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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与磋商 

 1. 根据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18 日所通过的第 5/1 号决议，经随机抽选，

图瓦卢被定为向 2008 年 12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提交国家报告的国

家之一。  

 2. 为此，外交及劳动部与总理办公室协商，在政府的指导下任命了一个普遍

定期审议国家任务组，负责发起协调政府各利益攸关方和公民社会，就起草提交

普遍定期审议的国家报告进行的磋商。本国家报告按照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18

日在第 5/1 号决议中所通过的准则编写。报告考虑了图瓦卢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及

图瓦卢社会的各脆弱阶层，并审议了气候变化特别是海平面上升对人权所产生的

不利影响。  

 3. 磋商活动受到能力的严重限制。在设在斐济的联合国亚太人权办事处协助

下，并经与司法部紧密磋商，外交及劳动部组织了磋商活动并起草了国家报告。  

 4. 图瓦卢共有 45 个非政府组织，它们并非都知道普遍定期审议。政府有关

部门与公民社会进行了磋商，向他们介绍了普遍定期审议的情况和图瓦卢的人权

问题。各政府部委也进行了内部介绍和磋商。  

 5. 本报告首先概括介绍图瓦卢在人权领域的国家和国际法律义务。报告的内

容是根据我们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以及在其他各种联合国、国际

及区域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图瓦卢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承诺安排的。  

 6. 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受到某些约束和限制。《宪法》的《权利法案》中

有一条规定：允许对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施加某些限制，所限制行为是  “分裂性、

颠覆性或污辱民众，或直接威胁图瓦卢价值和文化”的行为。  

二、关于图瓦卢的背景资料 

A. 概   况  

 7. 图瓦卢原称艾利斯群岛，是一个主要由波利尼西亚人组成的太平洋岛国，

地处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之间，其近邻中北面是基里巴斯，东南面是萨莫阿，正南

面是斐济。全国由四座暗礁岛和五座环礁岛组成，陆地面积 26 平方公里(1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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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 )，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独立国家，按人口算也是联合国第二个最小的会

员国。但是图瓦卢却有将近 900,000 平方公里的广阔的专属经济区。  

 8. 图瓦卢群岛在 19 世纪末被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92-1916 年和 1916-

1974 年期间，艾利斯群岛曾分别作为英国的保护国和吉尔柏特及埃里斯群岛殖民

地的一部分由英国管理。1974 年艾利斯群岛投票从英国获得独立，并与吉尔柏特

群岛分离，单独组成图瓦卢，1978 年 10 月 1 日独立。  

B. 政   府  

 9. 图瓦卢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和国家元首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在图瓦卢的代表是总督，总督根据总理提名任命。  

 10.  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实行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共有 15 名议员，分

别从八个不同的选区、每４年选举一次选举出来的。  

 11.  总理从议员中选出，是行政部门首长。内阁由总理提名，经总督任命成

立。图瓦卢没有正式的政党，竞选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关系以及名望。  

 12.  图瓦卢也没有正规的部队，没有军事开支。警察包括从事海上搜救和巡

逻任务的海防队。  

C. 宪   法  

 13.  《宪法》是国家的最高基本法，它规定了图瓦卢政府组织的基本框架和

原则。《宪法》规定国家分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主要部门。  

 14.  总理是政府行政部门的首脑，是从议员中由议员选出来的。行政部门共

有九名成员，他们组成内阁，负责国家总管国家事务。  

 15.  立法部门或议会是图瓦卢唯一制定法律的机构，由分别从 8 个岛上选出

来的 15 名成员组成。议会里没有正式的政党，议员每 4 年选举一次。公民满 18

岁者可以投票选举。  

 16.  《宪法》规定司法部门由下列机构组成：  

(a) 政务会议；  

(b) 上诉法院；  

(c) 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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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方法院；  

(e) 岛屿法院、土地法院以及其他由议会法律设立的法庭。  

 17.  高等法院有无限的司法管辖权，包括解释和裁定有关《宪法》的问题，

而下级法院只能在各自的机构成立法确定的范围内行使司法权。  

D. 法律制度  

 18.  《宪法》是图瓦卢的最高法律，然后是议会通过的法律。英国普通法和

衡平法、独立以前的英帝国法(1961 年前)和习惯法也是图瓦卢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习惯法一般用于决定土地的所有权以及裁判法院的刑事、民事诉讼，只要这些习

惯不违反自然司法、衡平法、良知或任何议会颁布的法律。习惯法还用于一切法

庭的民事和刑事诉讼，除非它违背《宪法》或任何议会颁布的法律。  

 19.  保护人权的法律框架由《宪法》、议会颁布的法律、法庭判决或判例、

习俗和传统做法组成。  

E. 官方语言  

 20.  图瓦卢语和英语。  

F. 人  口  

 21.  根据 2002 年 11 月所做的最新官方人口普查统计，图瓦卢 9 座岛屿共有

9,359 人。首都富纳富堤 3,962 人，其他岛屿 5,397 人。图瓦卢人口很年轻，中位

年龄为 24 岁。人口年增长率为 0.6% [年净移民率为-1.1%]。  

 

G. 人类发展进步指数  

 22.  根据 1999 年《太平洋人类发展报告》的排名，图瓦卢人类发展指数为

0.583, 在太平洋发展成员国中排名第 6 位(1994 年第 3 位)。上述指数和排名是综

合以下指标得出的：出生时的期望寿命 67 岁，成人识字率 95%，合并毛入学率

74%，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1,157 美元(发展署 1999 年统计)。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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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是通行指标，但是对于图瓦卢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更合适，因为后者

考虑到了从颁发捕鱼许可证、海员汇款和投资所得的可观收益。使用国民生产总

值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也许会提高图瓦卢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H. 人类贫困指数  

 23.  图瓦卢的人类贫困指数为 7.3, 在 12 个太平洋发展成员国的贫困排名中

列第 3 位。上述指数和排名是综合以下指标后得出的：预计不可能活到 40 岁以上

的人 (10%)、成人文盲 (5%)五岁以下体重未达标的儿童 (不详 )、得不到安全饮用水

的人 (15%)，得不到医疗服务的人 (不详 )。图瓦卢的人类贫困指数高于其人类发展

指数排名说明，在满足人类生存需求方面图瓦卢的各项指标总体良好。  

I. 国内生产总值  

 24.  2002 年图瓦卢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2,750 万澳元，人均 2,872 澳元，其中

相当一部分属于官方发展援助。岛上大部分食品是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进

口的。图瓦卢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渔业许可证、邮票和在海外商船和化工船

上工作的海员汇款。  

J.  立法和政策措施  

 25.  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得到某些约束和限制。特别是《宪法》的《权利

法案》中有一条规定：允许对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施加限制，所限制的行为是  “分

裂性、颠覆性或污辱民众、或直接威胁图瓦卢价值和文化”的行为。但是，旨在

限制《宪法》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任何政府行动、任何法律或依照一项法律所做

任何行为，均必须“是民主社会内合情合理的”。  

 26.  高等法院有权判定《权利法案》引起的问题，并有权为保护基本自由和

权利准予各种补救。宪法补偿(货币赔偿)就是受违反《权利法案》行为损害的个人

可寻求的一种补救。在合理的范围内法庭可以下令执行包括宣布或者禁制令这样

的行政法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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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在图瓦卢的法律制度内图瓦卢的习惯法也获得承认。习惯法的某些规定

是为了保护人权原则，例如土地习惯法就是要确保家庭成员不受习惯法某些规定

的损害，在今天被视为违反人权原则的这些规定不应再适用或执行。例如将罪犯

赶到一叶独木舟上流放出海，在图瓦卢已有几十年没有执行过了。  

 28.  在防治性传播疾病、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政策方面，图瓦卢正在执行一

项专门的“国家战略计划”(2001-2005)，并正在制定 2006-2010 年的战略计划。  

K. 国际承诺  

 29.  图瓦卢遵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因此它批准了两项国

际人权条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30.  图瓦卢所批准的国际条约都被相应地纳入国内法中，但是在满足国际条

约要求、确保国内法与之接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能力问题。当对一项成文法律的

理解有多种解释时，与图瓦卢国际义务相符者优先。  

 31.  图瓦卢没有人权机构，它希望国际社会考虑在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  

 32.  图瓦卢在成为联合国第 39 个会员国之后，于 2000 年加入了英联邦。图

瓦卢同时也是太平洋岛屿论坛创始成员，还加入了好几个区域性组织，例如太平

洋社区秘书处，太平洋区域环境署秘书处、太平洋地学委员会秘书处。  

三、增进及保护人权 

A. 宪  法  

 33.  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载有保证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权利

法案》，并载有关于政府官员的问责和任命、公民事务、全民选举、国家经济和

金融的条款。《权利法案》所保障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和自由、人身安全、信

仰、言论和结社自由、免受基于特定理由的歧视的权利。其中“免受歧视权利”

条款中非常突出地没有列入性别歧视。  

 34.  《宪法》同时还规定：法庭在确定一项法律或政府行为在一个尊重人权

和人的尊严的民主社会中是否合情合理时，应将国际上的人权公约、宣言、建议

和司法决定作为考虑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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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立   法  

 35.  还有一些具体领域的国内人权法的例子。例如，《教育政令》规定学童

有权不参加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和仪式(第 19 节)。《刑事诉讼法典》中载有各种

针对任意逮捕和私闯民宅的保障。《祖居地法》 (实为按法典形式编撰整理的土地

习惯法)规定个人继承家传土地的权利不可任意剥夺。  

C. 司法和公平审判权  

 36.  对寻求法律庇护的人，图瓦卢坚持法制、主持正义。《宪法》为依法保

护人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保障。这些保护包括：被控某项罪名的人应在

合理的时限内由一个独立的、不偏不倚的法庭审判；他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拟定

无罪推断，应以其熟悉的语言被告知事项，并给予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  

D. 自愿承诺  

1. 免费医疗服务  

 37.  图瓦卢享有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如有重病无法治疗，可转到斐济

和新西兰治疗，费用国家全包。  

2. 免费义务教育  

 38.  1984 年的《教育(义务教育)令》第 3(1)节规定：学龄儿童，是指(a) 在学

年开始时满七岁者，  (b) 在学年结束时满 15 岁者。  

 39.  修订后的《教育(义务教育)令》第 3(1)节的规定改为“学年开始时满六岁

者”。因此所有介于 6 至 15 岁之间的儿童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E. 公众的人权意识  

 40.  图瓦卢没有专门的人权机构，民众有关行使和保护人权的大部分询问由

图瓦卢全国妇女理事会下的法定权利培训官员(在 RRRT 的支持下)和人民律师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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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受理。人权培训由非政府组织针对特别的受众不定期地举行。人民律师办公室

在过去 12 个月中举办过一场类似的研讨会。  

 41.  青年团体有自己的人权方案和人权主题的研讨会，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

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人权概念。  

四、成就、最佳做法、挑战和制约因素 

A.  挑   战  

1.  气候变化的影响  

 42.  鉴于《宪法》权利和保护图瓦卢公民生命的规定，也鉴于气候变化是人

为活动造成的  1，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影响造成的图瓦卢公民的生命损

失，被视为针对这些人的非法行为，不属于海啸、飓风、地震和火山爆发这类

“上帝行为”所造成的死亡。  

 43.  中长期发展可能因气候变化事件而突然发生变化，迅速导致粮食、饮

水、住处严重短缺，燃料危机，以及人民易患疾病，进而贫病交加  

2.  儿   童  

 44.  图瓦卢人民逐族而居，通常是大家庭。虽然没有儿童受到疏忽的报道，

但有传闻说有些儿童因母亲和监护人忽视而寄居在亲属家中。政府坚信必需让抚

养儿童的传统做法与《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人权公约接轨。  

 45.  《刑法》没有关于儿童的性侵害，特别是男童性侵害问题的详细规定。

例如强奸男童要比强奸女童所受的最高惩罚要轻很多  2。好在此类犯罪在图瓦卢并

不多见。不过，显然需要进行法律改革，以使图瓦卢刑法在这一领域跟上时代的

发展。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 《刑法法典》第 128 节对强奸的定义是：非法与妇女或女童发生性交。相反，强奸男

童只能按照第 153节规定的“鸡奸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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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妇   女  

 46.  《权利法案》保护个人免受基于种族、原籍、政见、肤色、宗教信仰或

没有宗教信仰等理由的歧视。在《宪法》所禁止的各种歧视理由中没有列入“基

于性别”的歧视是一项突出的缺失。除了《宪法》的《权利法案》以外，图瓦卢

没有通过任何专门打击歧视、保护平等机会的法律。目前图瓦卢的国内法律对妇

女人权保护不足。  

 47.  1999 年 10 月图瓦卢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公

约》)，其第一份《公约》报告是在 2008 年 6 月递交的。正如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中所详细指出的，图瓦卢国内法中还有很多与《公

约》不接轨的领域。其中《土地法》是经常被举作需要进行大幅改革的例子。家

庭法，包括婚姻、离婚和儿童监护的法律也存在一些歧视妇女的内容。图瓦卢政

府正在审查哪些领域需要修法，以履行图瓦卢对《公约》的义务。  

4. 宗   教  

 48.  据报道，外岛的一些地方当局 (由法定和俗定实体共同构成 )对个人的信

仰和言论自由普遍地不太支持。人民律师办公室已经从宗教团体收到了许多关于

他们的活动在外岛受限制的投诉。  

 49.  信仰歧视在很多社区，特别是在外岛社区受到纵容。政府正在采取紧急

步骤谴责一切形式的歧视，并提供支持以提高民众对人权问题的意识。  

 50.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判断，似乎有必要寻求恰当的方法，既尊重《宪法》

所承认的图瓦卢文化中的传统和习俗，同时又确保支持信仰和言论自由。  

5. 言论自由   

 51.  好几个教会都报告说媒体部 (前图瓦卢媒体公司 )拒绝播放处于少数地位

的宗教团体的信仰节目。由于图瓦卢只有一家电台，并且现在已经国有化成为了

政府的一个部，因此有人认为政府有责任消除媒体中对少数派教会言论自由的歧

视和不合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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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警察――任意逮捕  

 52.  警察作为执法者，在履行法定职责时面对着各种实际挑战。在执行警务

时，他们每天都与可能会犯法或已经犯法的人及其受害者打交道。在应对违法行

为时，身处不确定环境中的警察也不知道当场应采取何种最佳行动处理面前的情

况。  

 53.  这里所遇到的主要挑战是警察处理案件和理解法律的能力不足，如因证

据丢失影响警方侦办速度；有关人员或受害者在逮捕发生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

因为警察没有向他们宣布这样的权利；再如在逮捕时对受害者过度使用武力。  

7.  发展的挑战  

(a) 自然资源有限；  

(b) 国内市场狭小，几乎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c) 进入国际市场成本较高；  

(d) 国内经济商机有限；  

(e) 由于国土面积小以及社会价值和传统的因素，土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受到

限制；  

(f) 缺乏资金和技术资源。  

B.  制约因素  

1.  诉讼司法  

 54.  在图瓦卢，求助司法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不足。

这一困难必须克服。例如，人民律师办公室和其他政府和公共机关缺乏合格的律

师，需要立即引起重视。从 2007 年 1 月到 9 月，人民律师办公室没有律师。在这

段时间，除了司法部得以帮助的少数案件外，图瓦卢人民不仅法律咨询无门、也

没有律师代理出庭。由于这期间没有辩护律师，100 多起刑事案件被迫推迟审理。

等到 2007 年 9 月一位海归律师到任后，在各高级法院中已经积压了大量的案件。  



A/HRC/WG.6/3/TUV/1 
page 11 

2.  获取信息权  

 55.  由于缺乏资源和能力，第 24(2)(b)和 (c)项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及获取和传

播信息自由受到限制，有时会令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况。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获取

及传播信息的权利，需要对人民进行这方面权利的教育。  

C.  成   就  

1. 气候变化  

 56.  过去 20 年，图瓦卢历届政府都提及气候变化是关于人的生命甚至涉及图

瓦卢这一主权国家存亡的潜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六年中，图瓦卢政府及

其海外外交使团不遗余力地宣传本国而对气候变化的独特脆弱性及困境，这一威

胁日益严重。2001 年 5 月，为加紧图瓦卢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宣传，图瓦卢专门

在纽约设立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不仅如此，国际媒体也加大力度，宣传图瓦卢

以及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马尔代夫等其他环礁岛国对气候变化的脆弱

性，并且还在继续宣传。对于他们的贡献图瓦卢非常感谢。  

 57.  图瓦卢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Te Kakeega II”，还制定了

《适应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并在全球层次加紧宣传。图瓦卢政府还在学校

和所有社区宣传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意识，此外还制定了《灾害预防和

管理计划》，这也是帮助图瓦卢人民应对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事件所造成的损害

的战略。  

2. 改善医疗服务  

 58.  图瓦卢政府将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改造外岛的医疗设施。为此制定了

《卫生主计划》和《卫生总体计划》。一些地方专科医生正在海外接受培训。  

3. 青年发展  

 59.  “青年公司计划”和青年学徒方案正在审议和拟订中。在图瓦卢家庭卫

生协会的协助下，目前正在举办有关艾滋病、艾滋病病毒威胁的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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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妇女的能力建设  

 60.  图瓦卢 1999 年 10 月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并于

2008 年 6 月提交了第一份公约报告。图瓦卢国内法中还有很多与《公约》不接轨

的领域。其中土地法是经常提到的需要进行大幅改革的例子。  

 61.  妇女正在接受培训掌握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和营销能力。这些培训

是由太平洋社区秘书处和英联邦秘书处资助的。培训在斐济苏瓦的社区教育培训

中心进行。  

5.  改革教育大纲  

 62.  现行的课程编制正在审议中，目前已经制定出早期儿童教育、小学、初

中、中学和大学的框架。  

 63.  已经制定出一项以学校为基础的学生评估系统的全国战略。  

五、主要的国家优先事项、承诺和措施 

A.  国家优先事项  

 64.  在 2004 年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全国峰会上，与会代表根据未来和目前的国

家优先事项，制定了国家应遵循的一套十分明确的战略方向。现在需要将它们落

实成部门计划，并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Te Kakeega II 寻求适当的资

金和技术支持，解决图瓦卢在人权方面所遇到的已知挑战和制约因素。  

1. 良  政  

 65.  有理想的领导以及法治的诚实、透明和连贯性，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Te Kakeega II)的前提。政府已意识到促进法制的诚实、透明和连贯性对进一

步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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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增长和稳定  

 66.  在这方面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包括：良好的经济管理，有节制的财税政

策，正确的政策环境(财税、货币、法制)，能够提供高标准治理的有力的和管理良

好的机构，低成本、高效率、卓有成效、以用户为中心的公共部门。  

3. 社会发展  

 67.  医疗和社会福利，包括营养、青少年、性别、年龄和其他特别需求等问

题，以及良好的健康及确保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和福利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将有利

于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艾滋病、艾滋病病毒、非传染病以及贫困这些新问

题，必须当作对实现宏伟理想的潜在威胁来正视。  

4. 长老会及外岛  

 68.  外岛一直被视作国家的心脏，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外岛的人口减少，传

统的自给自足经济生产下降，这颗心脏已经越来越衰弱。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国

家建立了长老会信托基金。现在的任务是确定战略来扭转外岛的人口外流和生产

下降，帮助外岛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5. 就业和私营部门发展  

 69.  发展旅游、农业、渔业等部门的私营企业、创造就业，营造一个能够创

造经济机遇的环境是战略框架的核心。  

6. 教育和人力资源  

 70.  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发展对实现每一个的个人潜力和理想，对国家实

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和培训将有的放矢地针对经济不同部门的技能和人

力需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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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然资源  

 71.  农业、渔业、旅游和环境。图瓦卢社会的传统结构及其自给自足的经济

是建立在可持续利用国家有限的自然资源、保护并审慎地开发脆弱的环岛生态系

统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的态度转变以及现金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资源正受到威

胁。由于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日渐式微，国家面临着调和这些互相矛盾的

因素、创造持久增长、巩固社会稳定的挑战。  

8. 基础设施和支持服务  

 72.  可靠的、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

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支撑服务就不可能吸引投资、创造就业、为人民创造财富

和机遇。国家的战略是建设一切所需的支撑服务，从而给国家提供一个价格合理

的优质的服务。  

B.  承  诺  

 73.  尽管图瓦卢还没有加入《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其他国际人权公约，这并不妨碍图瓦卢政府致力于确保有

效地监测实地的人权状况，以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C.  政府的措施  

 74.  图瓦卢政府认识到尽早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在图瓦卢设立人权办事

处的重要性。  

 75.  此外，它还坚信探索保护图瓦卢人民的人权免受气候变化及其他人为活

动影响的实际途径的需要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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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请求国际社会考虑的问题 

 76.  图瓦卢是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能力、基础设施

和财政资源，具有特殊的脆弱性。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它面

临着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Te Kakeega II 的特殊挑战，特

别是在改善实地的人权问题方面尤其如此。  

 77.  图瓦卢政府呼吁国际社会考虑提供：   

(a) 技术帮助和财力支持以建设地方实践者的能力，并考虑在短期和中期

把人民律师的职位本地化；  

(b) 技术帮助和财力支持以通过社区教育方案和提高意识活动来提高民众

对人权的意识；  

(c) 技术帮助和财力支持以提高警察的能力；  

(d) 技术帮助和财力支持，投入到国际社会认为图瓦卢人权需要改善的领

域。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