeds.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set out by this law already
implemented a range of investig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onfiscation of criminal proceeds.
For the purpose of harmonisation with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there were amendments made to the RS Criminal Code in 2013, which now define new criminal
offenses, namely the offense of human beings trafficking, trafficking in minors and organising a
group or criminal associ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of human beings trafficking and trafficking of
minors. A New crime of abuse of the procurement procedure and the crime of trading in influence
have been prescribed. The penalties for the offenses of receiving and giving bribes were toug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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