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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本文件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和主席第 9/2 号声明提交。文件载有普
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互动对话时未充分论述的议题。本文件还突出强调了赞比亚对
互动对话时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意见。
1.

二. 高孕妇死亡率

赞比亚在降低孕妇死亡率方面取得了进展，清楚表明孕妇死亡率从 2001 年
的每 10 万活产 729 人死亡降至 2007 年的每 10 万活产 591 人死亡。产院分娩从
2001 年的 43%上升至 2007 年的 48%。预期不久将结束的下一次人口健康调查的
结果能够进一步表明孕妇死亡率的降低。
3. 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与战略计划，其中包括《全国生育保健政策》；《孕妇
新生儿和儿童保健途径》；《赞比亚倒计时建议》；《孕妇新生儿和儿童保健通
讯战略》《人工流产全面照料指导》；《安全为母之道指导》；《计划生育指
导》；《禁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指导》以及将《马普托行动计划》纳入主
流。
4. 基础设施发展：在对待基础设施挑战方面，赞比亚目前正在卢萨卡和考坡贝
尔特等省将一些诊所提升为区医院，并在其他地区建造了 26 所医院。新医院意
味着将提供孕妇部门与手术室。由此，改进了患有怀孕综合症的妇女能得到紧急
医疗服务。
5. 人力资源：其他措施包括《赞比亚保健工作人员留用计划》，这一方案将奖
励在边缘或者难以达到的地区工作的保健工作人员。通过这一方案，几乎所有区
域医院都有医生。
6. 社区小组：政府鼓励《安全为母之道》行动小组(行动小组)，该组的目标是
提醒社区对怀孕时某些危险迹象引起注意以及认识在保健设施内分娩的重要性。
7. 孕妇死亡审查(孕妇死亡审查)：政府还从社区至卫生设施等各个层次加强了
孕妇死亡审查。孕妇死亡审查还解释从社区到保健设施导致孕妇死亡的各种事
件。
8. 生育健康商品的安全性：赞比亚已建立生育健康商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
制定计划并且提供资源，确保生育保健商品，例如计划生育方式、设备、药品和
其他用品的供给。
9. 产科急诊和新生儿护理(产前护理)：卫生部加强产前护理，在每个区内指定
设施有效策应孕妇综合症的管理。加强产科急诊和新生儿护理的方案包括在选定
的保健中心和医院提供孕妇综合症的设备，培训应对孕妇综合症的保健人员，重
建基础设施，以便能够在保健设施内分娩，建立母亲庇护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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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降低孕妇死亡率运动(孕妇运动)：赞比亚发起了加速降低孕妇死亡率运
动(孕妇运动)和继续实施已经制定的维持生命的各种活动。这一举措意味着将着
重于把妇女生存作为主流，采取多部门的方式，邀请私人公共伙伴和民间社会参
与。
10.

三. 国际条约的批准与国内化

赞比亚仍承诺批准所有人权文书，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了一
个国内磋商进程。为了使赞比亚作为缔约国的所有人权条约国内化，赞比亚目前
还正在进行所有人权条约规划工作。
11.

四. 反腐败

政府继续支持反腐败委员会的工作。2012 年期间，委员会总共收到了 2,337
份举报，而在 2011 年仅收到 1,228 份举报。在所有这些案件中，1,596 份举报不
含腐败内容，而 2011 年只有 919 份举报不含腐败内容。在这些案件中，向所有
提供资料者提供如何最佳地继续这些事项的咨询。
13. 2012 年，741 份举报载有腐败内容，其中已授权对 484 份举报进行调查。
257 份举报无足够详尽的内容证实腐败罪，因而不能进行调查，没有对这些案件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仅相应地给予指导。然而，其中一些案件已提交相关机构采
取行政行动。
14. 截止年底，总共 733 起案件正在调查之中，总共有 89 例起诉提交法庭。在
这一年中，据委员会记录，在全国各地共 31 起逮捕，13 起已定罪，9 起无罪释
放。此外，44 起案件处于审讯阶段，9 起案件处于上诉阶段，8 起案件待判决，
4 起案件在辩护阶段，仅 1 起案件等待裁决，在整年中仅撤销 2 起案件。
15. 鉴于上述，显然委员会正努力不懈地保护公众免于腐败现象的侵害，并将
继续这么做。
12.

五. 习惯法与妇女权利

在目前进行的宪法改革过程中，习惯法与妇女权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讨论
的主题。所有利益攸关者普遍认为，所有人应该有相同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因此，宪法草案提议彻底消除所有形式的歧视，包括目前《赞比亚宪法》第 23
条之下所规定的个人法。
17. 此外，赞比亚法律制定委员会已经开始了一个项目，规范有关婚姻的习惯
法领域。承认传统婚姻领域是歧视妇女与儿童的肥沃土壤，因为不同的族裔群体
在缔结以及消除婚姻方面采取不同做法。这一流动性意味着婚姻受影响于一个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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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群体的性质是母系、父系或双边性质的族裔群体。没有统一性是习惯法不能保
护缔姻双方，特别不能保护妇女的重要因素。
18. 该项目的目的是在整个缔结习惯婚姻的程序中有一条连贯的共同标准，统
一不同的形式，以便在整个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法典。这涉及到对主要族裔群体的
做法进行严密的审查，通报规范习惯婚姻法令的形式与内容。遗产继承领域也被
确定为持续存在歧视现象的一个因素，因此开展了对《遗产继承法》(赞比亚法
第五十九章)的审查。审查的目的是在继承领域内，法律如何修正以前习惯法之
下的缺陷。估计不久将进行改革。
六. 贫困

政府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向最为贫困的脆弱家庭提供援助。特别是，1999
年实施的《公共福利援助计划》从其实行至今已经提高了受益者人数。《援助计
划》是政府重大社会援助方案之一。该方案的目标是：
(a) 援助社会中最为脆弱者，满足其特别在保健、教育、食品和住房方面
的基本需求；和
(b) 促进社区能力，发展地方与外部援助的各种举措，从而解决极为贫困
和脆弱性问题。
20. 政府已经制定了《社会现金汇兑计划》(《现金汇兑计划》)，该计划向个人
或家庭提供非缴费付款。《现金汇兑计划》的对象是社区内符合标准资格的 10%
核心贫困家庭。《现金汇兑计划》自 2003 年开始运作，已有事实表明该计划有
助于减贫。
19.

七. 艾滋病毒/艾滋病

已经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疾病。赞比亚进一步实施
措施教育高风险群体、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广大民众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
播。政府为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已采取的一些措施是：防止母亲向子女传播艾
滋病毒/艾滋病，在产前检查时对孕妇进行甄别，防止母亲对子女的传播和儿科
艾滋病毒检测。政府还开展了产前梅毒测试，以及孕妇的其他性病测试，以防止
儿童受到感染。政府还在公共场所和通过媒体宣传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危险，以
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如何传染的。目前，政府免费颁发避孕套和提供性病与艾
滋病毒的治疗作为防范措施。在学校里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反艾滋病俱乐部。政府
还建立了 990 个免费电话服务线用以讨论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22. 政府已采取措施确保提供廉价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目前已实施一项计划：
在公共机构内免费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因为不再要求支付使用者费用，使人们
能够免费地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卫生部和私营部门也缔结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为病人提供免费抗逆转录病毒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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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紧努力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并加强了提供和鼓励使用避孕
套政策。为了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政府在公共保健设施内提供免费避孕
套，还在电台和电视上鼓励男性包皮环切。
24. 赞比亚还采取措施通过公共宣传节目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政府通过卫生
部实施提高认识方案，还加强自愿咨询运动。学校内的反艾滋病俱乐部也具有相
当作用，确保向在校青年人提供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资料。990 艾滋病毒/艾
滋病免费热线电话的使用有效地确保向人们提供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资料。
25. 赞比亚目前为患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提供充分的保健照料，特别考虑患
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孤寡和孤儿的需求。这些措施包括向提供住家照料与支助
服务的住家照料提供者与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无歧视地向所有人免费提供这些服
务。
23.

八. 出生登记

赞比亚注意到对出生登记提出的关注。赞比亚仍承诺在该国内推广出生登
记，并已为推广出生登记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
(a) 在儿童基金会和国际计划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已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提
高有关出生登记的认识运动；
(b) 通过在酋长管辖地区重新建立村庄登记册的方式，邀请传统领袖参与
其社区的儿童出生登记；和
(c) 通过培训和提供计算机与交通对出生与死亡登记部门进行能力提高。
27. 负责出生登记的内务部国民登记、护照和公民身份部为了改进其服务效
率，目前正在重新设计其业务流程。为此，正在赞比亚选举周期支持之下发展一
个综合性的全国注册登记系统。
28. 出生登记是需要予以发展和馈入集成的一个关键性分系统之一。将使这一
分系统设定与卫生部的出生记录连结在一起。由于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系统，将会
加强农村的注册登记，因为官员们将定期地收集这一信息以补充主要系统。为了
在区域改善人员配备程度，已征聘了更多的官员。为了解决农村注册登记的问
题，为每一个区域委派了一名官员。
29. 此外，赞比亚法律制定委员会在其宪法审查过程中已考虑了《出生与死亡
注册登记法》。特别重视因经济困难未及时进行出生登记的条款。
30. 此外，宪法审查过程中正在考虑的提案之一是关于出生登记的提案。在这
方面，《宪法》草案第 55(5)(a)条规定每一名儿童从一出生就享有姓名和国籍权
利和享有出生登记权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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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信息自由法案与新闻限制

信息与广播部与利益相关者，如媒体从业人员、民间社会组织、世界银
行、学术界和政府其他部委进行磋商制定了《信息获得法》 ( 前《信息自由
法》)。2012 年 10 月，司法部通过了该法令。在最后提交议会供颁发之前，信息
与广播部目前正在就法令草案的内容与利益攸关者进行进一步的磋商。预期该法
令将在今后的几个月内提交议会。
32. 关于新闻限制，该国政府希望清楚表明该国政府承认并接受媒体自我规范
的原则，不对新闻加以任何限制。遵循这一承诺，信息与广播部于 2012 年 7 月
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媒体机构――赞比亚媒体理事会。政府在赞比亚媒体理事会
的运作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并且不会干预理事会的运作。媒体机构已经举行了会
议并同意将资助理事会。
31.

十. 关于赞比亚未予以支持的建议的解释性声明

赞比亚继续承诺无任何歧视形式地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因而重要的是须
作一些解释，说明为何赞比亚反对某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可能被认为旨在无任何
歧视形式地加强所有人的平等待遇。赞比亚拒绝其中一些建议并非是不愿承诺保
护其公民的人权，而是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建议的接受取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
宪法审查过程的结果。例如，随着磋商的不断进展，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赞
比亚人希望将死刑作为赞比亚刑事制度一部分。政府相信民主，并且希望在这方
面尊重人民的意愿，尽管事实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可能不同。
34. 此外，由于上述理由，赞比亚目前不能同意批准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例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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