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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法

本报告由爱沙尼亚外交部于 2010 年根据人权理事会的准则编写。报告依据
了爱沙尼亚实施人权文书的国家报告、全国人权行动计划及其实施报告，以及由
其他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观点。报告内容涵盖了近几年来在爱沙尼亚或
在国际上涉及爱沙尼亚的最引人注目的人权发展局势。
2. 向在爱沙尼亚从事人权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分发了本报告以征求反馈意见和评
论，还在为个人直接参与政府这一进程而专门创建的互联网论坛之上发表了本
报告。
1.

二.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组织构架

爱沙尼亚是人民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议会制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所有基
本权利。只有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和自由，但限制必须是适当的。
3.

A.

立法

根据《爱沙尼亚宪法》第 3 节，国家权力完全按照《宪法》及与其相符的各
项法律行使。
5. 爱沙尼亚议会，Riigikogu, 掌握立法权，通过与《宪法》相符的各项法律。
法律草案可以由 Riigikogu 本身提出或者由共和国政府提交。任何一项法律必须
经共和国总统宣布才能生效。只有公布的法律才具有约束力。
6. 共和国政府、部长和地方主管部门可以在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并实施法律。
4.

B.

国际法

爱沙尼亚在 1992 年《宪法》生效之前已经加入了 11 个联合国人权文书。至
今，爱沙尼亚已经加入了大多数的国际和区域人权协议。爱沙尼亚定期提交有关
实施公约的报告，并且遵守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法。
8. 就所有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而言，爱沙尼亚已经发出了长期邀请，并在近几
年内接受了若干特别报告员的访问。爱沙尼亚还承认人权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
委员会具有接受和审讯个别申诉的权力。
9. 爱沙尼亚在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是人权理事会成员候选人。
10. 爱沙尼亚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联盟的成员，积极
参加了这些组织有关人权的活动，特别强调妇女权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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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在多边发展合作范围之内，定期提供自愿
捐助，支持旨在保护人权，包括妇女权利和促进妇女与女孩状况的各项方案与
基金。
12. 在人道主义合作方面，爱沙尼亚始终如一地支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工作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
员，帮助这些组织开展工作，改进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妇女和女孩的境况。除
了定期提供捐助外，爱沙尼亚为解决具体国家的局势提供有的放矢的捐助。
13. 在双边发展合作方面，爱沙尼亚通过提供支助支持改进妇女与儿童的状
况，特别向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富汗提供支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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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机构

是爱沙尼亚一院制议会，担负主要立法职责。只有 Riigikogu 具
有对权利和自由的行使规定限制的权力。此外，议会还对执行当局行使监督。如
果有必要，议会宪法事务委员会就法律草案是否符合基本权利发表意见。
15. 共和国总统是爱沙尼亚的国家首脑。总统既不在业务上也不在政治上依赖
于任何政党。总统可以拒绝宣布由 Riigikogu 通过的法律，包括因该法律被认为
有悖于《宪法》的理由而拒绝宣布该法律。
16. 共和国政府拥有执行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立法起草；各部委也提交
确保行使各项权利与自由的提案以及限制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提案。政府还负责确
保实施国际条约。
17. 地方政府主管当局负责地方生活问题，作为规则，共和国政府不直接干涉
其各项活动。但作为规则，地方主管当局本身不能够对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规定
任何限制，但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有关社会福利问题，地方政府负责确保遵守基
本权利。
18. 司法
司法权与其他权力及其势力范围分开。根据《宪法》，凡其权利和自由遭到
侵犯者有权利诉诸法院，在法院处理其案例时有权利对任何被宣布为不符合宪法
的有关法律，其他立法或程序进行起诉。根据《宪法》及各项法律，法院在其各
项活动和司法中是独立的。
19. 《法院法》第 3 节规定确保法官的独立性。
20. 大多数案例在一审法院提出，诉讼程序的各方有两个上诉可能性：一次是
对一审法院的裁决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然后对上诉法院的裁决向最高法院提
出上诉；然而，最高法院仅作为撤消原判的法院，即最高法院不收集或评估任
何证据。
14.

Riigiko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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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还具有作为宪法审查法院职责，核实由 Riigikogu 通过的各项法律
的宪法性。如果一项法律有悖于《宪法》的条款或者其原本的意义，最高法院可
以宣布该法不符合宪法，因此是无效的。在审查程序中，最高法院还核实各项法
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各项要求。
22. 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针对爱沙尼亚的大多数申诉涉及到诉讼程序的长
度，并已查实有关这方面的侵权行为。
23. 在这个基础之上，2009 年向法院提交了有关诉讼长度的若干法律草案，其
中包括要求加速诉讼程序的可能性。在刑事案例中，现已有可能在宣布判决时修
改诉讼程序的长度，方法是减刑或者以故意理由终止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有关
的案例法。应该指出，根据《宪法》第 25 节，始终可以在法院内向国家提出损
害申诉。
24. 每个人都有权在刑事或者轻罪诉讼程序中得到一名辩护律师，在其他法院
的诉讼程序中得到一名法律代表。凡因其经济状况不能够支付合格的法律服务的
自然人或法人，将由国家提供法律援助。
25. 公诉人办公室的任务之一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代表公诉。公诉人在行使其
职责时是独立，仅按照法律和根据其自己的信念行事。
26. 在爱沙尼亚，大法官并不属于立法、执法或司法权力的一部分，也并非政
治或法律实施机构。大法官机构根据《宪法》设立，大法官根据《宪法》及他或
她的良知行使其职责。
27. 根据《宪法》，大法官是独立的官员，为合符《宪法》和各项法律审查立
法和执法权力的合法性，审查地方主管当局的合法性。
28. 大法官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作为检察官。据此，大法官必须监督国家机构是
否遵守了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是否遵守了良好施政的原则，大法官还监
督地方政府机构和组织，公共法内的法人、和行使公职的个人的各项活动。自
2007 年以来，大法官还担任根据《联合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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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设立的全国防范机制的职责。
29. 性别平等和平等待遇专员是一名独立和公正的专家，他独立行事、监测《平
等待遇法》和《性别平等法》的遵守情况并行使法律授予他或她的其他职责。
30. 专员接收来自个人的申诉，并就可能的歧视案件发表意见；分析各种法律
对各种群体境况的影响。专员还帮助个人提交有关歧视的申诉，并且根据个人所
提交的申诉或根据他或她本人的举措对可能的歧视案件发表意见。
31. 性别平等和平等待遇专员的任务之一还包括在公众间宣传和促进平等待遇
的原则。缔约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进一步促进专员机构寻找更多的财政资源。
32. 此外，在爱沙尼亚还有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处理有关人权争端和问题，
例如劳资争端问题解决委员会、专业协会名誉法庭和公众媒体理事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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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有若干从事保护人权的机构，但是没有一个得到增进和保护人权
国家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的资格认证。建议爱沙尼亚考虑建立一个符合“巴黎原
则”的全国人权机构。爱沙尼亚政府赞赏全国人权机构在宣传人权和监督人权局
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认为通过扩展现有机构之一的活动可以在爱沙尼亚创建这
样的机构。根据其实际职责，最接近的机构是大法官办公厅。
33.

D.

人权教育

仅在最近，在爱沙尼亚重新获得独立之后，爱沙尼亚学校的课程内才引入
了人权问题。目前，这些课题已经作为基础学校和高级中等学校公民教育大纲的
一部分。此外，课程将人权作为备选科目 。在这方面，人权机构强调需要对老
师进行人权培训和在职培训。高等院校的教程内也将人权作为备选科目。
35. 在人权课程中，例如向公务人员(和记者、警官、社会和医务工作者)提供的
人权课程中，还常常介绍有关的主要国际文书。大法官办公厅的官员定期向看守
所的官员解释个人基本权利，并强调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不允许
的。此外，最近几年内，爱沙尼亚的若干非政府组织进行有关人权保护问题的讲
座并制定这方面的项目。
36. 2010 年，人权委员会对爱沙尼亚没有在广大公众中宣传委员会的报告和建
议表示关注。爱沙尼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自 2010 年以来通过媒体向公众介绍
了委员会的建议和结论。翻译了所有这些建议，向负责各种不同问题的国家机构
及非政府组织提交了这些建议，并已经制定计划，组织定期会议讨论这些建议的
实施情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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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权的实施情况
A.

民主、言论自由、结社自由

爱沙尼亚《宪法》规定爱沙尼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国
家内，人民通过选举 Riigikogu 和通过公民投票行使权力，人民拥有最高权力。
国家主管部门仅根据《宪法》和符合宪法的各项法律行使职权。法律限制被法院
定罪或者正在刑事机构服刑的爱沙尼亚公民参加投票。选举是自由、普遍、一致和
直接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欧洲议会选举法》、《地方政府理事会选举
法》、《公民投票法》，以及《Riigikogu 选举法》补充了《宪法》。
38. 至少 18 岁以上的爱沙尼亚公民才有资格参加包括公民投票在内的所有选
举。其他欧洲联盟成员国的公民有资格参加地方理事会选举的投票和欧洲议会选
举的投票。居住在爱沙尼亚的非欧洲联盟成员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可以参加地方理
事会选举的投票，但不能作为候选人竞选理事会。自 2005 年以来，爱沙尼亚投
票者还可以进行电子投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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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沙尼亚非盈利协会网络的倡导下，为了有助于开展有意义的有道德的
运动，在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制定了一项有关良好选举做法的协议。
40. 除了选举和公民投票之外，创造了个人和协会直接参与政府进程的机遇，
例如通过因特网参与论坛。在有关的电子法律论坛上公布立法草案。可以通过基
于网页环境的公司注册入口方便地建立各种公司和非营利协会，并且所有持爱沙
尼亚、葡萄牙、芬兰或比利时身份卡的人都可以使用。
41. 在起草发展计划和战略时咨询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2005 年，政府与非
政府组织合作，起草了“良好参与做法”的文件以便通过邀请非政府组织以及私
营和公共部门参加决策进程，改进各项决定的质量及其社会合法性。
42. 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和利益相关群体和公众进行磋商变得尤为重要。
43. 爱沙尼亚已经加入了《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
的奥胡斯公约》。在根据规划和环境影响立法组织各项活动时，考虑了参与环境
有关决策的权利。
44. 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公民社会发展计划。
45. 人人享有良心、宗教和思想自由。人人有权利自由传播思想、意见、信仰
和其他信息。为保护公共秩序、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自由、健康、名誉和良好
的名声，法律可能对这一权利进行限制。人人有权利自由获得为公众使用散发的
资料。没有任何新闻审查。《教堂和教徒集会法》和《公共信息法》补充了《宪
法》的这些条款。
46. 人人有权组合和加入非盈利协会和联盟。雇员与雇主的各种协会和联盟的
会员费是免费的。只有爱沙尼亚公民可以属于各个政治党派。凡是其目的和活动
直接针对通过武力改变爱沙尼亚的宪法秩序，或者其目标或活动有悖于规定刑事
责任的法律，此类组织、联盟、和政治党派都将予以禁止。每个人有权利无须事
先得到允许进行自由集会和举行会议。自 2008 年以来，还可以在最短的事先通
知(两小时)下组织注册的公众集会。
47.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建议爱沙尼亚还应考虑准许未确
定公民身份者有权属于任何政治党派。在这方面，该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指出，属
于政党的权利在法律上与爱沙尼亚公民身份相关联――一个政治党派是公民的一
个自愿的政治协会，其目的在于表达其成员和支持者的政治利益，行使国家权力
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建立政党的目的在于在其投票者的支持下获得行使公共权力
的职责。考虑到只有爱沙尼亚公民可以竞选 Riigikogu, 让未确定公民身份者属于
任何政治党派将不符合这一目的。然而，对这些人表达其政治观点和信仰的其他
权利并没有任何限制。
48. 每个人具有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不受到侵犯的权利。家是不可侵犯的。每个
人对于通过邮局、电报、电话或其他公用方式发出或收到的信息享有保密权。国
家机构不得违背公民的自由意愿收集或储存有关爱沙尼亚公民的信仰的资料。爱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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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尼亚公民(以及在爱沙尼亚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者)有权利获得国家机构持有的
有关他或她本人的资料。《个人数据保护法》和《公共资料法》补充了《宪法》
所规定的这些权利。
49. 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法》独立行事的数据保护检查员监督这些权利的遵守
情况。它有权利核实遵守法律的情况，发布戒律和通过为此目的的决定。与此同
时，例如欧洲基本权利署指出需要加强数据保护检查员的各项活动。还批评爱沙
尼亚为数据保护采用的刑事法律措施有限，并且批判爱沙尼亚在侵权的情况，申
请赔偿因举证责任要求而复杂化。
B.

生命权和人身安全

根据《宪法》第 16 节人人享有生命权。这项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不得武
断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 1991 年以来，爱沙尼亚暂停执行死刑。1998 年爱沙尼
亚批准了《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第 6 号议定书》，自此爱沙尼亚彻底废除
死刑。
51. 根据《宪法》第 20 节，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只有在案例内，根据
法律规定程序才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 。
52. 不能仅因一个人不能够履行其合同义务而剥夺其自由。
53. 无论何种类型的诉讼程序，剥夺 48 小时以上的自由，必须经由法院裁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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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宪法》第 12 节确立普遍禁止歧视并且分别对蛊惑民族、种族、宗教或政
治仇恨、暴力或歧视规定了惩罚。此外，根据《宪法》第 9 节，爱沙尼亚公民和
在爱沙尼亚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者平等享有《宪法》对每个人规定的权利、自由
和责任。
55. 在爱沙尼亚没有种族灭绝、种族隔离或种族分隔。《刑法》对种族灭绝
(第 90 节)和反人类罪(第 89 节)规定了惩罚。
56. 《性别平等法》和《平等待遇法》补充了《宪法》的条款。《平等待遇
法》于 2009 年生效，保证保护每个人免遭基于国籍(种族原籍)、种族、肤色、
宗教或其他信仰、年龄、残疾或性取向的歧视。该《法》规定了平等待遇原则，
实施与促进这一原则及解决歧视纠纷的任务。此外，在某些特殊法律，例如《就
业合同法》内也规定了禁止歧视。
57. 如上所述，根据该《法》，已经设立了一个性别平等和平等待遇专员机
构。专员是一名独立和公正的专家，他独立地开展工作。
58. 根据《大法官法》工作的大法官的职责也包括解决歧视纠纷，实施平等和
平等待遇原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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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等待遇法》仍然较新，伴随该法的实际实施欠缺，个人对来自于
该法的可能性的认识也较少。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机构都指出需要提高公众对平
等待遇原则的认识，提高赋予实施这一任务的各机构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的认识。
爱沙尼亚平等待遇和性别平等第一专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启动这一机构并向公众
宣传这一机构。计划将继续开展提高认识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开展针对广大公众
以及例如雇主等的特定群组的平等待遇宣传运动；运动中散发的资料将以爱沙尼
亚语和俄语分发；例如，2010 年，人权中心开展了旨在减少对同性恋者仇恨和
减少种族主义的丰富多样性运动。
60. 近年来，在爱沙尼亚开展了有关同性伙伴关系的激烈的公众辩论。目前的
《家庭法》明确规定只有在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之间才可缔结婚姻。然而，司法
部已经分析了管控这些的非婚姻关系和不同的可能性。在辩论中，人们提到可能
之一是伙伴关系法，但尚未起草该项法律。
61. 与此同时，若干机构(包括性别平等和平等待遇专员和大法官)已参与解决向
同性别配偶支付地方家庭福利(子女津贴)的争端。该项争端由上诉法院的裁定宣
布地方政府拒绝支付这项福利的初审裁决是非法的而告终。当地的男同性恋和
女同性恋群体希望该项裁决能够为承认同性配偶权利铺平道路，最终导致修订
立法。
62. 《刑法》第 151-153 节规定了对侵犯平等待遇原则，包括鼓动仇恨的惩罚。
在爱沙尼亚，由警察，更为具体的是由治安警察局保护宪法秩序。治安警察局
的义务是防止、镇压和侦探个人以及极端主义群组的非法活动(包括鼓动种族
仇恨)。
63. 在爱沙尼亚，很少有因种族、文化、语言或宗教犯下的刑事罪行，有相关
的机构负责防止和监督这一局势，打击和侦探极端意识的群体或个人的非法活
动。Riigikogu 定期核准刑事政策制定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刑事政策的目的是确
保社会安全，途径是通过减少违反者所造成的损害并且处理违反者来防止违反行
为并对违反行为作出策应。还通过由政府核准的发展计划帮助执行刑事政策；最
近政府核准了 2010-2014 年减少暴力行为的发展计划。
64. 平等机遇和防止基于种族的排挤也已经作为一项战略原则纳入 2008-2013 年
综合战略之内。政府已于 2008 年通过了这项战略。这项战略的目的之一通过分
享民主价值，在爱沙尼亚所有长驻居民中促进属于爱沙尼亚社会的意识。
65. 建议爱沙尼亚在《刑法》内具体规定反歧视条款，并改进这些条款的实
施。爱沙尼亚承认，《刑法》第 151 节(煽动仇恨)实施不力，主要原因是造成损
害结果的要求(即要有对一个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危险) 。在大多数案例
中，无法证明仇恨言论与所造成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此种行为不是作
为侵犯个人，就是作为侵犯财产的行为予以惩罚。爱沙尼亚打算修订《刑法》，
使煽动仇恨不和损害结果要求挂钩。还计划确定将仇恨动机作为所有违反案件加
重情节的因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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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根据《宪法》第 18 节，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残酷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惩罚。
67. 根据《刑法》，酷刑和身体虐待为惩处至少 3 年监禁的罪行。
68. 爱沙尼亚定期接受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委员会的来
访，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提交报告和答复额外的问题。我们积极参加防止酷
刑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69. 已经指出《刑法》第 122 节没有完全符合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公约》所规定的定义。爱沙尼亚打算修订《刑
法》使其与《公约》相符。
66.

E.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

如上文所指明那样，《宪法》第 12 节规定了平等的一般原则。2004 年生效
的《性别平等法》支持这一项原则。该项《法》规定在社会的所有领域内禁止基
于性别的歧视。规定了促进性别平等和赔偿损失的义务。2008 法修正与《平等
待遇法》的通过有关。2009 年修正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更好地保护个人免遭歧
视，例如规定了性骚扰的定义和条例。
71. 除了上述性别平等和平等待遇专员之外，负责实施该法律的主要机构是社
会事务部的性别平等局。该单位特别在社会和社会就业政策方面与该部的分析局
进行合作。该单位还和儿童与家庭局紧密合作。
72. 为了确保所有各方提高实施《性别平等法》的效力并增强利用该法保护个
人的权利，爱沙尼亚还根据若干联合国机构的建议继续开展提高认识的活动。
73. 根据欧盟统计局，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爱沙尼亚的男女薪酬差距最大。在一
项 ESF 方案中，社会事务部还开展了男女薪酬差距全面调查。这项调查的目的
是分析爱沙尼亚男女薪酬差距(原因，详细统计，等等)并且制定有助于减少这一
差距的政治措施的提案。将于 2011 年宣布调查结果。在 2010 年，为消除性别陈
旧观念，将以爱沙尼亚语和俄语进行媒体宣传运动，重点在于提高劳动市场内男
女均等机会。此外，还将开展促进各组织内性别平等的活动。为此，对性别平等
顾问进行培训并组织雇主研讨会。还支持爱沙尼亚涉及工作的性别平等网络的各
项活动。
74. 鉴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向爱沙尼亚建议考虑有关暴力侵害妇女的问
题，我们愿在此指出在方面所开展的一些活动。
75. 根据目前对爱沙尼亚夫妻关系之间暴力行为性质的调查，政府于 2010 年 4
月通过了 2010 至 2014 年减少暴力行为发展计划。该项计划也载有家庭暴力和暴
力侵害妇女的主题。为防止这一现象并为帮助受害者，发展计划规定了优先事项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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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定了具体的实施活动来防止家庭暴力(通告公众、提高法律意识)、开拓援助
受害者的可能性(调查、专业人员的培训、向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服务和程序规
则)、改进对家庭暴力案例的调查以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保护受害者。实施该计
划还包含打击人口贩运，这包括防止和受害者援助、建立针对贩卖人口的热线、
改进有关受害者的统计和改进法律实施主管部门的各项活动。由司法部门负责实
施这一计划。
76. 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行为的问题已经纳入了 Tallinn 和 Tartu 保健照料学院的
课程之内。
77. 爱沙尼亚主管当局在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和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爱沙尼亚
妇女研究和资源中心(妇女中心)已经开展了若干有关爱沙尼亚教育系统的性别敏
感和性别敏感预算的项目。
78. 2010 年，在“促进性别平等”的 ESF 措施内开展了几轮公开投标。核准了
向 2011 年将要实施的 9 个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的重点是在广大公众之间，特
别在学校和在就业中宣传性别平等和实施这一原则。
79. 爱沙尼亚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内关于实施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联合国政府间讨论(并在后来还成为正式成员，2011
至 2014 年)。2007 至 2009 年，爱沙尼亚担任了促进妇女状况的联合国妇发基金
会磋商委员会的主席，并作为联合召集人之一于 2009 至 2010 年帮助引导有关联
合国系统协调改革进程的谈判，其结果是达成了一项关于建立联合国综合性别实
体联合国妇女的协议。爱沙尼亚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以及贯彻
这些决议的原则和实施。
F.

儿童权利

爱沙尼亚保护儿童的原则是永远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国家、地方和社会
主管当局确保儿童的保护。自 2009 年 1 月 1 日以来，有一条欧洲公共热线
116 111, 这条热线用以通报处于危险中儿童的情况。所有促进居住在爱沙尼亚人
民福利的主管当局和机构必须在其各项活动内尊重儿童利益。
81. 社会事务部内设有无陪伴和被贩卖儿童的全国联络点。
82. 由地方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儿童的保护工作，地方主管部门安排儿童的保护
事项，在其各自的领域内提供援助并确保提供儿童及其家庭所需要的各项服务。
地方当局具有负责儿童保护问题的儿童保护专门官员或社会工作者。国家为改进
现有各项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并且为制订新的服务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援助。
在不具备儿童保护工作人员的地方当局内，则有一名社会工作者或另一名授权的
官员行使相关的任务。2008 年，在 227 个地方主管部门内共有 162 名儿童保护
工作者。根据儿童保护的概念，爱沙尼亚希望将儿童保护的程度提高到每 10,000
名儿童有一名儿童保护工作人员。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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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在爱沙尼亚的儿童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非政府组织
与国家紧密配合，帮助保障儿童权利并向儿童及家庭提供各种服务。活跃在这个
领域内的主要组织有爱沙尼亚儿童福利联盟、爱沙尼亚儿童基金会和儿童基金会
爱沙尼亚全国委员会。保护儿童利益委员会团结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
协会、基金会、基金、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在爱沙尼亚处理儿童和家庭问
题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希望积极参与保护儿童与家庭利益的工作，促
进制定国家儿童与家庭政策。
84. 《儿童保护法》第 10 节重要地确定了非歧视原则。儿童具有获得援助及照
料的平等权利和获得发展的平等权利，而不论其性别或年级，无论其是生活在双
亲家庭还是单亲家庭内，不论其是领养还是处于监护之下，无论其是婚内生还是
婚外生，也不论他们是否健康、患有疾病或残废。儿童还有权利由其本人或者通
过由儿童选定的代表参与制定儿童保护方案。《儿童保护法》第 11 和第 16 节内
提到了考虑儿童意见的原则和儿童参与原则。与此同时，爱沙尼亚的儿童保护积
极分子，人权机构和大法官都已指出需要现代化《儿童保护法》。因此，社会事
务部已经开始分析《儿童保护法》并且起草新法律的概念。
85. 由大法官在其职责范围内监督儿童权利遵守情况。
86. 2009 年，展开了有关创建儿童检察官机构的讨论。举行了有关这一问题各
种各样辩论和圆桌讨论。2009 年 5 月，Riigikogu 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公开会
议，讨论建立这一机构的问题。结果，所有与会者同意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但
尚未通过有关建立这一机构的最后决定。
87. 在爱沙尼亚，已经通过了若干有关儿童的战略文件。2006 年 10 月 16 日，
政府批准了 2004-2008 年确保儿童权利战略，这项战略的目的是实施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88. 2009 年年底，拟订了 2004-2008 年保障儿童权利战略的实施报告，概述了
在战略内所开展的主要活动及其结果，评估了执行战略的进程及其影响。报告提
议结合家庭政策的根本原则继续进行儿童权利领域内的战略规划，并确定一个有
关儿童和家庭的综合发展计划。
89. 2004-2008 保障儿童权利战略是第一项着重于儿童福利和生活的发展计划，
其重要产出之一是改进了不同领域和部委之间在确保儿童权利方面的合作。在实
施这项战略的进程中，还拟订了有关儿童权利和福利的若干其他发展计划和战略
文件。例如，2005 年政府核准了保护儿童概念，其目标是创建一个保护儿童权
利的综合系统并且获得修订这一领域内各项法律和条例的提案 ( 例如《家庭
法》)。2010 年，社会事务部开始拟订 2011-2020 年儿童和家庭发展计划。该项
发展计划的目的是确保更好地保护儿童权利并且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90. 少数民族问题也是国家的优先事项。2008-2013 年国家综合战略特别强调儿
童的教育活动以及正式教育系统之外的各项活动。
83.

GE.10-17128

11

A/HRC/WG.6/10/EST/1

自 2008 年以来，社会事务部协调合作组有关为儿童建立更安全因特网的活
动。2010 年，爱沙尼亚加入了欧洲更安全的互联网项目，9 月 1 日，在爱沙尼亚
儿童福利联盟的领导之下发起了一个为期 20 个月的“在爱沙尼亚提高更安全使
用因特网认识”的项目。
92. 近几年来，组织了各种各样培训活动，通过提高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
专家的认识和资质，加强体制能力。特别注意发展从事儿童工作的警官、检察官
和法官的技能。为专家和官员定期举办的培训向他们提供了有关信息：儿童权
利、人口贩卖、性骚扰及其他有关暴力行为的问题。儿童保护工作者、社会工作
者、心理学家、医务工作人员、教师和照料机构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如何对待受到
性骚扰或被贩运儿童的培训。
93. 为了提高公众有关注意、通报和防止儿童虐待的认识，已经开展了若干运
动和宣传活动，并且组织了媒体辩论。
94. 自 2004 年以来，非政府组织 Perekoolitusühing Sina ja Mina 和其他各种组织
为家长举办了培训活动。2011 年至 2020 年儿童和家庭发展计划所包括的三个主
题之一是支持家长责任。
95. 2004 年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
题的任择议定书》。自此以来，国家发展计划更把重点放在以下诸方面：防止
虐待儿童、防止买卖儿童、防止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以及打击这些现象。
《2006-2009 年打击贩卖人口发展计划》载有有关防止买卖儿童的专门措施。自
2010 年以来，在《2010-2014 年减少暴力行为发展计划》中，纳入了有关防止买
卖儿童和帮助无陪伴儿童的任务。发展计划着重于防止和减少暴力侵害儿童、青
年暴力行为与罪行、家庭暴力和人口贩运。今后几年内消除暴力侵害儿童的核心
将是校内不同形式的恃强欺弱现象、照料机构的暴力侵害儿童、互联网上对儿童
的剥削、对儿童施行的性罪行、早期侦探这些问题并援助已成为受害者的儿童。
91.

G.

人口贩运

首次打击人口贩运发展计划已在 2006-2009 年生效。该计划的重点是援助受
害者、培训专家和提高对人口贩运问题的认识。由于这是爱沙尼亚第一个此种类
型的发展计划，可以理解，其重点是创建一个合作网络，特别注重和受害者有
初步联系者、注重向他们提供援助。2010 年，政府核准了该项发展计划的实
施报告。
97. 在实施发展计划期间，为被贩运的妇女和卷入卖淫的妇女建立的两个受害
者住所和一个康复中心。自 2006 年以来，400 多名妇女在那里得到援助。2005
年创建了 Atoll 康复中心。自 2004 年以来，“为明天而活着”非政府组织运行了
一条防止人口贩运的热线。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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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对贩卖人口的案例作出反映并且为了更好地确认受害者，制订
了一本手册和指南。向所有处理受害者的机构发送了这些材料。手册和指南还包
括一份联络点清单，人们可以和这些单位联系以获得援助。
99. 根据《受害者支持法》，所有沦为忽视、虐待或身心虐待或性虐待的受害
者都有权得到受害者支持。这些罪行受害者也可以获得赔偿。《受害者支持法》
以及全国受害者支持系统也适用于人口贩运受害者。
100. 已经进行了若干有关人口贩运的调查，分析爱沙尼亚的局势，人口贩运的
原因、中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对人口贩运的认识和态度、爱沙尼亚居民对卖淫
和被卷入卖淫妇女的态度。在规划新发展计划之下各项活动时，将考虑这些调查
结果。
101. 自 2010 年以来，《2010-2014 年减少暴力发展计划》有一个单独的部分论
述人口贩运。新的发展计划更加注重减少劳动剥削和非法移民走私的活动，更加
注重在有关无陪伴未成年人方面改进边界控制的活动。另一个目的是制定一项收
集有关人口贩运受害者统计数字的方法。
102. 爱沙尼亚积极参加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内区域打击人口贩运工作组的工作。
103. 2007 年，立法修正案生效，得以使人口贩运受害者获得暂时居住许可，一
名人口贩卖受害者可以从国外申请在刑事诉讼期间在爱沙尼亚暂时居住许可。
104. 2010 年 2 月 3 日，爱沙尼亚签署了《欧洲委员会打击贩运人口公约》。
105. 在最近 3 年里，爱沙尼亚没有发生任何贩运儿童的案例。 然而，目前的
官方罪行统计并不充分反映人口贩运的问题，因为统计数据仅包括根据《刑法》
具体章节启动的诉讼程序(例如奴役、卖淫调解)。改进统计数据的收集是减少暴
力行为发展计划之下的目标之一。
106. 根据司法部拟订的分析，已经发起了对《刑法》的修正。正如买卖儿童、
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 Najat M’jid Maalla 所建议的那样，修
正案将专有一项把人口贩运作为罪行论处的条款。
107. 为了在广大公众和在爱沙尼亚旅游者之间提高有关人口贩运的认识，外交
部在其传单中强调了这个问题以及潜在的危险，在旅游交易会、飞机场、旅行社
及其他地方散发有关的资料。外交部还对爱沙尼亚的外交官和领事官员进行培
训，以承认和援助国外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因为这些人员往往是受害者第一接触
人士。
98.

12

H.

少数民族、融入、公民身份、难民

根据《宪法》第 49 节，人人有权保留其民族特征。根据第 50 节，少数民
族有权利根据《少数民族文化自治法》所规定的条件，并根据该法所规定的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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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民族文化的利益建立自治机构。此外，《宪法》第 12 节禁止基于民族与
文化的歧视。
109.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代表 100 多个种族群体的人居住在爱沙尼
亚。绝大多数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人民是爱沙尼亚族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最大的
少数民族群体是俄罗斯、其后是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其他民族。目前爱沙
尼亚人口的组成极大地受影响于历史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爱沙尼亚人
占人口的 88%。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情况迅速改变，目前的情况大部分受影响于
自 1945 年以来国家人口定居政策来自苏联不同区域的人。作为移民，这些人在
爱沙尼亚共和国恢复独立之后并没有自动地得到爱沙尼亚公民身份，他们可以申
请爱沙尼亚公民身份或者申请作为苏联法律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身份。
110. 爱沙尼亚人认为外国人融入其社会是一件具有民族重要意义的事件。融入
爱沙尼亚人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在
这个社会内常住人口具有强烈的爱沙尼亚国家特征，分享共同的民主价值和在公
共场合用爱沙尼亚语言交流，在这个社会内每个人能够通过参与社会的经济、社
会、政治与文化生活实现自我造就并感到得到保障。自 2000 年以来，爱沙尼亚
政府为实现这个目的通过并实施了融入方案 。1998 年，为解决融入问题建立
了一个特别的基金会，目前的名字为“我们的人民”融入和移民基金会。
111. 最近的融合监督调查表明自俄罗斯联邦决定对持爱沙尼亚外国人护照者放
弃签证要求之后，申请爱沙尼亚公民身份(或者任何国家公民身份)的兴趣大大减
少。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不申请公民身份的理由大多数在实质上是非常实际的，获
得爱沙尼亚公民身份之后增加了到俄罗斯旅行的难度是一个重要的理由。还应该
指出，爱沙尼亚人口中未确定公民身份的人的比例从 1992 年的 32%降至 2010 年
5 月的 7.3%。
112. 根据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各种机构的建议，为和少数民族进行磋商已经设
立了若干代表性的机构，其中包括文化部以下的少数民族理事会并于 2010 年设
立了作为理事会一部分的爱沙尼亚少数民族青年议会，2010 年 5 月在爱沙尼亚
合作大会之下设立了少数民族圆桌，并在地方主管部门设立了咨询议会。
113. 爱沙尼亚已经采取若干措施促进归化，进一步减少未确定公民身份的人
数。特别注意 15 岁以下的未成年者，其父母可以通过简易的程序申请爱沙尼亚
公民身份。2007 年开展了主要针对此类儿童家长的大力宣传运动。
114. 由于这一宣传运动的结果，15 岁以下的儿童占所有公民身份申请者的大多
数，并在实际上没有发生拒绝其获得公民身份的案例。
115. 由于爱沙尼亚语熟练程度要求是申请公民身份的障碍之一，除了赔偿语言
学习费用的程序之外，已经扩大了免费学习爱沙尼亚语的机会 。这样，爱沙尼
亚语培训还有助于为个人在劳动市场创造更好的机遇。
116. 若干联合国及其他机构建议爱沙尼亚应该修订《全国少数民族文化自治
法》或者通过若干有关少数民族的一般法律。然而爱沙尼亚政府认为现有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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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GE.10-17128

A/HRC/WG.6/10/EST/1

法，特别是《宪法》早已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根据《宪法》人人在法律
面前享有平等，爱沙尼亚公民、和在爱沙尼亚的外国公民与无国籍者人人都平等
享有各种权利自由和职责。政府认为，与其制定重申这些权利的宣言性法律，不
如将其首要重点置于确保实施现有的立法和有效保护各种权利。在这样做时，最
为重要的考虑是实施有关方案的少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组织《少数民族文
化自治法》所规定的各项活动――教授母语、组织文化活动、创造基金、促进少
数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助学金与奖学金，等等――对不能够申请文化自治的那些种
族群体也是可能的。目前在爱沙尼亚有 300 个注册登记的民族文化社团和协会。
自 1991 年以来这些组织从国家预算资源资助用以支付其运作开支。
117. 爱沙尼亚提供以爱沙尼亚语和俄文获得教育的可能性。国家预算资助一个
全国俄语电台、部分俄语电视频道和在 Tallinn 的俄语戏剧院。
118. 爱沙尼亚是《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因此这项公
约已成为爱沙尼亚国内法的一部分。2010 年，爱沙尼亚提交了有关《公约》实
施情况的第三次报告。
119. 自 1997 年以来爱沙尼亚是《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1951 年)的缔
约国并且是其《纽约议定书》(1967 年)的缔约国，因此有义务保护符合这些《公
约》所规定条件的外国人。
120. 2006 年 7 月 1 日，《准予外国人国际保护法》生效，替代了先前的《难民
法》。这项法律在爱沙尼亚立法中融入了欧洲联盟有关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流离
失所者权利的方针 并确立了有关给予外国人暂时保护的规则。
121. 爱沙尼亚有关难民地位的立法符合国际要求。爱沙尼亚当局和联合国难民
高级专员办事处等若干国际组织密切合作。
15

I.

残疾人和老年人

根据《宪法》，残疾人受到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的特别照顾。
123. 残疾人汇聚在爱沙尼亚残疾人议会之下，这是一个残疾人协会的伞形组
织。议会有 46 个成员组织。该组织于 1993 年建立，其成员不断地增加。
124. 议会的目的是在保障宪法权利(保健、教育、就业)方面打击社会排挤和歧
视。为实现这一目的，开展了各项活动支持残疾人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以及他们
的社会、经济和就业方面的融入与参与。
125. 2003 年举行的合作理事会讨论了有关残疾人的重要问题。来自社会事务部
和残疾人组织代表参加了理事会的工作。其任务是通过对话和合作确认必要的服
务、优先事项和提供资金的程度。所有立法草案还提交残疾人议会供其核准。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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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剥削和骚扰残疾人和暴力侵害残疾人，采取了常规措施在社会不
同层次的不同目标群体和代表中提高认识。特别注意通过散发资料和改进获得培
训和文件的便利性，向残疾人宣传他们的各项权利。
127. 人权委员会 2010 年向爱沙尼亚提出的建议中指出需要在司法诉讼程序中
确保智障者的权利。政府特别注重这些建议。Riigikogu 正在辩论政府为修订
《刑事诉讼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提交的一份法律草案。为了确保更好地保护基
本权利，这些修正还载有若干更改。除其他事项外，在拟定草案时，考虑了大法
官提出的建议：在实施强制性精神治疗的过程中，考虑保护个人的权利。
128. 爱沙尼亚还准备加入《残疾人权利公约》。
129. 帮助人民适应晚年生活是爱沙尼亚社会政策基础之一 。老年人的问题与
提高生活水准和保障人权紧密关联。老年人的福利首先依赖于他们的社会融入，
而经济保障在社会融入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130. 爱沙尼亚有关老年人的政策是以“人人和谐社会”的国际原则为基础的，
这意味着社会是由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他们应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而不论其年
龄大小。老年人政策着重于涉及老年人地位和生活条件的目标，有关战略以及行
动类型。主要目标之一是创建一个提高老年人适应能力的灵活服务制度。
131. 爱沙尼亚老年人政策的目标如下：
• 考虑到爱沙尼亚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参照老年人中间的适应和健康问
题以及老年人的心理、文化、宗教及其他重要问题，将有关老年人的
政策融入其他社会政策领域(就业、教育、住房、等等)；
• 确保老年人的生活水准维持老年人的尊严，并确保与社会其他年龄组
相比具有同样的地位；
• 视年龄歧视为不道德的做法，促进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参
与；
• 加强对逐渐变老认识，加强保持有助于延长平均寿命的健康习惯、身
心和社会能力的知识；
• 向老年人解释自助的重要性，促进代沟间的融洽、相互了解和合作；
• 老年人是传统、文化遗产和精神价值开往继来的维护者并且是民族特
性的保证者，应珍惜老年人；
• 为老年人的独立适应和感情福利创造机会；大量解释为确保更为知情
地参与社会生活需要不断自我教育的必要性；
• 确保需要立即援助的老年人具有合适的居住环境，并帮助其康复；
• 呼吁媒体报道老年人的问题、他们适应社会和参与社会的问题。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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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养老金制度、家庭津贴和劳动市场措施

爱沙尼亚已经加入了《欧洲社会宪章》，每年社会事务部提交一份有关履
行《宪章》所规定各项义务的报告。社会保障涵盖不同的领域：养老金、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殉葬津贴、残疾人津贴和对罪行受害者的支助。
133. 根据爱沙尼亚养老金制度，国家和个人都为养老金捐款 。
134. 爱沙尼亚的家庭津贴目的是部分补偿养育子女、子女照料和教育对家庭的
费用 。国家为所有 16 岁以下儿童支付家庭津贴。如果一名儿童就学与基础学
校、高等中级学校、或者就学基于基础教育的职业培训学院，他们有权利在 19
岁以下获得家庭津贴。还有有子女的家庭免于交税。
135. 2003 年实施的家长津贴的目的是帮助调和工作与家庭生活。家长因照料孩
子而暂时中断就业，家长津贴为该家长前一个日历年的平均工资。所有家长都有
权获得家长津贴。从产假最后一天之后享受这一权利，在产假开始后第 575 天中
止享受这一权利。
136. 生活津贴是国家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援助，由地方政府支付。在除去与居住
相关的固定开支之后每月的净收入低于生活水平的独居者或家庭有权利得到生活
津贴。Riigikogu 为每个预算年在国家预算中确定生活津贴的水准。生活水准根
据用于食品、衣服、鞋子及其他满足最低需求的物品和服务的消费的最低开支予
以确定。必须承认，由于经济下滑，需要生活津贴的家庭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137. 为了减贫，地方主管部门还根据具体的情况，采用社会服务或其他形式的
社会援助。例如，紧急社会援助向因失去或者缺少生存方式而处于社会无助状况
的人提供。当这些人不再因失去或者缺少生存方式而处于社会无助状况，则不再
向他们提供紧急社会援助。
138. 根据《宪法》第 29 节，人人有权自由选择其活动领域，专业和工作地
点。政府根据社会伙伴所提交的协定确定最低工资的比率。
139. 爱沙尼亚的所有雇员都享有失业保险。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以保障在失
业、集体超员和雇主无力偿付的情况下赔偿雇员。从失业保险付款收到的金额中
支付失业津贴。《劳动市场服务和福利法》控管劳动市场服务和福利 的提
供。根据每个人的个人需要为每个顾客选择适当的劳动市场服务。除了失业人员
之外，地方失业保险基金办公室向打算更换工作的人和雇主提供援助。
140. 2008 年 12 月，通过了新的《就业合同法》。该法于 2009 年 7 月 1 日生
效。新法从灵活性原则出发，将爱沙尼亚的劳动法与私法原则相符合，并且提高
法律环境的透明度。一项综合法律替代了沿用至今的若干法律，使得雇主和雇员
能够更容易理解其权利与义务。新法促进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动各
方在他们之间达成协议。
141. 2008 年年底以来，爱沙尼亚劳动市场感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体现在
就业迅速减少，失业人数上升 。考虑到这一局势，2010 年国家将其大多数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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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引向促进创造就业和避免长期失业的措施上。所提的措施包括工资补助、创
办补助和实际培训，还有支持积极态度的措施。2010 年，还使工资补贴的条件
变得更加灵活。
142. 社会事务部正在审查《劳动市场服务和福利法》以便使为失业者提供的咨
询和工作调停变得更加有效更加以顾主为中心。根据 2010 年经合组织关于爱沙
尼亚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的报告，在危机期间以及在预算危机情况下，重要的是
将重点置于有效详细的寻找工作和工作调停的咨询之上。
143. 经济事务和通信部正在实施各种措施促进有助于防止失业且同时减轻现有
失业状况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举措。
144. 在爱沙尼亚区域举行的信息日期间提供了有关劳动市场措施和有关立法修
正的信息。还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宣传运动。
K.

教育

根据《宪法》第 37 节，人人有权接受教育。法律具体规定，学龄儿童的
教育是义务性质的。在国家与地方政府的一般教育学校内，教育是免费的。为了
便于获得教育，国家与地方当局必须维持所需要的教育机构的数量。也可以根据
法律建立和维持包括私立学校在内的其他教育机构。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选择作
最后的决定。
146. 主要由《教育法》及其他立法补充《宪法》，规定当年 10 月 1 日之前年
满 7 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学生必须上学直至他们获得基本教育或者达到 17 岁为
止。根据爱沙尼亚统计，18 至 24 岁青年人中未获得基本教育而中止学习的比例
大约为 15%。由于未能遵守强制性上学规定和辍学是个问题，2010 年 9 月 1 日
生效的新的《基础学校和高等中级学校法》更注重就学情况及其对家长、学校和
地方政府的实施情况。
147. 所有残疾儿童和需要特别援助的儿童有权利获得与其能力相应的教育。因
此，新的《基础学校和高等中等学校法》更重确保适合于具有特别教育需求儿童
的教育，例如制定个别的课程和提供各种支持服务等。
148. 根据《宪法》，人人有权接受以爱沙尼亚语进行的教育。然而，在少数民
族教育机构内授课语言是由教育机构选择的。目前，已有可能接受以爱沙尼亚语
和俄语授课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将近 19%的学生就读于以俄语为授课语言的学
校；此外，在私立学校内，有可能学习芬兰语和英语。可以获得以爱沙尼亚语和
俄语授课的职业教育。在若干专业内，也提供用俄语授课的高等教育。政府平等
地向所有学校提供资金而不论其授课语言。
149. 近几年来，极其重视将讲俄文的学校转变为于 2007 年开始用爱沙尼亚语
进行部分授课的学校。到 2011/2012 学期年，在爱沙尼亚的所有学校至少 60%的
科目必须用爱沙尼亚语授课。政府还确定 5 个科目――爱沙尼亚文学、公民教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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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音乐、爱沙尼亚历史和地理――必须用爱沙尼亚语授课，其余科目将由学校
自己决定。
150. 教育与研究部向所有讲俄文的学校提供财政援助，这些学校除了开设用爱
沙尼亚授课的必读科目外，还开设其他科目。已经制定了支持用爱沙尼亚语授课
的学习材料，所有学校都得到购买爱沙尼亚文学、公民教育和爱沙尼亚音乐的学
习材料的支持。由于各种各样调查和与学校的直接联系表明在讲俄语的学校内
教师尚不能胸有成竹地用爱沙尼亚语讲授各种科目，因此不断地为教师组织了
在职培训 。
151. 2010 年 1 月，政府核准了新的基础和高等中等学校课程。国家教程内载有
为爱沙尼亚语和为讲俄语学校的语言与文学科目规定的不同教学大纲。在高等中
等学校一层，还根据授课语言对语言和文学科目规定了不同的教学大纲，包括爱
沙尼亚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大纲。在讲俄语学校的内将俄语作为母语来教授，
在文学课内更注重俄国文学。新的国家教学大纲也涉及文化多样性，在讲爱沙尼
亚语和讲俄语的学校内所有老师的任务是支持学生的文化多样性并且培养对其他
文化和宗教群体的容忍态度。
22

四. 成绩与缺点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爱沙尼亚已能够创建一个
遵循以法治为本的民主国家原则的羽翼丰满的司法制度。没有理由怀疑爱沙尼亚
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也没有理由谈论侵犯公正审判权利的行为。
153. 随着 2009 年通过新的《平等待遇法》，爱沙尼亚在整个社会保障平等机
遇和防止歧视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一步必须确保全面实施《性别平等
法》和《平等待遇法》。
154. 爱沙尼亚的归化进程是成功的：1992 年将近有 50 万外国人(492,000)，目
前这个人数降至不到 10 万人。特别是，针对没有确定公民身份儿童的家长所采
取的措施极其成功。然而，政府通过提供免费的语言课程、组织信息工作以及继
续对公民身份申请者采取个别做法，继续努力增强公民身份申请者的动机。
155. 在 2006 至 2009 年第一个打击贩运人口发展计划内，创建了一个能够运作
的国内人口贩运合作网，发展了援助受害者的初步能力，开始了国际合作。目前
的挑战是减少有关人口贩运的罪行。2010 年发起的减少暴力行为发展计划也将
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156. 作为一项的重要成绩，我们愿提及通过并实施了 2004 至 2008 年保障儿童
权利战略。今后的挑战包括更加注重防患于未然。大法官与若干非政府组织都已
指出需要设立一个儿童检察官机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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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服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工资补贴在爱沙尼亚显示出其效力，帮
助确保 4,000 多人就业。另一个积极的征兆是 2010 年失业增长减缓。然而，尚
须找到资助积极劳动市场措施的可能性。

157.

五. 义务

爱沙尼亚政府确认其将全力以赴地在地方以及在国际各级彻底保护人权。
159. 为了改进传播有关人权的信息和保护人权，爱沙尼亚是成为欧洲理事会成
员的候选者，在国际组织以及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我们继续特别注重妇女与儿
童的权利。
160. 在平等待遇和性别平等领域内、特别有关妇女权利方面，在将少数民族融
入爱沙尼亚社会方面，在改进司法保障方面，爱沙尼亚将加紧努力。
161. 政府将继续解决本报告中所指出的各种缺点。将继续实施和进一步制定本
报告内所描述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162. 爱沙尼亚将继续提交有关实施人权文书的定期报告，将继续散发有关特别
人权程序的资料，并将继续与这些程序进行合作。
158.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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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 3 of the Estonian Constitution, generally recognised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r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Estonian legal system. Ratifie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become directly
applicable in Estonia.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n case of a conflict between Estonian laws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atified by the Riigikogu,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apply. Estonia
shall not enter in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which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
Estonia is also considering recognising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the UN Children’s Fund, the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the UN Population Fund, the UN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and the
UN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
Judges are appointed for life
judges may be removed from office only by a court judgment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a judge of a court of the first instance and a court of appeal may be brought
during their term of office only on the proposal of the Supreme Court en banc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a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may be brought
during their term of office only on the proposal of the Chancellor of Justice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Riigikogu.
The Chancellor’s independence is guarante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rough the Chancellor of Justice Act, the grounds and procedures for appointing the
Chancellor to office and for release from office, limitations on the Chancellor’s activity (e.g. the
prohibition to belong to a political party, engage in business etc)
requirements for the officials
working in the Chancellor’s Office (e.g. prohibition to belong to a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budget
(decided by the parliament).
The Commissioner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separate from the Chancellor of Justice. Nevertheless, the
law requires both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persons and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equality and
equal treatmen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cedures carried out by the two institutions lies in
the obligatory nature of the outcome. The Chancellor’s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are voluntary and
both parties to the dispute must agree to initiating the proceedings. If the parties agree, the Chanc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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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forms an opinion whether discrimination has taken place or not. If the parties consent with the
Chancellor’s opinion and enter into a relevant agreement, performance of the agreement becomes
binding on them. The Commissioner, however, may express an opinion on possible discrimination
only upon a request by one of the parties, but the opinion is not legally binding on the other party.
In 2009, the Estonian Union for Child Welfare and the Eston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drew up
study materials on human rights.
1) to execute a conviction or detention ordered by a court
2) in the case of non-compliance with a direction of the court or to ensure the fulfilment of a duty
provided by law
3) to combat a criminal or administrative offence, to bring a person who is reasonably suspected of
such an offence before a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or to prevent his or her escape
4) to place a minor under disciplinary supervision or to bring him or her before a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impose such supervision
5) to detain a person suffering from an infectious disease, a person of unsound mind, an alcoholic or
a drug addict, if the person is dangerous to himself or herself or to others
6) to prevent illegal settlement in Estonia and to expel a person from Estonia or to extradite a person
to a foreign state.
For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der Equality Act, two publications have been issued. For the
wider public, the Gender Equality Act is explained in a clear and simple short overview published in
Estonian and Russian. A commented edition of the Gender Equality Act is meant for lawyers, judges
and other legal experts. Comments are also intended to assist ministr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strategy and employers in meeting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by the Act. In the next period of the programme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training seminars on
these issues are also planned. At the end of 2010, a longer collection of analytical articles on the
subject in Estonian and Russian will be issued.
In 2008, there were a total of 162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in 227 local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child protection, Estonia wishes to bring child protection up to the level where there is
one child protection worker per 1,000 children.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existenc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approximately seven million kroons have
been spent on financing earmarked activities instead of the initially planned approximately five
million. Initially, money for several large initiatives, for example for launching the hotline and
shelters for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provision of rehabilitations services, was received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rough international projects of Nordic countries, but by now the
funding obligations are covered from the state budget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2009, 116 criminal offence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to human trafficking were
registered in Estonia. Under the human trafficking provisions, 22 persons were convicted and two
were acquitted.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programme Integration in Estonian Society 2000−2007, in 2008 th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Estonian Integration Strategy 2008−2013. The strategy is supported by the
implementing plan,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is discussed annually by the Government.
In autumn 2009 a programme funded from the European Fun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ird-Country
Nationals was launched. This enables to offer Estonian language courses for all persons with
undetermined citizenship or citizens of third countri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subsequently sit the
citizenship examination or not.
2001/55/EC, 2003/9/EC, 2003/86/EC, 2004/83/EC, 2005/85/EC.
In Estonia, elderly people make up about 15.9% of the popul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UN
Population Prospects, by 2030,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Estonia may constitute even one fourth. This
imposes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on the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Pillar I The state pension means a pens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through which the
current taxpayers pay pension to the current pensioners. State pension insurance ensures people’s
income in the case of old age, incapacity for work or loss of a provider.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tate
pensions in Estonia
pensions depending on a person’s work contribution (old-age pension,
incapacity for work pension, and survivor’s pension) and a national pension, i.e. the minimum
pension. The minimum pension rate in 2010 is 2009 kroons.
Pillar II The mandatory funded pension is based on pre-financing, i.e. an employed person himself
or herself collects their pension by paying 2% of their wages to the pension fund. The state adds to
this 4% on account of the 33% social insurance tax paid on the person’s wages. Although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crisis, in 2009 and 2010 the Government suspended the payment of its sha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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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the state’s payments will continue to the full extent in 2012 and, in case of persons who
had continued to make their own payments during the suspension period,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will
increase.
Pillar III Supplementary funded pension is a voluntary private pension which allows for additional
savings to maintain the habitual standard of life also in the old age.
The types of family benefits are as follows
childbirth allowance, child allowance, child care
allowance, single parent’s child allowance, conscript’s child allowance, allowance of a child under
guardianship or foster care, start in independent life allowance, adoption allowance, and parent’s
allowance of a family with seven or more children.
First, Estonian inhabitants can deduct from their annual income the education costs (including interest
paid on student loan) of children under 26 years old or foster children. Secondly, one of the parents
(or the person maintaining the child) can also deduct from 2009 additional non-taxable income as of
the second child in the family under 17 years old.
Labour market benefits include the unemployment allowance, grants paid to unemployed persons
who participate in labour market training, work practice or coaching for working life and transport
and accommodation benefit.
Among the hardest hit were sectors employing mostly men (construction,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consequently the drop in employment of men was particularly sharp. In 2009, the number of new
recipient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 (54,970) increased more than three-fold as compared
to 2008.
As the transfer has only lasted for a few years, it is currently not possible to say with full certainty
how it has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provided in Russian-speaking school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s of pupils of Russian-speaking schools have been above
average and, according to employers, young people with a knowledge of several languages also have
better opportunities on the labour market as compared to those who only know Est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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