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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和方法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有一项促进、保护和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政策。根据《宪法》制定的国家法律框架鼓励保护人权，并为基本人权遭受侵犯
或危害的任何人提供补救机会。
2. 法律事务部长负责与有关政府各部及非政府组织协调会晤以编写本报告。
1.

二. 国家背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岛链南端，是一个群岛，其中圣
文森特岛最大，格林纳丁斯群岛次之，由 Bequia、Canouan、Mayreau、Union
Island、Palm Island、Petit Saint Vincent 和另外一些小岛组成。
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领土面积 384Km , 总人口 111,380 人。1979 年 10 月
27 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从英国获得独立，实行英国式议会民主制，保留
英联邦一部分的地位。众议院是一院制议会，有十五名选出的议员和六名任命的
参议员。议会在任何一次解散之后，任期五年，自众议院第一次开会之日起。总
督任命参议员，其中四名根据总理的建议，两名根据反对党领袖的建议。
5. 法律制度源于英国普通法和法规。全国分三个辖区，共有十一个法院。东加
勒比最高法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由一个上诉法院和一个高等法院组成。对
最高法院对《国家宪法》规定和根据《国家宪法》提起、源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的案件的裁决的上诉经议会提交女王陛下。在决定成立加勒比共同体的《查
瓜拉马斯条约》修订本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承认加勒比法
院的基本管辖权。
3.

2

A.

宪法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宪法》1979 年生效，在发现有任何其他法律与《宪
法》不符的情况下，《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律，其规定处于压倒地位，有关法律
与宪法不符的部分无效。
7. 2009 年 11 月 25 日，为通过关于制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新宪法的一项法
案举行了公民投票。只有 43.13%的选民赞成该法案，而其通过需要公民投票产
生的有效票数的三分之二赞成。这次公民投票是第一次由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一
个成员国举行。
8. 1979 年《宪法》第一章涉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保证保护生命权、人
身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迁徙自由。它还规定，保护人
们免遭奴役和强迫劳动，不人道待遇、剥夺财产、任意搜查或进入住宅、基于性
别、种族、原籍、政治观点、肤色或信仰的歧视，保证法律保护，包括受公正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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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假设无罪的权利。《宪法》还促请实行保护条款，规定任何人在认为基本权
利和自由遭受或可能遭受侵犯的情况下均可向高等法院申请补救。
B.

法规
9.

为确保良好治理以及调节和改善人民生活制定了下列等法规：
(a) 《(防止盗窃)农产品和牲畜法》，2007 年 ；
(b) 《香蕉产业法》，2009 年 ；
(c) 《银行法》，2006 年 ；
(d) 《加勒比共同体法》，2005 年 ；
(e) 《狂欢节发展法》，2002 年 ；
(f) 《版权法》，2003 年 ；
(g) 《家庭暴力和婚姻诉讼法》，Cap 165 ；
(h) 《家庭暴力(简易诉讼)法》，1995 年 ；
(i) 《毒品(防止滥用)法》，Cap 219 ；
(j) 《贩毒治罪法》，1993 年 ；
(k) 《教育法》，1992 年(2006 年修订) ；
(l) 《环境卫生服务法》，1991 年 ；
(m) 《同工同酬法》，1994 年 ；
(n) 《信息交流法》，2008 年 ；
(o) 《金融情报部门法》，2001 年 ；
(p) 《新闻自由法》，2003 年 ；
(q) 《法律修订法》，2009 年 ；
(r) 《已婚妇女财产法》，Cap 175 ；
(s) 《刑事互助法》，1993 年 ；
(t) 《国家公园法》，2002 年 ；
(u) 《占有权法》，2004 年 ；
(v) 《犯罪和洗钱收益(防止)法》，2001 年 ；
(w) 《就业保护法》，2003 年 ；
(x) 《官方援助法》，Cap 231, 1990 年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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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就业条件)法》，Cap 208 ；
(z) 《公务员保护法》，Cap 209 ；
(aa) 《地区安全法》，2005 年 ；
(bb) 《承认离婚与合法分居法》，Cap 178 ；
(cc) 《罪犯改造法》，2009 年 。
2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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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进和保护人权
A.

住房

住房和土地开发公司(住房土地公司)是一个法定机构，负责为居住和社区规
划和开发住房与土地。它的任务协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向全国公民提供
适用住房，同时按计划进行发展工作，从战略上确保其作为一个法定机构的可持
续性和有效性。
11. 住房土地公司开展了一个非正式定居项目，目的是调查了解许多经济弱势
人口的基础设施要求和土地所有权问题。
12. 2003 年开始执行的无收入/弱势群体(每月收入 0 至 750 美元的人口)、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计划改善了数以百计的圣文森特家庭的生活条件。建设了
521 座适合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和 14 座适合中选收入家庭的住房。
13. 重点是无收入人口住房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解决月收入低于 700 美
元、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建造和翻新其住房人口的居住需要问题。这个计划
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这种计划。数以百计的圣文森特家庭
可受益于这个计划。
10.

B.

教育

本届政府认为，教育是为了生活和生产。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目前正在
进行一场全面的教育革命。
1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促进均衡与平等的各项倡议的签字国。这包括
《儿童权利公约》(1990 年)，其中强调每个儿童都有受小学教育平等机会的基本
权利；《2000 年达喀尔人人受教育行动纲领》，其中规定，学校应当不论身
体、智力、社会、感情、语言条件或其他条件如何，接受所有儿童。
16. 1992 年的《教育法》规定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正式教育制度，是国
家治理、组织、管理和规范教育的主要法律文书。根据这项法律，第一次规定了
义务教育和向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教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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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教育政策》详细阐明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发展教育的
道理和理念。国家的教育理念就是，认为所有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有学习
能力。
1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认识到，适当的幼儿教育可最大程度地缩小儿童进
入正式教育系统时的差异，因此推行了幼儿教育管理条例，包括为幼儿教育学校
发放许可证，这类学校目前都由私人机构经营。
19. 为提高学龄前教育的入学率，国家正在向私人拥有和经营的幼儿教育中心
投资以对其设施进行升级，确保学龄前教育的质量和平等。另外，国家还在一些
新建小学中建设学龄前教育中心，计划建设八个设施。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从学龄
前教育到小学教育的顺利过渡。这些中心将面向所有儿童，包括残疾儿童。
20. 在团结劳动党执政之前，教育普遍存在着不公平情况。在中等教育方面，
政府决定改变不公平状况，于 2005 年开始实行普及教育。2010 年，2,161 名考
生参加了入学考试，其 57.6%达到规定标准。和 2001 年以前的 35%至 40%相
比，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2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致力于为所有人实现公正和平等，争取根据个人需
要和能力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入学机会。由于为适应乡村地区学生的需要建立了
更多地理位置方便的学校，进入中等学校的学生增加了。为适应残疾儿童的需
要，在轮椅通行困难、而有残疾学生的学校铺设了坡道。新建学校的设计都全球
残疾学生通行。
22.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有一项全国学生贷款方案，旨在向希望继续学习并
在完成学业时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学生提供贷款。
23. 2002 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作出了一项决策，为学生贷款方案拨
出一部分资金，以帮助最贫困的人口。方案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有能力、但没有
资金和其他资源达到标准学生贷款办法要求的学生。根据这一方案获得贷款的学
生要签署一张标明贷款数额的债券。被批准按该方案获得贷款的人由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政府提供贷款。
24. 另外，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成人识字运动和成人教育方案大幅度降低了功能
性文盲率。
17.

C.

1995

社会保障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推行了很多办法，包括：
(a) 农业、土地和渔业部设立了“贫困救济基金”，这使得农民得以克服
因为香蕉减收造成的困难。
(b) 社会发展部的“社会复兴方案”备有资金，用以支持社会和社区发展
项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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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需要信托基金”项目，这是加勒比开发银行发起和管理的一个
项目。这个项目到目前已经开展了二十年。这个项目援助低收入社区，向他们提
供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帮助他们培养技能和提高可雇用性。
(d) “老年人家务助理”，这个项目不只是为了帮助贫困老年人和减轻贫
困对这部分人口的影响，也是为提供家务服务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所提供的帮助
包括清扫、做饭、洗澡和办事等。
(e) “社会安全网方案”，这是一个提供政府援助的方案，例如，为穷人
提供建筑材料；为贫困学生提供制服、交通、考试费和饭食。另外，家庭服务处
还为 6000 多名 65 岁以上的人每月提供 200 元的援助。还为老年人提供交通补贴
和水电费减收。中央供排水局与圣文森特电力服务公司的合作促成了水电费减
收。
(f) “图书租借办法”，根据这一办法，中学生可以每年 50 元的代价租用
全部图书。
(g) “技能培训方案”，这是政府主办的一个方案，目的是向年轻人提供
非普通领域的技能，以便于他们准备就业。培训领域包括：木工、陶工、手工、
焊工和管工。也在努力培养年轻人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
(h) “流浪儿童教养方案”，按照这一该方案将住在或工作在街头的儿童
或有这种危险的儿童送回学校，还向家长提供帮助和如何照料这种儿童的培训。
(i) 政府资助青少年母亲返回学校，替她们支付各种费用、买书、提供交
通并为婴儿提供日托。这个该方案的成功实行已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个区域
最佳做法。同时，方案援助范围准备扩大到年轻的父亲，向他们提供支助服务，
并使他们准备扮演好父亲角色。
(j) “国家保险服务”，这一社会保障该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为退休人员提
供长期福利。其前身“国家预备金”是根据 1970 年第一号法案于当年 1 月设立
的。根据 1986 年第 33 号法案，“国家保险服务”于 1987 年 1 月 5 日开始运
营。“国家保险服务”的部分战略目标是“管理好我们的社会保障方案，以在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
“国家保险服务”的社会援助方案之一就是“无摊款养老金”，其目的是向
最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收入。这个方案向符合与规定贫困类别相联系的特定资格标
准的很多个人提供现金帮助。生活状况调查通常是对个人收入和财产进行调查，
这是确定是否符合资格的一个主要条件。
自 1995 年以来，“国家保险服务”共为学生贷款提供了约 710 万元。这一
贷款制度正在逐步变为由国家商业银行实行。但“国家保险服务”仍致力于向以
前被纳入贷款办法范围的学生提供全面服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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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男女平等和扶持妇女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曾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采用和促进落实在第
十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妇女大会上通过的“基多共识”，继续加强各种机
构、方案和伙伴关系，以促进经济好转和社会进步。
27. 政府信守下列公约规定的义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79
年)、《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53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2000 年)和
《美洲预防、惩治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Belem Do Para 公约”，1994
年)。
28. 2001 年男女平等事务部的成立对与男女平等有关问题的处理产生了重要而
积极的影响。
29. 《国家宪法》第 13 条体现了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这一总政策。另外，《宪
法》第 16 节规定，法院要保护任何宪法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节保证，在基本权
利遭受侵犯时人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到目前为止，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还没有任何妇女因遭受《宪法》禁止的歧视提出申诉。为了在认为遭受歧视的具
体情况下向妇女提供补救办法，通过了一些法规。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产假。
30. 《宪法》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为落实这一规定采取的措施包括向感到遭
受歧视的妇女提供支援。男女平等事务处向妇女和公众提供有关信息和培训。
3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制定了国家人口政策，并在中央规划处设置了
人口政策科。自那时起就有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规划纲领，其行动计划由社会发展
问题部间委员会负责执行。该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男女公正和男女平等。
32. 1992 年家庭事务法院的成立和全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成立为落实有关确保
男女平等的法规提供了有利条件。1998 年《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具有特别重
要意义。为维护妇女和女孩的权利以及保护儿童不受性剥削，正在进一步修改法
律。
3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政府机关和机构遵照议会通过的有关法规行事。
总的来说，公众不分男女，其待遇是相同的。在某些情况下，妇女比男人受到更
多的礼遇和尊重。
3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一起，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的帮助下，为消灭基于性别的暴力现象，加强国家责任和社区行动，采取了一些
措施。
35. 根据 1992 年《家庭事务法院法》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家庭事务法
院提供了一个非对抗性环境，其中所注重的不是惩罚，而是社会支援服务。尽管
如此，妇女在家庭事务法院中仍可依照具体法规在她们遭受歧视的领域直接寻求
补救办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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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与儿童权利委员会、家庭事务处和全国妇女委员会合作，共同解决
危机中心的需要。
37. 政府高度重视所有公民的安全。男女平等事务处负责处理对妇女和女孩的
侵犯及其原因问题。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和犯罪一直是政府优先关注的问题。
38.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认识到决策方面的平等对扶持妇女的重要意
义，因此努力促进妇女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各领域的决策；同时认为，通过与民间
社会的合作可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39. 现在已有更多妇女进入国家一级的政府岗位，这充分证明了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政府的坚定承诺。
40. 自 2001 年 3 月以来，已有空前多的妇女担任重要政府职务，例如，总检察
官和副总理。处理很多男女平等问题的家庭事务法院的院长就是妇女，高等法院
的两位法官之一也是妇女。高等法院的记录员和副总督也是女性，因而在高层社
会生活中创立了一种对性别敏感的管理和领导作风。这些妇女都在影响着有关议
事日程，并帮助改变政治和领导方面的妇女文化。
41. 在国家和区域间组织的协助下，政府还采取行动建立了一个妇女实际政治
研究所，名为加勒比妇女领导研究所。
42. 另外，就男女平等、公平和妇女扶持问题而言，在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中，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第一个对预算和政府资源分配方面的男女平等问题进行
试验研究的国家。
36.

E.

儿童权利

父母对保护其子女的权利负有首要责任。政府已批准《儿童权利公约》。
在他们不能履行这项义务的情况下，政府保证帮助他们履行责任或接过这项责
任。
44. 《家庭暴力问题简易诉讼法》为保护儿童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而家庭服
务部则是负责监督和保护儿童福利的政府机构。
45. 自 1997 年以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直将 4 月作为防止虐待儿童月并
举办活动宣传防止虐待儿童的必要性。社会福利部牵头实行这一方案。另外，每
年 5 月还举办儿童月活动，突出宣传与儿童有关的问题。
46. 卫生部门为 16 岁和 16 岁以下儿童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根据一项学校卫生
方案，向所有学龄前和学龄儿童提供服务，包括发现和处理常见健康问题，免疫
和咨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实际上实现了 100%的儿童免疫。社区卫生局通
过卫生所提供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所有妇幼卫生服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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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各种该方案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这种疾病的母子传染作斗争。
识字率和小学入学率都相当高。一个全面的“健康革命”运动正在开展，目的是
防治一些可预防的生活方式性疾病，促进儿童健康和营养。
48. 政府通过了图书租借方案和学校伙食方案向中小学校提供大量课本和伙食
补助，并大大提高了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奖学金、助学金和贷款的可能性。
49. 根据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法律，没有基于学生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财
产状况的歧视。
50. 另外，也没有基于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残疾的歧视。然而，在现
实中，有些儿童有某些残疾，而这些残疾使他们不能利用现有的根据残疾人需要
建立的学校，因此，向这类儿童提供教育服务有一定困难。
47.

30

F.

残疾人

政府依法禁止在就业、教育、获得医疗服务和其他国家服务方面对身体和
精神残疾人的歧视。法律没有要求使残疾人能进入建筑物。但政府还承诺在可行
的情况下提供这种便利。
52. 政府支持建立残疾人学校。社会发展部负责援助残疾人。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成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96 个批准国，这证明了
政府对这件事的重视。国家还进一步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它
使公民在国内所有其他法律渠道都不通的情况下还有另外的渠道寻求公正。这项
条约规定的权利包括受保护免遭虐待、暴力和酷刑的权利；与家人一起在社区中
生活而不被违反个人意愿关进公共机构的权利；利用教育、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
的权利；获得信息和交流，包括通过手语或盲文的权利；就业和体面生活的权
利；得到社会公正的权利。
51.

G.

工人权利

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工人可不经事先授权成立工会或按照自己的选
择加入任何工会。政府与有组织的工会和雇主联合会保持良好关系，促进与工会
的社会对话，与社会伙伴关系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会议将劳方、资方人员和政
府官员聚集在一起解决劳资关系问题。
54. 法律规定了罢工权利，但《基本服务法》 禁止提供电力、水、医院和警
察等服务的人员罢工，除非至少提前 14 天通知当局。法律禁止对罢工者的报
复，这一规定得到有效落实。
55. 法律规定为解决劳资争议问题成立仲裁法庭和调查委员会，允许提供对这
类争议的解决办法。发生劳资争议时可临时成立仲裁小组，所解决问题不只限于
涉及基本服务工作者的劳资争议。法律允许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政府保护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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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权利。法律规定，在双方都同意仲裁的情况下，劳工部长可从私人部门指定
一个仲裁委员会审理有关问题。
56. 不得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将工人任意解雇，如果工人被不正当解雇，应恢
复原职或向其支付解雇费。法律禁止以工人从事工会活动为由将其解雇，并规定
工人在被非法解雇的情况下有恢复原职的权利。
5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国际劳工组织理事机构的成员国。它批准了下列
公约：
(a) 《农业工人结社权利公约》(第 11 号)，1921 年；
(b) 《农业工人赔偿公约》(第 12 号)，1921 年；
(c) 《年轻人(海上工作)体格检查公约》(第 16 号)，1921 年；
(d) 《待遇平等(事故赔偿)公约》(第 19 号)，1925 年；
(e) 《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第 26 号)，1928 年；
(f) 《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1930 年；
(g) 《劳动监察公约》(第 81 号)，1947 年；
(h) 《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1948 年；
(i) 《劳动条款(公共合同)公约》(第 94 号)，1949 年；
(j) 《保护工资公约》(第 95 号)，1949 年；
(k)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1949 年；
(l) 《同酬公约》(第 100 号)，1951 年；
(m) 《带薪休假(农业)公约》(第 101 号)，1952 年；
(n) 《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1957 年；
(o) 《海上劳动公约》，2006 年；
(p) 《就业政策公约》(第 122 号)，1964 年；
(q) 《劳农业动监察公约》(第 129 号)，1969 年；
(r) 《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 144 号)，1976 年。
H.

加利福纳人(加勒比黑人)

年 7 月，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了加利福纳遗产基金会，其宗旨是在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及散居地弘扬加利福纳民族文化遗产。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是加利福纳民族的发祥地，因为非洲人、美洲印第安阿拉瓦人和卡里那格人就是
在这里融合为加利福纳人，他们过去曾以“加勒比黑人”闻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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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纳遗产基金会致力于引领和支持加利福纳文化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的复兴和发展。加利福纳遗产基金会注意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仍被世
界上所有加利福纳人群体看作祖居地及文化发祥地，因此，制定了一个国际该方
案。
60. 加利福纳遗产基金会的工作就是，为使加利福纳社区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
圣文森特年轻人能参与发展和弘扬加利福纳遗产和文化，推行公众教育和培训该
方案、宣传方案、提高公众认识该方案和经济发展该方案。
59.

I.

良好治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认为，良好治理就是：维护和加强宪法规定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民众的积极参与；治理机构的民主管理；保持和加强司法机关
的独立性和质量；持续进行反腐败斗争和促进建立政治健康的治理制度；使治理
更负责任和效率更高；普遍扶持人民，并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建立真正的伙伴
关系；在反对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和洗钱的多边斗争中承担起政府的国际责任。
62. 为实现“良好治理”，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
• 经常举行议会会议，改进这个立法机关的工作；
• 电台和电视台对议会会议进行实况广播；
• 确保政府合同的招标程序完全透明，不受政治干扰；
• 成立由各利益相关方、政党和国家官员组成的功能性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理事会，广泛讨论影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各种问题；
• 成立由私人部门、工会运动和政府人数平等代表组成的功能性三方经
济委员会，以审查就业、投资、生产力、工资和价格等问题，并做出
规定；
• 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反腐败公约》；
• 起草法规，解决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正直”问题；
• 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实行实际问责措施，消除腐败和浪费；
• 起草关于涉及反恐斗争的许多问题，包括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法规；
• 在一系列与治理有关的问题上，与资助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充分合作；
• 通过《科托努协定》；
• 在宪法改革和地方政府重建的过程中，通过议会动议；
• 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合作，加强司法。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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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就、优先事项和挑战
A.

减轻贫穷

政府已发誓从各方面与贫穷作斗争。它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潜力，
努力争取实现更高的可持续增长，消灭贫穷，减少失业，在加强良好治理的范围
内普遍改善人民福利。
64. 在过去 9 年中，抱着减轻贫穷的决心，在认真制定的减轻贫穷临时战略文
件(I-PRSP)的指导下，政府采取了各种行动，推行了各种该方案。战略文件是迄
今所采取减轻贫穷措施的蓝图。
65. 为解决贫穷问题，政府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为使农民有能力对付香蕉
产量下降的问题，农业、林业、渔业和农村改革部设立了扶贫基金。全国动员、
社会发展、家庭、残疾人、体育和文化部也为社会复兴该方案拨出了资金，该方
案的目的是明确和支持社会和社区发展措施。住房、非正式住区、实际规划、土
地和调查部正在推行的低收者住房计划，其目的也是为了减轻贫穷。
6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认识到，为制定明确和一致的减轻贫穷政策和
战略，需要有一个社会政策纲领，因此，指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经社
发展委)负责制定一个减轻贫穷纲领，该理事会是由广大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和
高级公务员组成的。经社发展委成立了一个减轻贫穷工作组，由其负责制定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减轻贫穷战略。
67. 国家减轻贫穷战略和措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a) 制定有效政策，以通过下述措施促进增长、贸易和投资：
• 改善宏观经济环境；
• 扩大和多样化经济增长来源，包括农业、渔业和旅游业；
• 促进投资和减轻贫穷；
• 支持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为它们提供信贷便利，要认识到这类
企业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轻贫穷的重要作用；
• 利用不生息资产，使占有情况合理化(不生息资产系指土地、财产和没
有适当名称、因而不能为资本发展有效利用的其他资产)；
• 改进收入分配(不良财富分配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 加强自然资源管理(环境可持续性被看作减轻贫穷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加强农村发展(多数穷人在农村，而多数自然资源和农业发展机会也在
农村)；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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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收集数据和分析能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b) 增加和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创造旅游、农业和微型企业及非正式部门
工作岗位。
(c) 更多、更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特别是在下列领域：
• 教育：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认为教育是贫穷程度的主要指标，
同时认识到，需要提高生产力，使经济多样化，这就需要有受过教育
的人口。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制
度，是高质量生产、秩序、进步、减贫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所不可
缺少的。因此，它通过教育部制定了教育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与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广大利益相关者广泛讨论和协商的结果，目的是
为全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全面指导。政府还认识到，高水平的教育会提
高可雇用程度。因此，各种该方案的目的分别是加强学前教育、提供
成人教育、支持义务教育战略、探索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可能性、向
青年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并在学校中重新安排农业科学课程。
• 卫生：多数方案都是针对穷人的，因为他们更易于染上各种疾病，更
不可能报告病情，需要住院的更多，需要住院时间更长。正在努力加
强和增加全国的医疗保健设施。
• 提供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战略的这一部分旨在提高从事社会服务工
作的各机构的能力，使它们有能力制定开发人力/社会资源的战略。另
外，还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加强全国动员、社会发展、家庭、残疾人、
青年、体育和文化部的机构建设。另外一项任务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和
社区组织在社区中的作用。
• 社会保护和应对战略：这包括制定一项扩大的满足基本需要该方案，
目的是向贫困者提供支援；制定一项劳动力密集型工程项目，以向穷
人提供就业。另外，还有一项方案，其目的是防止和解决家庭暴力问
题；另一项该方案是非摊款老年人养恤金方案。
• 农业：贫困问题在农村地区似乎更为严重，在那里居住着主要以农业
为生的人们。改善农业的方案将包括打击非法侵占土地行为、调整土
地使用权以使更多人能使用土地的方案、制定公共教育方案以推广经
贸用语，使农民获得在国际市场上从事贸易的机会，调整农业扩展服
务以满足自由贸易对农产品的需要。
• 儿童：政府认识到，做好儿童工作是解决教育问题和其他贫困原因的
关键。儿童与贫困作斗争方案所针对的主要是小学中成绩差的学生(5
至 16 岁)，采用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综合学习方法。其目的是为儿童提供
受教育机会，同时培养适用于社会的技能和态度。社区成人充当指导
者，帮助学校工作和物色工作。儿童与贫困作斗争方案中还有一个父
母部分(通过一个微型企业方案)对参与者的父母进行交流下列培训：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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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

养技能、领导、交流和解决冲突技能等，同时提供渔业、旅游和手工
等方面的培训。这向儿童提供了一支助办法。
• 其他有关问题是两性、体育、文化发展、工人价值与态度及吸毒。
(d) 通过下列措施改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
• 通过公共部门投资方案重新确定重点，提供适当的社会经济基础设
施，消灭贫穷。
• 让各部分群众更多享有水、卫生和电。优先事项将包括提供一个高效
率的能源部门、农村电气化、修理和维护全国道路系统、改善水的供
应和卫生、改进电信、灌溉和排水设施，改进运输系统。
(e) 加强民间社会的参与，使社区有能力参加规划、监督和协调减贫政策
和该方案。将通过下列办法实现这一目的：发展国家信息系统和重新建立地方政
府。
(f) 良好治理和经营环境，以开发署题为“良好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政策文件为指导。这包括下列等问题：(i) 维护和加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ii) 使治理更负现任和效率更高；(iii) 维护和加强司法独立并提高其水
平；(iv) 促进政治廉洁的治理制度。
68.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发展的因素，即：
• 态度：这种制约很明显，人们习惯于将希望放在需要之前。时常出现
的情况是，人们来寻求援助，但却宁愿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奢侈品上，
然后要求政府照顾他们的需要；
• 有限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不足以执行各种方案；
• 自愿心减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无偿提供援助；
• 家庭破裂，导致儿童受虐待，青少年犯罪和社会秩序普遍恶化。
69. 国家减贫战略是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民间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
的一个非正式三方契约为中心的。政府认识到，要发展，就需要参与发展的各关
键方抱着诚意共同做出努力，确保从根源上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公共、私人和民间三方相结合
70. 国家减贫战略需要一个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实行和加强良好治理，并
具备社会各方进行有意义协商所需要的空间。通过政府、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之
间的对话和关系的加强，期望建立起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71. 必须确保契约三方从统一的立脚点出发，共同制订政策、管理社会变革，
避免长期以来破坏减贫斗争的重复努力。确实，政府、私人和民间社会的结合将
有助于深化参与性民主，使部门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而且，在发展资源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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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的情况下，这种结合对通过提高竞争力、经济多样化和提高生产力调整经济，实
现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具有根本意义。
政府的设想
72. 政府认识到，要提高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人民的生活水平，首要的是发
展，这正如东加勒比国家组织 2002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所说，“发展即创造人民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兴趣享受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生活所
需要的环境”，因此，即“扩大人民的选择”。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政府不断修
正其对国家减贫战略的设想。
73. 政府认为，使人民摆脱贫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使他们能工作和为自己赚取
收入。因此，政府将首先在宏观上创造有利于更好持续增长的环境。另外，它还
将使教育和对家庭的扶持成为与贫穷做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政府将重点
发展和改进教育制度，确保人民具备必要的技能和能力抓住所创造的机会。
艾滋病毒/艾滋病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未能幸免艾滋病毒/艾滋病流
行的影响。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第一次报告艾滋病毒感染案例是在 1984 年。
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因为认识到，这种传染病，如果对它置之不理，会对发展产
生严重影响。
75. 因此，2001 年 12 月推出了一项战略计划。当时的计划提出了六项优先任
务：
(a) 加强部门间管理、组织结构和机构能力。
目的包括重组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工作组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小
组，加强提供有关保健和社会服务的能力。
(b) 为艾滋病毒 / 艾滋病携带者及其家属制定和落实照料、支援和治疗方
案。
目的包括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携带者及其家属建立一个照料、治疗
和支援网络系统。
(c) 制定和落实以青年和高危险脆弱人群为重点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通过性
行为传染控制方案。
目的包括采取整体办法，在青少年和高危险脆弱人群中推行有针
对性的预防和控制方案；在性行为传染的管理方面，提高医护人员的
知识和技能水平；推行关于选定性行为传染案例的常见迹象、症状、
治疗问题的宣传；进行事前和事后调查。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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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和培训方案
目的包括在发展和进行小规模应用研究、数据分析和结果记录以
及进行具体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性行为感染研究方面，提高选定人员的
能力。
(e) 加强监测系统。
目的是加强艾滋病毒/艾滋病/性行为感染监测系统。
(f) 开展宣传方案
目的是为艾滋病患者建立一个支助性环境。
76. 第一个战略计划的时间范围是 2002 年至 2006 年。这是由几个工作组根据
来自下列方面的资料编写的：有关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人员、携带艾滋
病毒/艾滋病者、宗教组织、商会、教师、警官、其他公务员和公众。一个美洲
卫生组织/加勒比传染病防治中心工作组也帮助制订了初步计划。
77. 2003 年，为加强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方案的实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政府开始和世界银行就资助这一方案的问题进行谈判。世界银行供资的项目要求
制定一个刷新的战略计划，使国家战略计划的时间范围与该项目一致，并扩大战
略计划的范围，使其包括一个多部门执行办法。经修订战略计划时间范围是
2004 年至 2009 年。战略的刷新开始于 2004 年 2 月举办的一次有各利益攸关方
参加的研讨会，并得到加勒比传染病防治中心的协助。新的战略计划保留了原计
划的优先方面。
78. 在政府对这种传染病的反应方面有些变化和改进，包括：
(a) 卫生部和环境部门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小组目前所起的作用是协调
作为扩大反应的各个方案。另外，还任命了一名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方案
主任、一名社会工作者、四名顾问和一名心理医生，以及一名文员/打字员和一
名服务员。还有一名医学专家，虽然属于 Milton Cato 医院，但也是这个团队的
成员。
四名顾问被分配到另外的公共卫生设施，即 Stubbs 公共卫生所、 Levi
Latham 卫生站、Clare Valley 公共卫生所和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门诊部，目的是
扩大其服务范围以包括其他疾病，而不只是艾滋病毒/艾滋病。
(b) 化验室升级――已加强了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化验室的能力。
(c) 携带艾滋病毒 /艾滋病者――通过卫生部推行了对携带艾滋病毒 /艾滋病
者的社会支援方案。
79. 2008-2009 年正式标志着 2004-2009 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防治的战略计
划活动的结束。这段时期是巩固和持续时期，目的是保证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持久进行。卫生部及环境和外部机构加强了自愿咨询和化验、偏见和歧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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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照料和治疗、宣传、培训、社会支援、化验室支援服务、监测和评估、监视
和行为变化交流及其他预防活动等服务并将其结合起来长久进行。
80. 成就――由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的极大政治诚意、所具备的资源以
及公共和私人部门人员的高度奉献精神，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方案取得了很多
成就。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方案的每个方面都有成功的故事。加勒比艾滋病毒/
艾滋病防治联盟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成立成功地弥补了防治工作的空白，
如男性同性恋者和妓女。联盟的工作是通过同伴交流进行的。对该方案的进行实
施了有效的监测，出版并向卫生部和环境部门分发季度报告。PSI 也做了类似的
工作，它们的预防方案不仅针对妓女和男同性恋者，也针对那些卖身的青年。
81. 提倡改变行为的运动和市场预防办法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采取了涉及
信仰组织、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多部门办法。为使宣传
运动广泛进行，媒体进行了尽可能大量的报道。各部门以广大社会为目标，同时
更以青年为重点。在约 60%的大陆学校成功推行了扩展方案。
82. 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全国，100%的民众都可以利用自愿咨询和化验。
在公共和私人机构中，每天都可以进行自愿咨询和化验。通过艾滋病毒/艾滋病/
性行为传染诊所的电子跟踪系统对照料和治疗情况成功进行了连续监测。向艾滋
病毒/艾滋病携带者随时免费提供药物也取得很大成功。
83. 试验室支助服务的能力建设大大便利了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方案的推行。
国家试验室经常为早期发现婴儿体内艾滋病的诊断提供便利，保证每天进行艾滋
病毒检测。
重大挑战和补救行动
84. 在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虽然广泛取得了成就，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是一个多岛屿国家，只是这一情况就给制定和推
行各种方案带来许多困难。为确保实行统一的公共卫生办法，就必须对各岛屿上
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健培训。
85. 缺少人力资源对公共和私人部门来说都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工作人员在
国内的高度流动性和向外国的移徙更使人力资源问题雪上加霜。方案的纵向性质
加重了后来的人力资源短缺，因为外部资助的项目很快就要结束。因此，卫生部
和环境部门已采取行动，将许多防治该方案的服务合并到上面提到的原有方案之
中。
86. 艾滋病毒/艾滋病携带者面临巨大挑战，因为他们本身就仍在遭受歧视和偏
见的恐惧中挣扎。因此，将他们作为对等交流者有助于解决问题。
87. 预防母子感染甚至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已知艾滋病毒阳性妇女可能会在
多种情况下怀孕。预防母子感染委员会一直在努力改进针对性怀孕艾滋病毒阳性
妇女的办法。
GE.1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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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对最危险人群的了解还存在着空白。令人关切
的一个重要群体之一就是男同性恋者。为制定适合男同性恋者的有效政策和方
案，卫生和环境部正准备在男同性恋者中间进行一次行为调查和血清阳性率研
究。公共和私人部门都开展了大量活动，但很难衡量预防方案的有效程度，因为
还需要进行行为调查。卫生和环境部在 2005 年进行过一次行为调查，并准备对
广大人口再进行一次调查。这将为通过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 2005 年行为监督调
查比较分析进行评估提供必要资料。
88.

C.

卫生和健康

截至 2001 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共修复或翻修了 21 座诊所；建
设和装备了四座全新的现代诊所；并在所有诊所中设置了药品供应充足的药房；
在 Stubbs 建设了一座综合医院；增加了对圣文森特 98%的住户的供水；改善了
对格林纳丁斯的供水；保证了全国垃圾的收集和适当处理；加强了综合医疗服务
的提供；开创了由政府向海外提供的专科医疗服务。
90. 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女性预期寿命为 72.6 岁，男性预期寿命为 70.8
岁。幼儿死亡率为 18‰。在过去十年中，产妇死亡平均为每年 1 人。然而，处
于贫困线之下人口的 42%的情况很可能有很大不同。
91. 生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心血管病，心血管病患者的年均死亡率为 58%，
是所有传染病死亡率的八倍多。然而，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的死亡率估计为
1.8%，有可能很快就变成生病和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有些非传染性疾病与遗传
影响生活方式和流行病与人口过渡有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为所有流行
病疫苗提供资金，总接种率接近 100%。
92. 卫生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政府开支总额的 10%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4%都用在了这一部门，这就表明了这一点。2007/2008 财政
年度卫生部门的拨款是 5,300 万元(东加勒比元)；2008/2009 年度为 7,200 万元；
初级保健服务在卫生方面所占份额最大， 2007/2008 年度为 3,600 万元，
2008/2009 年度为 3,900 万元。这表明了政府对初级保健服务的重视。2007/2008
年度向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拨款 1,800 万元，2008/2009 年度拨款 1,850 万元。
93. 2007/2008 年度向精神卫生中心拨款 280 万元，2008/2009 年度拨款 330 万
元。2007/2008 年度医药计划获拨款 500 万元，2008/2009 年度 600 万元。
9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将卫生保健看作所有圣文森特人的一项基本权
利。因此，在过去十年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很大进
步。显著成就表现在卫生保健的质量上，也表现在卫生保健服务的全国具备情况
和可得性上。政府的目标是继续向所有公民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服务，
确保在国家发展的所有方面都考虑到环境问题。另外，政府还致力于确保所有公
民都能享有清洁饮用水、适当的卫生和无健康危险的安全环境。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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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环境部的优先方案致力于改善老年人、残疾人、育龄妇女、儿童、
少年、身体和精神病患者等弱势和高风险群体的生活条件。卫生保健主要是卫生
部的责任。政府经管着有 211 张病床设施的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该医院提供
一般和紧急治疗，是卫生保健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占有全国急症病床的
95%；Lewis Punnett 之家是一个老年医护中心，有 104 张病床，为老年人提供住
院治疗，病床年占用率为 103%。
96. 有一个精神保健中心。另外，在初级保健方面，分布在九个保健区的三十
九个保健中心向居民提供服务。每个保健中心平均为 2,900 名居民提供服务，求
医者要走的路最多不超过 3 英里。可提供的初级保健服务包括急症救护、医疗、
产前和产后护理、接生服务、包括免疫在内的儿童保健服务、学校卫生、计划生
育服务，以及传染和非传染疾病控制。牙齿保健服务在全国选定的一些保健中心
提供，精神保健服务在所有保健中心都以门诊形式提供。
97. 也有私人保健。私人部门有二十多名一般从业者和顾问。也有在政府医院
中或综合医院工作的高级医生从事私人治疗的。全国只有一座叫作 Mary Field 医
院的私立医院。私人部门保健服务和设施还包括药店、化验室、诊断和牙科服
务。
98. 政府认识到，由于多数感应性疾病都源于个人行为，要使个人和社区能承
担起个人保健的责任，就成需要加强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
联系。
99.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曾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多艰巨的新挑战，因此，部门
根据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对卫生部门进行了改革。有关因素首先是老化的人
口、暴力现象、环境风险、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新疾病和重现的疾病。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的人口情况反映了人口老化的趋势，预期寿命从 1960 年代的 69 岁
增加到 1990 年代的 71.5 岁，幼儿死亡率(千分之 18.0)相对较低，死亡率低。
100. 统计资料证实了这一人口老化的趋势。属于 45-80 岁年龄组的人口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间估计增加了 23.6%到 34.3%，这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根本变
化，将迫使卫生保健系统寻求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新办法。
101. 关于卫生保健供资，卫生部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公平获得保健、提高提供保
健服务的效率和目前水平的卫生保健的可持续性。另外，它还在想方设法影响知
识不足和保健意识不强的人口。
102. 对卫生部而言主要挑战是制定偏重穷人的办法、协调公共和私人医疗服务
的提供以及提高卫生保健服务的效率和经济可承受性。为应对这些重大挑战，政
府在美洲卫生组织的帮助下起草了 2008-2013 年卫生保健战略计划，最后通过的
这一计划旨在根据国家目前面临的挑战确定未来卫生改革的方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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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监狱设施

年签订了关于在圣文森特的美丽岛修建新改造设施的合同。美丽岛改
造设施包括一座行政楼、一座容纳 256 名犯人的最低防备措施关押房、一座容纳
96 名犯人的中等防备措施关押房和一座容纳 48 名犯人的最高防备措施的关押
房。
104. 改造设施中设有工作人员营区、特种业务基地、典狱长住所、设施管理员
住所、厨房/食堂楼、教育/工作间和商店楼、洗衣房、公用设施房、医疗/隔离室
和入口检查处/门房。
103. 2004

E.

毒品和犯罪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直到最近为止一直是主要依靠向联合王国出口香蕉
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其他大香蕉出口商和美国在世贸组织中造成的挑战，对联
合王国市场的优惠进入正在迅速消失。今天，全国生产的香蕉还不及十年前的一
半。
106. 由此造成的失业、农村贫困和社会错位给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带来许多
严重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内地偏远山区大麻种植的增加，在那里，生产者摧毁
了古老的热带雨林，种植了数百公顷的大麻。
107. 不幸的是，大麻生产迅速变成一个复杂的犯罪企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执法人员越来越多地缴获了空前尖端的武器，这些武器都与我国和区域麻醉品
贸易和贩卖有直接关系。
108. 为遏制非法毒品的使用和有关犯罪，采取了一系列延伸宣传行动以让广大
公众了解非法使用毒品的影响。这类行动包括题为“合拍”的电台广播节目、一
个题为“停止犯罪”的电视广播节目和一个“抵制毒品教育方案”，这是一个互
动性学校教育方案。
109. 在对易于从事犯罪活动的男青年的宣传方面，Marion House 可提供咨询服
务。还有一个在国家改造设施所制定方案支持下的预防犯罪小组。少年司法系统
包括一个“自由之家”，即一个犯罪儿童收容所，还成立了一个家庭法院以解决
少年问题和家庭暴力事件。从一些发展中国家遣返的罪犯也造成一些问题。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也是区域安全系统的成员国，参加区域警察局长会议。在审查
《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也在加强现行法规。金融情报处也参与预防贩毒和有
关犯罪的行动。
105.

F.

训练有素人员向发达国家的流失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训练有素人员的流失已经在影响着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不断失去被认为是“精华”的骨干人员。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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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往往是在重要领域受过良好训练、有丰富经验、可对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
人。这些人员的流失主要是因为当地升迁机会有限、个人不断寻求更高报酬的职
位、希望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国家推出一些
强有力的招聘方案，提供高薪工作和其他吸引人的福利。专业人员在流失的一些
领域是医疗(护士)、教育(教师)和各种技术领域。
G.

全球化和贸易

像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这样的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很容易受新贸易自由
化政策带来的外部市场力量的影响。在过去一些年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
香蕉等主要出口产品方面一直享受优惠市场待遇。但是，由于这种优惠待遇不可
避免地会失去和即将实行的新贸易制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将不得不与技术
更先进、生产成本更低、可更大量生产、有时仍然享受政府补贴的其他国家竞
争。这将对当地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和营利能力产生严重影响。

111.

H.

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慢性疾病的增加

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病以及
肥胖症等危险因素在增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为对付
和治疗这些疾病，将会对国家的有限资源提出更多需求。因此，改进了第十个欧
洲发展基金，其主要重点是卫生部门改革。目的是促进一个高效、可持续卫生保
健制度的不断发展，其重点是预防和管理非传染慢性病以及改进卫生保健服务的
提供和管理。
113. 根据与减少肥胖症和糖尿病有关的一次营养状况调查的结果，政府制定和
推行一项健康政策，包括改变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倡议。
112.

五.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政府认识到，人权总是在演变，因此，将致力于确保人民的人权得到尊重
和实行。然而，政府也知道，缺少人力和财力会妨碍资料的汇集和分析，难以编
写所要求的人权报告，因此，承认在这方面需要援助。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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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Produce and Livestock (Prevention of Theft) Act 2007 seeks to put measures in place to
assist and protect local farmers as over the years, farmers have faced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theft of their animals and produce.
Banana Industry Act 2009 seeks to facilit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anana industry in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Banking Act 2006 addresses the need for effective, risk focused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oundnes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Caribbean Community Act 2005 gives effect to the Revised Treaty of Chaguaramas establishing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CARICOM Single Market and Economy.
Carniv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ct 2002 gives the Carniv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he power
to manage, promote, develop and carry out the carnival festival or activity within and outside of the
State.
Copyright Act 2003 seeks to afford better protection for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artistic and other
works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o provide for the right of performers and others in performances.
Domestic Violence and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ct, Cap 165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makes
provisions for matrimonial injunctions, occupation orders and other rights relating to the spouses.
Domestic Violence (Summary Proceedings Act)1995 provides protection by means of summary
proceedings in domestic violence matters.
Drugs (Prevention of Misuse) Act, Cap 219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seeks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drug trade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Drug Trafficking Offences Act, 1993 is to be read in pari materia with Cap 219 and makes provision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proceeds of illicit drug trafficking.
Education Act 1992 (Revised2006) governs education and establishes salient principles that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Health Services Act 1991 provides for an Environmental Health Board, which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dvising the minister as to any matter relating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Equal Pay Act 1994 provides for the removal and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he sex of
the employee, in the rates of remuneration for males and females in paid employment.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ct 2008 makes make provision for assisting domestic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for assisting foreign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within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Act 2001 established th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which is the
national/centralised agency for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of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3 provides for rights of access to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ublic
authorities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Law Revision Act 2009 provides for the revis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the laws of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Cap 175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which amended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property of married wome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1993 provides for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within the Commonwealth.
National Parks Act 2002 was developed to protect and manage existing and proposed protected areas.
Possessory Titles Act 2004 revolutionizes land titling and secures titles for persons who have been in
adverse possession of lands for at least 12 years.
Proceeds of Crime and Money Laundering (Prevention) Act 2001 provid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Act 2003 makes provis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Public Assistance Act, Cap 231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which provid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ssistance.
Public Officers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ct, Cap 208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prescribes
certain rules of conduct in th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service.
Public Officers’ Protection Act, Cap 209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protects public offic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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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in pursuance of any law from vexatious and frivolous actions.
Regional Security System Act 2005 provid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System.
Recognition of Divorces and Legal Separations Act, Cap 178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makes
provis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Divorces and Legal Separations granted outside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Rehabilitation of Offenders Act 2009 provide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ho have broken the
law.
The Status of Children Act, Cap. 180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has sought to remove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ldren born out of wedlock in cases relating to succession to property on
intestacy or which emerges ou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ill. The law allows for a child born out of
wedlock to have equal status with his or her siblings born in wedlock once the paternity has been
established prima facie.
The Essential Services Act Cap 149 of the 1990 Revised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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