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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作组的第十九届会议上，哥斯达黎加口头介绍了根据普遍定期审议提交

的报告，因为这是哥斯达黎加提交的第二份报告。自哥斯达黎加提交了第一份报

告以来，2010 年哥斯达黎加还提供了一份文件，阐明了其对各项建议的立场，

并在 2012 年提交中期报告中叙述了就某些建议所取得的具体进展和执行情况。 

2. 在普遍定期审议讨论报告期间，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提出了 193 项建议。

在该届工作组会议期间，哥斯达黎加宣布支持五项建议并认为已经得到了执行。

哥斯达黎加推迟了对其他 188 项建议的决定。政府立以人权捍卫者的身份为本定

期处置所提出的众多建议。此外，诸多建议重申了同样的想法，并且意在极大程

度上鼓励哥斯达黎加政府坚持不懈地奉行其使命，竭力促进和确保对人权的尊

重。 

3. 哥斯达黎加推迟作出决定的这 188 项建议中，173 项获得了哥斯达黎加的支

持，即表明这些建议已获得接受。其中四项建议得到部分接受，另有六项被视为

已得到落实。此外，哥斯达黎加还已予注意剩余的 15 项建议。本文件列表载有

补充资料，阐述了那些未获得哥斯达黎加支持的建议，以及由于目前的政府更

迭，哥斯达黎眼下尚无法采取立场的建议，以及针对那些可能要采取新立场的各

类议题，尚需本着认真审慎的态度，按人权的必要义务作出分析。哥斯达黎加所

支持的 178 项建议，绝大部分符合哥斯达黎加在普遍定期审议之前业已执行的决

策和政策。 

4. 哥斯达黎加极为重视这项极有助于制订和执行人权领域政策和行动的普定审

工作。我们认为这些应为及时和具体的建议。此外，恰如我们在上次审议期间所

阐明的，我们认为，要使这些建议真有助益，就得提出更清晰明了的建议。这就

需要三国小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增强履职业绩，特别是对各类建

议归并组类和甄辨工作。 

5. 哥斯达黎加将逐项详述工作组报告所载的建议如下： 

建议编号和提出建议的国家 哥斯达黎加对建议和评论所持的立场 

国际义务的范围 

127.1 菲律宾 

127.2 塞拉利昂 

127.3 乌兹别克斯坦 

获得接受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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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 乌拉圭、阿尔巴尼

亚、阿塞拜疆、乍得、加

纳、印度尼西亚、尼加拉

瓜、尼日尔、卢旺达、斯

里兰卡、菲律宾 

128.4 洪都拉斯、阿根廷、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

地马拉、巴拉圭、塞拉利

昂 

128.5 阿尔及利亚 

128.6 塞内加尔 

哥斯达黎加予以了注意。哥斯达黎加认为，该《公约》体现

的纯粹是重大移民潮原籍国的利益，并未体现为应对移民需

求的那些移民接受国的利益。 

无论如何，该国立法和案例法亦载有《公约》所列的同样原

则，因此，全面保障了移徙工人及其家庭的权利。 

128.7 斯洛伐克 

128.8 葡萄牙 

获得接受。联合国第六十九届大会期间将提交该文书。 

128.1 贝宁 

128.2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获得部分接受—执行。劳工组织第 189 号公约获得了批准。

哥斯达黎加已予注意有关《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见，对第 128.3、128.4、128.5 和

128.6 号建议的立场)。 

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 

127.4 挪威 

127.5 塞拉利昂 

获得接受 

妇女、平等和不歧视 

128.39 不丹 

128.42 巴基斯坦 

128.43 卢旺达 

128.45 智利 

128.49 哥伦比亚 

128.50 马尔代夫 

获得接受
1
 

128.46 博茨瓦纳 获得接受 

128.48 阿尔巴尼亚 获得接受。对《侵害妇女暴力行为列罪法》所作的修订，增

加了第 22 至 25 条，具体列明了被视为犯罪行为的虐待和侵

害类型。 

2011 年颁布的第 8925 号法案，修订了《家庭暴力法》(设立

了家暴施虐者登记册)。 

128.51 巴拉圭 获得接受 

128.85 埃及 获得接受 

128.86 萨尔瓦多 获得接受 

128.8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获得接受 

128.89 日本 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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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0 列支敦士登 获得接受 

128.94 挪威 获得接受 

128.96 俄罗斯联邦 

128.97 新加坡 

128.101 西班牙 

获得接受 

128.141 俄罗斯联邦 获得接受 

128.143 加纳 获得接受 

儿童权利  

128.9 阿尔巴尼亚 

128.22 乌克兰  

获得接受
2
 

128.31 委内瑞拉 获得接受 

128.32 越南 

128.105 美利坚合众国 

128.113 斯洛伐克 

获得接受
3
 

128.33 萨尔瓦多 

128.3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获得接受
4
 

128.35 德国 

128.106 孟加拉国 

128.107 比利时 

获得接受
5
 

128.36 德国 

128.38 巴勒斯坦 

128.111 马来西亚 

128.121 利比亚 

128.126 斯里兰卡 

128.128 加拿大 

128.116 博茨瓦纳 

获得接受 

128.102 苏丹 获得接受
6
 

128.108 法国 获得接受 (关于监狱环境，见 128.136、赞比亚)。 

128.109 意大利 获得接受 

128.110 列支敦士登 获得接受
7
 

128.12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获得接受
8
 

128.137 葡萄牙 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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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78 土库曼斯坦 获得接受 

生命、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128.1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获得接受
9
 

128.23 洪都拉斯 

128.25 墨西哥 

获得接受—执行—《刑法》第 172 (a)条。 

128.41 刚果 获得接受 

128.28 法国 获得接受 

128.82 美利坚合众国 

128.115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128.123 摩洛哥 

128.125 斯洛伐克 

128.127 苏丹 

获得接受 

128.83 阿尔及利亚 获得接受 

128.84 澳大利亚 获得接受 

128.120 印度尼西亚 获得接受 

128.124 俄罗斯联邦 获得接受 — 执行 — 2012–2015 年全国反人口贩运和移民偷

渡事务联盟(CONATT)战略工作计划。 

128.130 瑞士 获得接受 

128.131 科特迪瓦 获得接受—主管贩运人口和移民偷渡事务的副检察官公署

(FACTRA)。 

实施司法和法治 

128.10 保加利亚 哥斯达黎加已予注意。 

128.20 爱沙尼亚 

128.21 突尼斯 

获得接受—目前正拟通过作出修订的第 18514 号立法议案，

并且正在走此程序。 

128.24 爱尔兰 获得接受
10

 

128.26 西班牙 获得接受—目前正拟通过水资源综合管理议案，且相关的适

当程序正在进行之中。 

128.34 爱沙尼亚 获得接受
11

 

128.87 法国 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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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1 墨西哥 

128.92 黑山 

128.93 荷兰 

128.95 巴拉圭 

128.98 斯洛文尼亚 

128.103 加拿大 

获得接受 

128.99 斯洛文尼亚 获得接受 

128.100 西班牙 获得接受 

128.10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获得接受 

128.114 巴林 获得接受— 颁布了第 9095 号法案，并且目前正在通过相应

的条例。  

128.117 埃及 

128.119 印度 

128.122 黑山 

获得接受
12

 

128.118 埃塞俄比亚 获得接受 

128.132 澳大利亚 获得接受 

128.133 比利时 

128.134 澳大利亚 

获得接受 

128.135 巴林 获得接受 

128.144 乌拉圭 获得接受 

工作权和公正良好工作条件权 

128.187 萨尔瓦多 获得接受 

128.188 尼加拉瓜 获得接受 

社会保障权和适足生活水准权 

128.27 埃及 获得接受—将提交主管机构。 

128.67 洪都拉斯 获得接受
13

 

128.145 委内瑞拉 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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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46 中国 

128.147 中国 

128.148 哥伦比亚 

128.149 科特迪瓦 

128.150 萨尔瓦多 

128.151 菲律宾 

128.152 斯里兰卡 

获得接受 

128.153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获得接受 

128.154 泰国 

128.155 埃及 

获得接受 

128.156 新加坡 获得接受 

受教育权和社会的文化生活参与权 

128.40 古巴 获得接受 

128.158 越南 获得接受 

128.160 保加利亚 获得接受
14

 

128.162 马来西亚 获得接受 

128.163 葡萄牙 

128.166 埃塞俄比亚 

128.167 厄瓜多尔 

128.168 埃及 

获得接受 

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 

128.12 西班牙 获得接受 

128.13 乌兹别克斯坦 

128.17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已予注意。
15

 

128.30 委内瑞拉 获得接受 

128.68 塞内加尔 获得接受 

128.112 塞拉利昂 获得接受 

128.11 刚果 获得接受
16

 

128.142 罗马尼亚 获得接受 

128.159 保加利亚 

128.164 巴勒斯坦 

获得接受 

128.161 爱尔兰 

128.165 巴勒斯坦 

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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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73 多哥 获得接受 

128.174 乌兹别克斯坦 获得接受 

128.175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获得接受 

128.176 萨尔瓦多 获得接受 

128.17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获得接受 

128.180 意大利 

128.181 印度 

获得接受 

128.182 安哥拉 获得接受 

移民和难民 

128.183 赞比亚 哥斯达黎加 已予注意。 

128.184 巴西 获得接受 

128.185 哥伦比亚 获得接受 

128.18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获得接受 — 执行 —2013 至 2023 年综合移徙政策。 

性权利和生育权 

128.14 比利时 

128.15 瑞士 

128.16 法国 

128.17 冰岛 

128.18 挪威 

128.157 比利时 

哥斯达黎加已予注意。
17

 

普遍定期审议的后续行动 

128.44 不丹 获得接受 

监狱制度  

128.29 匈牙利 获得接受
18

 

128.136 赞比亚 获得接受
19

 

128.138 塞尔维亚 获得接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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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3 美利坚合众国 

128.74 澳大利亚 

128.75 瑞士 

128.76 埃及 

128.77 德国 

128.78 日本 

128.79 墨西哥 

128.80 俄罗斯联邦 

获得接受 

128.81 加拿大 获得接受 

残疾 

128.169 泰国 获得接受 

128.170 巴林 获得接受 

128.171 智利 获得接受 

128.172 西班牙 获得接受—执行。
21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128.47 尼加拉瓜 

128.53 厄瓜多尔 

128.5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28.55 土库曼斯坦 

128.56 巴西 

128.57 法国 

128.59 印度 

128.6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28.61 尼日尔 

获得接受
22

 

128.52 多哥 

128.58 加纳 

获得接受 

128.62 巴基斯坦 获得接受 

128.63 阿塞拜疆 获得接受 

128.64 突尼斯 

128.65 加纳 

128.66 危地马拉 

获得接受 

128.69 阿根廷 获得接受 

128.70 荷兰 获得部分接受。哥斯达黎加已予注意采用同居契约，消除有

关继承、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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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1 斯洛文尼亚 获得接受 

128.72 乌拉圭 获得部分接受。哥斯达黎加已予注意各项法律的修订。 

家庭 

128.139 孟加拉国 

128.140 毛里塔尼亚 

哥斯达黎加已予注意。哥斯达黎加对家庭持有各类不同的概

念。 

 

 

注 

  
1
 哥斯达黎加出台了2007–2017年男女平等和公平国家政策(PIEG)，巩固了该国对弥合就业和收

入、家庭责任、教育和保健方面男女待遇差距所作的承诺，并确保切实保护妇女权利和对政

治生活的参与。 

  
2
 《一般移徙法》(第8764号法案)及其条例。2013–2023年哥斯达黎加综合移徙政策。《废除体

罚和任何形式对儿童和青少年虐待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法案》。 

  
3
 遏制中学校内骚扰、打架斗殴、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的具体规程； “Convivir” 方案；

“Avancemos” 方案和哥斯达黎加消除童工现象和最恶劣童工形式的路线图。 

  
4
 2009–2021年儿童和青少年国家政策(PNNA)；第36524-MP-MBSF-PLAN-S-MTSS-MEP (2011)

号执行令；2011–2021年国家残疾问题政策。 

  
5
 修订《刑法》第167条 (虚拟传媒色情制品材料)和修订《刑法》第162条(嫖淫旅游)全国反商业

性剥削问题委员会(CONACOES)的修订案。 

  
6
 防止家庭暴力常设委员会。 

  
7
 《刑法》新增列了关于剥削工人问题的第189条之二列明，受害者若为未满18岁者，系为加重

罪责的情节。 

  
8
 2013年8月设立了负责监查贩运人口和偷渡移民问题的副检察官公署。 

  
9
 根据1992年第7319号法案及其条例设立。 

  
10

 根据第 9095号法案编撰的条例已进入最后通过阶段。 第8764号法案，《移徙法》第 94条第

10款述及，人口贩运受害者属某一具体类别。移民总局准许赋予遭贩运受害者难民地位。 

  
11

 2012年更新充实了《刑法》第167条，列明了何为以损害未成年人方式使用社会传媒或任何其

它计算机化或电信系统的规定。  

  
12

 《刑法》第172条界定了贩运人口罪。  

   (a)分项列明受害者若未满18岁，则会处以更严厉的惩罚。 

   《刑法》关于偷渡未成年人行为的第383条。  

   第9095号法案第73条确定可就贩运人口行为提出民事损害索赔诉讼。  

   各类警察部队和快速反应小队(ERIs)首先应保护遭贩运受害者。同时，还颁布了关于保护刑事

诉讼程序所涉受害者、证人和其他当事方的第 8720号法案。  

   第9095号法案第26条列入了保密条款，并载有关于保护信息和隐私的充实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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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机构均介入了对受害者的援助工作。受害者若是未成年人，即应由全国儿童福利机构

(PANI)负责。老年人则由全国老年人理事会(CONAPAM)提供援助；倘若受害者是妇女，同样

应由全国妇女协会 (INAMU)负责。若遇到残疾案情，则交全国康复和特殊教育理事会

(CNREE)处理。 

  
13

 自2011年以来，the Los Santos 省一直把对境内出生的儿童、移民和外籍儿童登记存档列为办

理移民手续的部分工作。 

  
14

 鉴于在情感问题和性关系中人权的重要性，教育部将人权一直列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个人，

他/她身份和权利的重要性，并着重强调每项权利都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 

  
15

 目前正在审议似供通过的土著人民自治发展权议案，并将走相应的程序。 

  
16

 目前正在归还土著社区的土地。Salitre 区域已划定了地界，并且开始了土改工作。在其它一

些区域已经着手放开限制和划定地界的工作。  

  
17

 宪法体制框架和目前的立法反映了哥斯达黎加社会保护人生命的标准。各项建议已超出了当

前规约堕胎立法条款的范围；依据立法者的政治和竞选使命，建立涉及到诸如立法部门等政

府的各级主管部门。从政府角度来看，根据合符法律的原则，执政部门只被允许管制，《刑

法》第121条所涵盖，与理疗性堕胎相关的现行立法。 

  
18

 除司法与和平事务部下辖的监狱和执法部门的囚室之外，国家预防机制还监督审判机构司法

调查局、国家精神病院、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心理紊乱症患者诊治医院、无证件移民收容中心

和Juan Santamaría 国际机场拘禁中心的监所。 

  
19

 国家预防机制定期巡察各所狱设施设立的少年犯拘留方案。预防机制与儿童和青少年监察专

员署共同携手对这些拘禁设施内所发生的严重暴力案件进行调查。 

  
20

 该国认为剥夺自由不应成规则，应为特殊做法，并应采取替代拘禁的其它解决办法。 

   例如，国家应为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和全国青少年方案提供支持，为那些被剥夺自由的青少

年提供就业。同时还和为吸毒上瘾者提供援助。 

  
21

 目前正在修订2012–2014年全国残疾问题政策(PONADIS)的行动计划，以评估所取得的进展并

确立2015至2018年期间的新目标。 

  
22

 2014年2月20日官方公报颁布了第 38140-RE-PLAN号法令：“促进建立一个无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和分外心理社会的国家政策”。 

  
23

 2014年5月22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障基金董事会同意修订两项条款，从而允许同性配偶上保险。

董事会还批准当同性配偶中有一位住院时，另一位可不受限制地前往保健中心探访。宪法法

庭第2013-22-0041a号法令还同样下令，责令律师协会准予同性配偶在按规定提出申请后可诉

诸和利用该设施处理他们的案情，从而他们可被纳入为人寿保险和自愿投保保单的受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