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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瓦卢政府于 2008 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初次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

于 2013 年提交了第二次国家报告。图瓦卢尽力利用有限的财政和技术资源，
通过政府机构、官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努力落实商定的建议和承诺。
图瓦卢在落实商定的建议，尤其是在国家人权和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方面继续面临
挑战。
2.

总理办公室下属总检察长办公室负责国家报告，更重要的是负责协调落实经

人权理事会商定的建议。此外，内阁任命总检察长办公室、卫生部、教育、青年
和教育部、内政和农村发展部、财政和经济发展部、气候变化政策司和救灾部门
负责协调并启动第三次国家报告的编写工作。1 本报告是针对 2013 年向人权理
事会提交第二次国家报告后所收到的建议而编写的。它阐述了该国在加强和保护
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概述了在执行建议方面面临的持续挑战。

一. 报告编写方法和过程
报告编写方法

A.
3.

总检察长办公室作为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牵头机构，协调并促成了为期一天

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协商会议，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19 日举行，讨论了如何最
好地编写报告和回应第二轮报告所提建议。通过为期一天的协商，政府利益攸关
方得以思考第二次国家报告的编写过程、模式和建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也有
机会提供最新资料，说明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普遍定期审议汇总表包含一份建
议清单，其中有来自人权理事会、负责提出建议的部委和(或)政府部门的建议，
以及建议执行进展情况和为了充分落实建议而需要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普遍定期
审议汇总表被用作第三次国家报告编写工作的主要来源。此外，还举行了一对一
会议，以进一步获取国家报告所需的资料。

B.

报告编写过程
4.

总检察长办公室通过高级检察官行事，负责整理政府利益攸关方提供的资料

和国家报告的定稿工作。第三次国家报告已分发给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的成员，
供其提出评论意见。收到的其他资料已添加到国家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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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上次审议以来取得的进展，受审议国的背景和框架，尤其
是增进和保护人权的规范性和体制性框架：宪法、立法、
政策措施、国家判例、人权、国家人权机构等基础设施，以
及第 5/1 号决议所载“审议工作依据”确认的国际义务范围
A.

国家法律和立法
5.

图瓦卢努力使国内立法符合其国际义务，2 议会已通过下列修正案和立法：
(a) 2017 年《岛屿法院法修正案》；
(b) 2017 年《烟草控制法修正案》；
(c) 2017 年《酒精饮料法修正案》；
(d) 2017 年《领导人守则修正案》；
(e) 2017 年《婚姻法修正案》；
(f)

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

(g) 2016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修正案》；
(h) 2017 年《国家人权机构法》；
(i)
6.

2017 年《劳动和雇佣关系法》。

总检察长办公室已于 2017 年和儿基会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合作，开始制定

2017 年《儿童保护与福利法案》 3 和《保护图瓦卢教育机构中所有儿童的政
策》。4 此外，已经对其他法律进行相应修正，使其符合图瓦卢的国际规范和标
准。5 这些修正有：
(a) 《刑法》第 39 节[第 10.20 章]；6
(b) 《监狱法》[第 20.28 章]；7
(c) 1984 年《教育(义务教育)法令》[第 30.05.4 章]；8
(d) 《赌博和博彩法》[第 54.10 章]。9
7.

图瓦卢目前正在进行宪法审查，一项重大的宪法改革提议是纳入禁止以性别

和残疾为由的歧视。图瓦卢政府注意到，在第 27 节中增加禁止以性别和残疾为
由的反歧视条款，这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规定的图瓦卢国际义务相符。此外，性别事务部已经向宪法审查委员会提供
了一份关于修改内容的战略文件，以使宪法符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图瓦卢政府认识到，虽然第 11 节已经规定禁止以性为由的歧视，但是
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性别不同于性，而且第 27 节规定的保护措施可以说是更为
广泛。

B.

国家措施和政策
8.

图瓦卢告知人权理事会，为履行其国际义务和承诺，内阁已批准十二(12)项

国家措施，旨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和保护人权，更为重要的是确保在国家法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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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规和实践中体现国际规范和标准所阐述的目标和愿景。这些经内阁批准的
国家措施表明图瓦卢承诺人权是一个优先事项，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部
分。内阁批准的国家措施有：(a) 对图瓦卢进行普遍定期审议；(b) 2017 年《图
瓦卢国家人权机构法案》和 2017 年《图瓦卢领导人法修正案》；10 (c) 人权条
约报告和儿童保护立法审查的进展更新； 11 (d)《范围研究小组关于建立国家人
权机构的可行性和备选方案报告》；12 (e)《2016 至 2020 年图瓦卢全国人权行动
计划》；13 (f) 关于儿童和技术工作组职权范围的全国咨询委员会；14 (g) 儿童
权利委员会――2019 至 2022 年寻求图瓦卢支持；15 (h) 通过人权实现图瓦卢
的善政和发展；16 (i) 对《关于人权和善政的 2015 年丹娜努宣言》的动议；17
(j) 设立救灾协调部门18 (k) 设立全国气候变化问题咨询理事会；19 (l) 在总理办
公室之下设立气候变化和救灾政策协调部门。20
9.

《保护图瓦卢教育机构中所有儿童的政策》专门适用于 18 岁以下的学生。该政

策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保护儿童，查明、管理和报告学校和教育机构在开展或
提供学校活动或方案过程中出现的虐待儿童事件。该政策规定：(a) 图瓦卢学校
中的所有儿童都有权享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赋予的权利和保护，(b) 受
雇于图瓦卢学校的所有工作人员负责学校或教育机构中的儿童照料、安全和保护
工作，(c) 这一责任延伸到查明和及时应对关于潜在的性、身体、心理和情感虐
待或忽视儿童行为的关切，(d) 教育局对虐待、忽视和剥削儿童的行为采取零容
忍政策。
10.

《2014 至 2016 年图瓦卢国家性别政策》的战略方针旨在实现五项优先成

果：(a) 加强政府各部门的能力，以处理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方面的主要
关切问题；(b) 在立法和影响政府及民间社会的部门政策中体现政府对促进性别
平等和女性赋权的承诺；(c) 为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d) 采取
措施，确保男女平等参与决策制定过程，从而提升各级的领导和治理水平 ；
(e) 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11.

《图瓦卢全国残疾人政策草案》规定了一个全面框架，以满足残疾人的需

要和权利。其目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作为有权能公民充分和平等参
与社会。这反映了图瓦卢的愿景，即建设一个包容残疾人的无障碍社会，使残疾
人能够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所有人权，有尊严地生活。这也体现了《残疾
人权利公约》的关键原则和核心价值，特别是：(a) 不歧视原则；(b) 尊重固有
尊严；以及 (c) 充分和切实的参与和融入。
12.

《图瓦卢全国青年政策》表明了政府和整个社会对于青年赋权的承诺和认

知，不论其种族、宗教、性别和残疾状况。这项承诺旨在：(a) 为青年提供各种
机会发展人格、体格、社会、经济、心理和精神潜力；(b)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
家建设，塑造自己的未来。它详细说明了影响青年的各种问题，并概述了处理这
些问题的广泛战略。
13.

为应对国家水危机，推出了《2012 至 2021 年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综合政

策》，直接目标是确保政府为今后的挑战做好准备。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确保图瓦
卢人民持续享有安全、可靠、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水和卫生设施。该政策支持图
瓦卢的关键规划文件 Te Kakeega III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关键的太平洋
区域框架，例如《太平洋地区可持续水管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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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图瓦卢国家残疾问题协调委员会致力于推进图瓦卢的普遍人权，更具体而

言，它的设立是为了制定和发展有意义的国家决策和行动，以处理涉及图瓦
卢境内残疾人的问题。图瓦卢国家残疾问题协调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和
发展关键机制，将这些机制转化为切合实际和循序渐进的行动，实现图瓦卢境
内残疾人的人权，从而确保促进《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执行。图瓦卢国家残疾问
题协调委员会是图瓦卢残疾问题的国家联络点。社区事务部是该国政府的残疾问
题联络点。
15.

儿童权利问题国家咨询委员会致力于履行政府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所作

的承诺。儿童权利问题国家咨询委员会旨在：(a) 协调起草政府提交儿童权利委
员会的《儿童权利公约》报告；(b) 与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就《儿童权利公约》报
告草案进行全国性协商；确保将所有的政府《儿童权利公约》报告提交内阁并获
得内阁核准；(c) 确保向位于日内瓦的儿童权利委员会秘书处正式提交所有的政
府《儿童权利公约》报告；(d) 协调政府对问题清单的答复工作和与儿童权利委
员会及其他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的其他任何沟通；(e) 协助政府代表团为与儿童权
利委员会开展建设性对话所作的准备工作，包括向发展伙伴寻求模拟会议技术支
助和其他所需支助；(f) 协调和监测本国对儿童权利委员会结论性意见/评论和建
议的落实情况和后续行动；(g) 协调本国对《儿童权利公约》和普遍儿童权利的
宣传工作；(h) 为内阁/议会就有关儿童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履行《儿童权利公
约》报告和执行工作所需的其他职责。
16. 根据 2014 年《领导人守则法》，依法成立了监察员办公室。监察员的职责如
下：(a) 调查关于任何领导人不当行为的投诉或指称；(b) 对正在接受调查的事件
中出现的任何行政违规行为进行调查；(c) 调查任何领导人被指或涉嫌歧视的案
件；(d) 就可能出现的违反本《守则》的行为事先提供咨询意见；(e) 调查和报告
针对任何据称违反本《守则》行为的任何投诉。21 此外，监察员应遵守《守则》
中提供或规定的指引，但不受任何其他个人或主管机构的指挥或控制。
17.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为确保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其国际人权承诺，该国政

府继续向关键的政府部委和部门提供财政援助，协助它们履行本国的国际人权
义务。22

C.

与人权有关的官方机构和政府组织
18.

已经有机制通过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现行政府举措提供服务。现有的国

家机制是：
• 总检察长办公室；23
• 内政和乡村发展部；24
• 教育、青年和体育部；25
• 性别事务部；26
• 青年部；27
• 图瓦卢警察部队；28
• 人民律师办公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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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实际情况：履行“审议工作依据”确认的
国际人权义务，国家立法和自愿承诺，国家人权机构的活
动，公众对人权的认识，与人权机制的合作
19. 图瓦卢政府制定了《2016 至 2020 年图瓦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份《国
家行动计划》反映了图瓦卢根据已加入的人权条约作出的现有承诺。它还反映了
图瓦卢根据普遍定期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Te Kakeega III-2016-2020 (《2016
至 2020 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的承诺。《国家行动计划》致力于巩固政
府的人权承诺，确保以系统和协调的方法落实政府的承诺和实现其他预期的发展
结果，以便图瓦卢加强实现人权。
20.

图瓦卢的发展优先事项载于 Te Kakeega III, 这是政府改善图瓦卢人民生活

质量的行动蓝图。虽然 Te Kakeega III 以发展为主旨，但这一重要的政府文件中
列出的多数期望都与人权有关，包括受教育权、健康权、生命权、住房权、就业
权、投票和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等人权。为了达到这些发展目标，政府正在实现
源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
约》等国际人权文书和普遍定期审议进程所规定义务的基本人权。
21.

2017 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太平洋妇女主导太平洋地区发展”(太平洋妇

女)计划，为图瓦卢政府提供资金，供其开展图瓦卢残疾人研究。图瓦卢政府通
过内政部和性别事务部为整个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支助。图瓦卢残疾人组织 Fusi
Alofa 协会的董事会、工作人员、会员和志愿者自研究开始以来发挥着关键作
用。关于残疾、人性和尊严问题的研究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残疾人权利
公约》提出的特别相关的构想。

四. 就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2013 年)所提建议采取的行动
A.

批准条约30
22.

该国继续将《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制度

化，特别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将其制度化，随着 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
暴力法》、2017 年《国家人权机构法》、《性别政策》、《图瓦卢全国残疾人
政策草案》和《住房政策草案》的通过，已明确了这一点。对现行立法所作的修
正中也已明确将其制度化。31
23. 此外，图瓦卢政府已完成并提交了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和第 5 次《儿
童权利公约》合并国家报告。图瓦卢政府还告知安理会，它已完成并提交了《残
疾人权利公约》初次报告。这两份报告是在 2018 年 3 月提交的。
24.

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受益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人权培

训，特别是人权指标培训(2017 年)、经济、文化及人权指标培训(2017 年)；《残
疾人权利公约》培训(2016 年)、关于批准和执行《禁止酷刑公约》的益处和挑战
的培训(2016 年)。
25.

图瓦卢政府将逐步实现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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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
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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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图瓦卢政府将在 2018 年 6 月首次参加缔约国大会。来自内政和农村发展
部以及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将代表图瓦卢政府参会。此外，图瓦卢政府还期
待与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就该国提交的两份国家报告进行建设性
对话。
27. 图瓦卢政府告知人权理事会，内阁在 2012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 13/12 次特
别会议32 上核准了关于加入《罗马规约》的提案。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罗马
规约》建立的，受制于《罗马规约》。该国设想将在下一个报告周期之前逐步实
现加入《罗马规约》。此外，将在国家正式程序得到遵守之后，逐步实现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
28.

此外，内阁在 2013 年的特别会议上同意批准《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

书》。将逐步实现批准并在下一个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周期进行报告。
29.

人民律师办公室已与斐济法律援助委员会制订双边协议，为人民律师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提供实习和培训计划。迄今为止，在此合作伙伴关系下，已有两名人民
律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受了斐济法律援助委员会关于检控和法律辩护的培训。

B.

纳入国内法――修订本国法律33
30.

图瓦卢政府已将《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条款纳入本国法律和政策，即 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2017 年
《国家人权机构法》和 2017 年《劳动和就业关系法》。
31. 图瓦卢还修订了 2017 年《岛屿法院法修正案》、2017 年《烟草控制法修正
案》、2017 年《酒精饮料法修正案》、2017 年《领导人准则修正案》和 2017 年
《婚姻法修正案》，以确保使其符合《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义务。
32. 图瓦卢政府正在就 2017 年《儿童保护与福利法案》进行第二轮协商。在 2017
年《儿童保护与福利法案》中，图瓦卢首次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原则和条款
制定了关于儿童权利、保护和福利问题的全面条款。这部拟议的法律将使政府有
权采取行动，确保儿童在必要时受到保护并促进图瓦卢所有儿童的福利。34
33.

关于履行国家对于确保承认、促进和保护残疾人及图瓦卢社会弱势成员的

承诺，本国家报告指出，有“资金计划”为残疾人提供财政支助。此外，内政和
农村发展部与太平洋妇女主导太平洋地区发展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图瓦卢残疾问
题的研究。
34. 图瓦卢政府告知人权理事会，该国现已废除体罚。

C.

设立国家人权机构35
35.

2017 年 3 月 8 日举行的第 10/17 次内阁会议批准向议会正式提交 2017 年

《国家人权机构法案》和 2017 年《领导人守则修正案》。2017 年《国家人权机
构法》在 2017 年 12 月议会第三次会议二读期间获得通过，其目的是提供一个相
关的机制，以确保充分促进和保护基本自由。该法旨在提供一个政府制度，负责
处理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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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青年赋权37
36.

《全国青年政策》已经经过审议，现已进入执行阶段。对《全国青年政

策》的拟议修改内容已经分发给全国范围内的相关利益攸关方。

E.

能力建设38
37.

儿基会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已经对图瓦卢警察部队进行了培训。警察部队继

续对警官进行次级立法和法律方面的培训，作为组织工作计划和内部能力建设的
一部分。儿基会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已经对图瓦卢警察部队进行了提高对儿童保护
制度认识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在接触涉法儿童时，提高警官对儿童保护制度和
程序的认识以及该制度和程序的相关性。
38.

总检察长办公室与教育部合作，在富纳富提和外岛开展了提高认识的计

划，宣传拟议的 2017 年《儿童保护与福利法案》和《保护图瓦卢教育机构中所
有儿童的政策》。全国范围协商的目的是力求让国家核准这两份文件，并提高位
于外岛的政府利益攸关方的认识。
39.

此外，总检察长办公室促成了人民律师办公室、检察官、司法机构和监察

员办公室召开关于 2017 年《儿童保护与福利法案》和《保护图瓦卢教育机构中
所有儿童的政策》的会议。内部会议的目的是使法律界能够讨论和收集关于拟议
法案的意见，增加他们对法案和政策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理解需要遵循
的法律流程和程序。
40.

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受益于人权高专办的人权培训，特别是人权指标培训

(2017 年)、经济、文化及人权指标培训(2017 年)；《残疾人权利公约》培训
(2016 年)、关于批准和执行《禁止酷刑公约》的益处和挑战的培训(2016 年)。图
瓦卢政府将继续寻求人权高专办的援助，对最终加入核心国际人权文书事宜进行
有意义的审议。

F.

提高认识39
41.

总检察长办公室继续在图瓦卢开展提高人权认识的方案。继续推广广播节

目，惠及外岛社区。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政府部门继续促进与外岛就人权、儿
童权利、性别、妇女权利、残疾人权利、涉及专题问题的立法和政策等问题进
行协商。
42.

图瓦卢政府继续支持国际“人权日”、“世界残疾人日”和“白丝带运

动”。图瓦卢政府向相关政府部委和部门提供财政支助，用于举行与其工作和任
务有关的活动和进行宣传，即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残疾人权利等。图瓦卢政
府庆祝并支持每年由图瓦卢警察部门协调和开展的“白丝带日”宣传活动和运
动。“白丝带日”宣传活动和运动的对象涵盖社区各个部分，包括学校和其他教
育机构。白丝带宣传活动和运动的对象还有社区领袖、教会领袖、青年、妇女、
残疾人以及相关政府部委和部门。图瓦卢政府性别事务部继续与该国主要利益攸
关方开展宣传运动，以促进性别平等。
43. 内政和农村发展部与总检察长办公室和 Fusi Alofa 协会合作，提高了人们对
《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认识，包括制定了《图瓦卢全国残疾人政策草案》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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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富纳富提和外岛《残疾人权利公约》初次报告的定稿工作。家长、教师、学
生、全国残疾人组织、青年、教会牧师(Faifeau)、40 岛屿理事会(Kaupule)、41 岛
屿治安法官、警察和狱警，医务人员和人民律师在协商中提出了意见。
44.

此外，教育局已开始协调和促进面向高级工作人员的《儿童权利公约》培

训和宣传方案。培训和宣传方案的目的是使工作人员掌握信息和知识，了解如何
在工作和活动中适用和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原则。
45.

教育局目前正与太平洋社区秘书处区域权利资源组紧密合作，将“社会公

民”概念纳入课程大纲。此举与通过教育咨询促进社会公民意识的成果相一致。
迄今为止，已向太平洋共同体/区域权利资源组提交了保健科学、社会科学以
及科学和气候变化教育的课程大纲副本，供其审议。这一举措将从 2018 年开始
实施。

G.

特别程序42
46. 图瓦卢政府希望告知人权理事会，该国已经在 2013 年 4 月 26 日向所有专
题特别程序发出了原则上长期有效的邀请。政府议定书规定，部门协调委员会将
先批准正式程序，随后由内阁批准，再向任务负责人正式发出邀请。

H.

保护弱势群体43
47.

迄今为止，图瓦卢政府尚未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它尚未

对《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提出任何保留。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内政部认为
需要进行进一步协商，在作出正式承诺之前，充分讨论《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
定书》的批准事宜。正式程序规定，先由内阁进行正式核准，再作出受任择议定
书约束的承诺。本报告告知委员会，这将逐步得以实现。
48. 一些值得注意的残疾人援助包括：(a) 儿基会向 Fusialofa 协会提供的捐赠援
助，包括奖学金；(b) APTC 手语培训和 (c) 司法机关对涉及残疾人的案件提供
的援助。
49. 此外，《2014 至 2016 年图瓦卢性别政策》讨论了各关键专题领域中的残疾
妇女状况，即：(a) 通过各项立法覆盖农村残疾妇女和女童的具体状况，采取措
施促进残疾妇女获得就业机会，(b) 在长老会、岛屿理事会和议会创造对性别问
题有敏感认识的环境，实现妇女，包括残疾妇女在各级的参与，承认残疾妇女遭
受的性别暴力并通过适当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和 (c) 保护妇女，增强警察和保健
服务提供者的能力，通过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法接触受害者，包括残疾妇
女受害者”。
50.

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已获得通过并于 2014 年 12 月作为议

会法案开始生效。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保障妇女和儿童，
包括残疾妇女和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即：性暴力、经济、情感和身
体暴力。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还规定，服务提供者有强制性责
任迅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此外，2017 年 3 月 22 日，图瓦卢政府通过内阁核准
设立家庭保护基金，该基金在图瓦卢发展基金下运作。44 设立该基金的重要意
义在于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儿童幸存者和母亲有机会按照标准和既定执行政策获得
该基金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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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此外，总检察长办公室与太平洋共同体/区域权利资源组目前正在制定“家

庭保护和家庭暴力底线”。该底线旨在明确和完善能够被用于推动图瓦卢当前消
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工作的现有机制。根据设想，该底线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加强
图瓦卢警察部队及相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利益攸关方正在开展的消除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工作。
52.

警察部队继续开展提高社区认识和外联方案，包括强化对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的调查过程。为确保将施暴者绳之以法并增加受害者诉诸司法的机会，图瓦卢
警察部队保证在调查过程中赋予受害者权利，还保证只由高级治安法官审理案
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过程中也会保障施暴者的权利45。此外，作为减少家
庭暴力的内部战略的一部分，图瓦卢警察部队规定：(a) 不撤诉政策；(b) 下达
警察命令和 (c) 逮捕罪犯。
53. 图瓦卢政府将在 2018 年第二季度进行一次立法履约情况审查，目的是使国
家法律和政策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相符。立法履约情况审查将使相关政府部委
和(或)部门能够对与残疾人有关的法律和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改。内政和农村发展
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将共同合作在 2018 年第一季度落实这一举措。
54.

2017 年《劳动和雇佣关系法》46 第 5 部分规定提供平等就业机会。第 50

条(禁止歧视)规定禁止在就业领域的歧视。该法第 50 条规定，“在招聘、培
训、晋升、雇佣条款和条件、终止雇佣或由雇佣关系产生的其他事项等方面，雇
主不得以被禁止的原因为由，直接或间接歧视任何雇员或潜在雇员”。此外，第
50 条第 2 款规定，被禁止的原因是指受下列任一雇员或潜在雇员特征影响的原
因，不论是切实受影响或被认为受影响，即族裔、种族、肤色、出身国家、社会
出身、社会阶级或经济地位；或性别、性、妊娠、婚姻状况、性取向或家庭责
任；或年龄、健康状况、艾滋病毒/艾滋病状态或残疾；或宗教或政治见解；或
工会成员身份或参加工会活动；或牵涉任何纠纷、调查或法律程序。
55. 截至 2017 年 7 月，妇女占政府工作人员总数的 45%，其中 47.5% (46 人)担
任 1 至 4 级47 官员。图瓦卢政府确保在所有内部进程和程序中适用性别平等原
则，并在会议、委员会和论坛中适用性别包容原则。图瓦卢政府认识到性别问题
具有跨领域性质，因此会在所有政府活动中考虑到性别观点。
56.

《图瓦卢一般行政命令》第 4.24.1 章规定所有女性官员，不论其地位如

何，均应按照《2017 年劳动和雇佣关系法》获得产假。该法48 第 30 条规定，女
性雇员出示医师开具的预产期医疗证明后，应有权在分娩前后休假 12 周，休假
期间雇主应支付其正常上班时应得工资或薪金的 100%。此外，该法49 还允许哺
乳不满 12 个月以下子女的女员工每天有两次共计一小时的哺乳假，计算工资时
应将哺乳时间计作工作时间。
57. 图瓦卢政府告知人权理事会，《教育法》第 29 节规定，除校长以外的任何
教师不得对任何学生施行体罚。此外，如果校长对任何学生施行体罚，应在专门
的登记簿上记录体罚的详情和相应的过错，登记簿由学校保管。2017 年《教育
法修正案》为学校中的儿童提供了更多保护。该修正案第 29 节已被整条废除，
因为它违背了《儿童权利公约》所载的保护和尊重儿童权利及尊严原则。该修正
案禁止任何形式和表现的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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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17 年第 5 号《岛屿法院修正案》规定了在岛屿法院中对儿童的保护，特

别是在处理少年犯方面的保护。该修正案废除了岛屿法院将体罚作为一种刑罚形
式的做法。
59.

在瓦伊图谱的中小学开展了校园欺凌宣传运动。性别事务司在与教育、青

年和体育部进行协商后，开展了宣传运动，宣传传统角色的影响以及传统角色如
何被视作校园欺凌的根本原因。此外，图瓦卢警察部队在白丝带日开展了关于一
切形式暴力行为(尤其是家庭和儿童暴力)的宣传计划。50

I.

善政/选举51
60. 总理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努库费陶选区补选通知，并于 2013 年完成了补选。
图瓦卢政府已落实这项建议。

J.

粮食安全52
61.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图瓦卢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3 《可持续

发展目标》补充了图瓦卢《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正在进行的和现有的发展优
先事项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承诺。但是，按照联合国的设想，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要
在 15 年内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共同繁荣，同时欢迎一国所有人民的参
与。图瓦卢将继续与发展伙伴和捐助方合作，在其中一些关键领域，尤其是粮食
安全领域取得进展。
62.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借鉴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萨摩亚途径》。这

显示了太平洋各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有承诺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战略中 15 个优先领域的承诺之间的相关性，后者借鉴了《巴巴多
斯行动方案》和《毛里求斯战略》。这 15 个优先领域包括持久、可持续、包容
和公平的经济增长，人人都有体面工作；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减少灾害风
险、大洋和海洋、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运输；可持续生产和
消费；化学品和废物管理；保健和非传染性疾病；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社会发
展；生物多样性和外来入侵物种。
63.

图瓦卢政府目前有四个粮食安全项目。粮食安全项目由太平洋共同体秘书

处资助，分别在纳努芒阿、努伊、富纳富提和瓦伊图普实施。农业部还为上述岛
屿中的农民提供了秧苗，以帮助他们从事 pulaka (芋头)种植工作。

K.

水和卫生设施54
64.

《可持续和综合的水和卫生设施政策》补充了其他的国家框架，包括 Te

Kaniva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国家生物多样性战
略和行动计划》、《国家防治土地退化和干旱行动计划》和《国家适应行动方
案》。政府计划通过最终确定图瓦卢《国家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进一步推进
措施执行《可持续和综合的水和卫生设施政策》。
65.

《水安全计划》采用以下指导原则：(a)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一项

基本人权。设施的使用不应局限于社区中的某些部门，《水安全计划》的目的在
于确保所有图瓦卢人，包括最弱势群体的日常需要得到满足；(b) 人人有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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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瓦卢人在水和卫生设施管理方面都应发挥作用。《水安全计划》的切实执行
将取决于主管部委、部门、岛屿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
及国际合作伙伴的团结、协调和协作。《水安全计划》鼓励社区利益攸关方
切实参与规划、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工作。《水安全计划》
还承认妇女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关键作用；(c)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图瓦卢的水和
卫生设施服务应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作。《水安全计划》认识到务必要获得持
续的合作伙伴支持，以应对图瓦卢面临的一些更严峻的水和卫生设施挑战，但也
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和卫生设施服务需要有更加可持续的基础；(d) 管
理风险比应对后果更为有效。《水安全计划》认识到，需要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
来管理与水有关的气候多变性和气候变化影响，需要所有部门整合有效的减少风
险战略来适应这些影响；和(e) 有效的水管理是国家对气候变化影响作出的一个
重要反应。
66.

此外，2012 至 2021 年《可持续和综合的水和卫生设施政策》的目标是：

(a) 提供安全、可靠、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供水；(b) 管理和养护稀少的供水；
(c) 建立和维护有效的预警和应对系统；(d) 实现有效、公平、综合的水和卫生
设施治理；(e) 增进社区对水和卫生设施管理的认识和参与；(f) 更好地提供可
靠、负担得起和环境可持续的技术；和(g) 提高水和卫生设施服务的可负担性，
增加获得可持续资金来源的机会。

L.

接受教育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67.

《2016 至 2020 年图瓦卢教育部门计划之三》的执行涵盖教育局的各个部

门，包括早期儿童保育和教育，小学和中学以及技术与职业技能发展。教育局还
通过筹划为期 5 年的部门初始计划，制定了总体工作计划，并确定了负责实现预
期成果的相关单位/部门。此外，在宣传信息期间走访学校的官员需要按月追踪
学校在执行部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
68. 根据内阁在 2016 年批准的免费教育倡议，图瓦卢的教育对所有人免费。因
此，无论性别，所有学生都要上学。教育局通过各个学校的校长和学校委员会在
特定日期获得学生考勤记录，由学校委员会负责跟进缺勤学生的父母。这一举措
和做法阻止了学生缺勤。学生考勤记录按月递交教育局，被存储在图瓦卢教育管
理信息系统中。

M.

落实残疾人政策55
69. 《2015 年社会发展政策项目――社会数据报告》指出，该国没有明确的残疾
人定义。此外，图瓦卢政府《最弱势残疾人支助计划》规定了最弱势残疾人的定
义，该定义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相符。此外，《2011 至 2015 年图瓦卢教育战
略计划》的目标是实施一项包容性全民教育政策，对残疾人进行明确定义，为教
师提供职业发展机会以使他们能够辨认和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有利的学
习环境，纳入区域残疾问题战略，探讨是否有可能以成本高效的方式为偏远地区
学校提供远程和灵活的学习系统。
70.

目前的法律和(或)政策中没有关于提供“合理便利”的规定，教育局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正在制定国家计划，以便利用可用资源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支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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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理便利原则。教育局已利用可用资源，采取了为残疾人学习提供便利的做
法。56
71.

Fusi Alofa 协会有合格的手语教师为残疾学生提供帮助。值得注意的是，

Fusi Alofa 协会的学校、办公室和设施均配有方便残疾人出入的坡道。教育部也
为 Fusi Alofa 提供资金，以满足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学习需求。这一机制实施
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不仅获得了充分的承认，还能享有受教育权。
72. 此外，《长老会法》第 14 条“选民资格”规定，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人：
(a) 年满 18 岁；(b) 长老会地区的居民；和(c) 已向岛屿理事会缴费或根据第 86
条第(2)款第(1)项或第 88 条被豁免缴费，均有权登记为选民，并有权在登记后投
票选举该地区的岛屿理事会成员。这其中包括有投票资格的残疾人。但是，第
15 条规定，根据图瓦卢任何现行法律被证明精神失常或被判定为精神不健全的
人，均无权投票选举岛屿理事会成员。57
73.

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承认残疾妇女也遭受到家庭暴力侵

害。《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残疾妇女应得到与其他任何妇女或暴力
行为受害者相同的保护。它呼吁有关当局为遭受暴力侵害的残疾妇女提供紧急和
及时的援助。
74.

除此之外，图瓦卢政府目前已制定了一项《最弱势残疾人支助计划》。支

助计划承认，残疾人生活贫困，同时在这方面承认亟须处理贫穷对图瓦卢残疾人
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为有资格的图瓦卢公民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规定，该计划的受
益人有权获得每月 70 澳元的援助金。
75.

图瓦卢国家残疾问题协调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协助图瓦卢政府和人民协调

和监测图瓦卢对《残疾人权利公约》义务的履行情况。
76. 教育部目前提供为 Fusi Alofa 协会提供特殊学校(教育部)补助金。所提供的
补助金使 Fusi Alofa 协会能够为国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教育服务。补助金用
于为目前正在管理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支付工资。除此之外，2012 年的人口
普查首次将残疾人纳入访谈和总体工作范围。2007 年的人口和健康调查纳入了
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行为指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残疾人，特别是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可以前往任何外岛旅游，残疾人本人和陪同人员无需支
付船票。
77.

此外，公共卫生部门和非传染性疾病委员会促成了面向相关利益攸关方

(包括全国残疾人组织在内)的提高认识和培训方案，内容涉及非传染性疾病和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图瓦卢政府注意到，迫切需要将残疾人全面纳入国家数
据收集和统计工作之中。初次报告还指出，虽然以往几乎从未这样做，但是
在未来的工作和活动中将更加注重包容性。此外，卫生部现已改造其建筑和
场所，以使残疾人出入更加方便。它还推动了为有需要的残疾人提供轮椅的
做法。
78. 此外，第 5 条第(1)款(d)和(e)项规定，图瓦卢国家残疾问题协调委员会的核
心职能是：(d) 就应采取的立法和政策行动提出建议，以确保切实执行《残疾人
权利公约》；(e) 协调立法和行政措施的通过，以促进残疾人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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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图瓦卢政府通过《图瓦卢全国残疾人政策草案》确定了 12 个优先领域。
这 12 个领域是经过与残疾人和相关政府利益攸关方深入磋商后确定的。58 必
须指出的是，图瓦卢将逐步实现这 12 个已经确定的关键优先事项。已经明确
了为使残疾人在这些优先领域享有权利所需落实的具体目标和配套活动。此
外，《图瓦卢全国残疾人政策草案》有配套的《执行计划》。《执行计划》
确定了每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下需要开展的活动，以便允许和确保残疾人的权
利得到承认。该计划还确定了将与 Fusi Alofa 协会合作开展活动的关键政府
部门。
80. 报告指出，《长老会法》附件 3 第 4.08 章规定，长老会(传统领导人议会)
与政府一同提供资金，用于维护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穷人和弱者并为他们提
供福利。图瓦卢政府将与相关政府部委和部门合作，共同确保将“残疾”一词纳
入上述附件条款。

N.

气候变化59
81.

图瓦卢继续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家

适应行动方案》涉及三个适应项目，这三个项目是被图瓦卢人民定为优先事项
的，分别是(一) 海岸保护、(二) 粮食安全和 (三)水安全。《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之一》的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执行机构，该项目现
已完成和结项。《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之二》)由全球
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执行机构。该项目的重点是三个关键主
题，即：(一) 增强基于社区的极脆弱近岸渔业保护方案，(二) 提高社区备灾和
应灾潜力以及(三) 通过现有的参与性规划进程，增强社区的内外部融资能力，
以实现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之二》目前正在执行中，
预计将在 2018 年年底前完成。
82. 图瓦卢与双边和多边合作伙伴建立了伙伴关系，政府正在执行 33 个与气候
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项目(截至 2018 年 1 月)。这包括《国家适应行动
方案之二》、图瓦卢沿海地区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绿色气候基金)、加强太平洋
岛国气候变化适应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图瓦卢脆弱性综合评估(国家适应
方案全球网络)和加强脆弱岛屿国家的水安全(新西兰援助计划)。2017 年末，
全球环境基金批准了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太平洋最不发达国家健康和气候变化
分区域项目。该项目将执行《图瓦卢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中确定的最后一项适
应优先事项。
83.

图瓦卢执行了欧盟――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太平洋气候变化

和移民项目(2016 年 12 月已完成)。以亚太经社会的项目为基础，德国国际合作
局正在执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可持续管理”项目(2017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该项目的重点是增加关于气候变化所致太平洋地区人口流动方面
的应用知识。2017 年 9 月，《联合国关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流离失所者的决议
草案》得到了太平洋岛屿领导人的支持。国际移民组织在 2018 年 2 月 14 至 16
日组织了关于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的区域平台。该平台审议了与气候变化以及
联合国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谈判有关的关键术语，例如“移民”和
“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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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国籍相关法律60
84.

图瓦卢的法律规定了防止无国籍状态的保障措施。在图瓦卢出生的每名儿

童都应由出生地区的登记员进行登记，按照规定将出生相关的详细信息录入该地
区的登记簿：如果新生儿被发现并且没有出生地信息，登记员应在发现新生儿的
地区为其进行出生登记。下列人员有资格提供出生信息，即：(a) 新生儿的父
母；(b) 新生儿出生时在场的任何人；(c) 新生儿出生时居住在房屋的任何部分
并且知道有婴儿在房屋内出生的任何人；(d) 新生儿出生后在场并且本人了解出
生情况的任何医生或助产士；(e) 任何照顾新生儿的人。61

五. 成绩、最佳做法、挑战和制约因素
85.

图瓦卢政府已将本国在人权义务和承诺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告知人权理事

会。一些显著成就包括：
• 2017 年《儿童保护与福利法案》；
• 《保护图瓦卢教育机构中所有儿童的政策》；
• 完成了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和第 5 次《儿童权利公约》合并国家报
告；
• 完成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初次报告；
• 《图瓦卢全国残疾人政策草案》；
• 《2016 至 2020 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14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
• 2016 年《家庭保护和反家庭暴力法修正案》；
• 2017 年《国家人权机构法》；
• 2017 年《领导人守则修正案》；
• 2016 年《婚姻法修正案》；
• 2017 年《烟草控制法修正案》；
• 2016 年《刑法修正案》；
• 2017 年《劳动和雇佣关系法》。
86. 此外，重要的成就还有：
• 成立了儿童保护室；
• 设立了儿童保护管理员；
• 成立了儿童权利国家协调委员会；
• 成立了图瓦卢全国残疾问题协调委员会；
• 设立了儿童保护和学校安全干事(技术顾问)，提供志愿服务和为教育局提
供支持(安全学校和儿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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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图瓦卢政府告知人权理事会，它在实现人权的工作中主要面临以下挑战和

制约因素：
• 气候变化；
• 缺乏财政资源；
• 缺乏技术资源；
• 国家重要优先事项相互冲突；
• 地理上分散的外岛；
• 外岛不可靠的协商和宣传途径。

六. 所涉国家为克服这些挑战和制约因素以及改善当地人权状况
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国家关键优先事项、主动行动和承诺
88. 图瓦卢政府以 Te Kakeega III62 为基准，确定了国家优先事项和关键承诺领
域，即：
• 气候变化；
• 善政；
• 卫生和社会发展；
• 岛屿发展；
• 私营部门发展；
• 教育和人力资源；
• 自然资源；
• 基础设施和支助服务；
• 环境；
• 移民和城市化；
• 大洋和海洋。
89.

图瓦卢政府还确定了一些需要额外关注的关键优先领域。以下是该国正在

考虑的一些主要关切领域：
• 国家人权机构――人力和技术资源；
• 对国家法律和政策进行立法履约情况审查，使其符合《残疾人权利公
约》；
• 核准《图瓦卢残疾人政策草案》；
• 完成和核准《住房政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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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所涉国家在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方面的期望及所获支持
90.

图瓦卢政府感谢区域和国际合作伙伴在履行人权义务方面给予的持续支

持。为此，图瓦卢政府欢迎来自儿基会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劳工
组织、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太平洋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国
办事处的持续支持。
91.

图瓦卢政府承认并感谢来自联合国捐助伙伴的支助，即：亚洲开发银行；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加拿大地方倡议基金；英联邦；欧盟；粮食及农业组
织；太平洋岛国论坛 渔业局；全球环境基金；印度政府；太平洋媒体援助计
划；太平洋区域基础设施基金；中国台湾；古巴共和国；大韩民国；土耳其共和
国；俄罗斯联邦；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新西兰援助计划――太平洋岛国
参与基金。

八. 自愿承诺
92. 图瓦卢政府承诺继续努力执行 Te Kakeega III (《2016 至 2020 年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确定的关键优先事项。此外，图瓦卢还承诺与国内、区域和国际合
作伙伴合作，履行本国人权义务。

九. 结论
93.

图瓦卢政府期待与人权理事会成员进行建设性对话。它将继续努力与合作

伙伴合作，履行本国人权义务，从而全面实现人权义务和优先事项。
94.

图瓦卢政府呼吁国际社会为其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协助其执行人权规范

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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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mo 31/18 Tuvalu’s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Cabinet authorised the OAG to initiate
preparation, recruitment of a Technical Adviser and drafting of the UPR Report.

2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3

The Child Protection and Welfare Bill 2017 is the first law in Tuvalu to make comprehensive
provision for issues related to the rights, protection and welfare of childr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ovisions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It also guarantees
that the laws of Tuvalu will be applied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4

The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 al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uvalu.This Policy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identification, managing and reporting incidents of child
abuse in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whenever school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are
conducted or provided.

5

The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will be effective upon the passing the proposed Child Protection and
Welfare Bill 20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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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

Is amended as follows: (a) by amending the title of the section to be "39. Offenders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and (b) by deleting the words "16 years" from subsections (1) and (6),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the words "18 years”.

7

The Prisons Act [Cap 20.28] is amended as follows: (a) Section 3 is amended by: (i) deleting the
definitions of "juvenile" and "young person"; and (ii) inserting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 "child
prisoner" means any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ho has been sentenced to serve a term of
imprisonment; (b) Section 26A is inserted as follows: “26A Treatment of child prisoners (1) All
child prisoners must be tre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ild Protection and
Welfare Bill 2017 during their time in custody. (2) In addition to the requirements under subsection
(1), child prisoners must be given the following entitlements: (a) access to visits by their parents or
guardian at any time during prescribed hours; (b) appropriate counselling,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support services; (c) opportunities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through arrangements made between
the Superintendent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8

Section 5(c) of the Education (Compulsory Education) Order 1984 [Cap 30.05.4] is amended and
replaced with the following: “(c) a child whose level of disability is assessed by a medical practitioner
as resulting in there being no substantial benefit from schooling or further schooling”.

9

Section 3 of the Gaming and Lotteries Act [Cap 54.10] is amended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and
replacing it with the following: “(3) No gaming is to take place at which any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is included among the players".

10

Cabinet decision M082-17.

11

Cabinet Decision M241-17.

12

Cabinet Decision M246-16.

13

Cabinet Decision M288-16.

14

Cabinet Decision M337-16.

15

Cabinet Decision M356-16.

16

Cabinet Decision M028-16.

17

Cabinet Decision M067-15.

18

Cabinet Decision M035-15.

19

Cabinet Decision M031-14.

20

Cabinet Decision M005-14.

21

s38 Leadership Code Act 2008.

22

Gender Affairs Division – AUD 93,100; Legal Services – AUD 31, 120; Public Utilities – AUD
28,400; Health – AUD 3,120.000; Natural Resources 53,000; Home Affairs and Rural Development –
AUD 471,506 and Education, Youth and Sports AUD 237, 505.00.

23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the lead government agency that deals with all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concerns in Tuvalu.The OAG is mandated to oversee all human rights related activities
including treaty ratification, reporting and implementation.It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re human rights compliance.

24

MHARD is responsible for issues relating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Also has the mandate to oversee
disability financial scheme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It is also
mandated to coordinate and manage the affairs of the cabinet endorsed Tuvalu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Disability.

25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vision is to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living for all. Its
mission is to provide and sustai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for all. MO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MOE is also mandated to coordinate
and effectively manage the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Children'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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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ender Affairs Department oversee gender related matters. Its mission is to strengthen mechanisms
across Government Ministries and within other institution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full
realisation of women’s human rights. Their vision is to build a society where women and men are recognised as
equal partners in al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are protected from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nd can equally access and benefit from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uvalu.

27

Department for Youth deals with all youth related matters in Tuvalu. Its objective is to foster the
spiritual, mental, phys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youth of Tuvalu to enable them to be positive
contributors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uvalu. The Department for Youth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Youth Policy.

28

Purpose is to provide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of Tuvalu. One of its key functions is to
provide law and order and to maintain peace and security.

29

The function of a People's Lawyer is to give, in Tuvalu, legal advi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exercise of the functions conferred on him or her by or under this Act a People's Lawyer is not 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r control of any other person or authority. Peoples lawyer provide access to legal
services and justice for the citizens of Tuvalu.

30

Recommendations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2/10, 82/11, 82/12.

31

Labou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17, (b) Island Courts (Amendment) Act 2017, (c) Tobacco
Control (Amendment )Act 2017, (d) Alcoholics Drinks Amendment Act 2017, (e)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Act, (f) The Leadership Code (Amendment) Act 2017, (g) Marriage
(Amendment) Act 2017 and (h) Family Protection and Domestic Violence Act 2014.

32

Cabinet Decision - M067-12.Internatonal Criminal Court statute.

33

Recommendations 82/13, 82/14, 82/15.

34

It also guarantees that the laws of Tuvalu will be applied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The proposed
Bill will ensure that Tuvalu maintains good international standing for the way it treats and protects its
children.In addition, the proposed Bill also states that any law which relates to the rights of children,
or which provides for processes relevant to dealing with children in any manner and in any context,
must be read and applie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roposed Bill, and in the event of an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ill and of any other law,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ill shall
prevail.

35

Recommendations 82/16, 82/17, 82/18.

36

The primary functions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Act 2017 of Tuvalu are: (a) to
advocate and promote respect for, and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uvaluan
society; and (b) to encourage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among the diverse groups in Tuvaluan society.

37

Recommendation 82/20, 82/21.

38

Recommendation 82/22.

39

Recommendation 82/23, 82/24, 82/25, 82/26.

40

Church Ministers in Tuvalu.

41

Island Councils.

42

Recommendation 82/27, 82/28.

43

Recommendation 82/29, 82/30, 82/31, 82/32, 82/33, 83/34, 82/35, 82/36, 82/37, 82/38, 82/39, 82/40,
82/41, 82/42, 82/43, 82/44, 82/45, 82/46, 82/47, 82/48, 82/49, 82/50, 82/51, 82/52, 82/53, 82/54,
82/55, 82/56, 82/57.

44

Cabinet submission - MO62-17, Establishment of the Family Protection Fund.

45

Right to be legally represented and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46

The Labou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17 was passed by Parliament in October 2017.

47

Of the Government Salary Structure.

48

Labou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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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Section 22 of the Labou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17.

50

This is an ongoing activity by the Government of Tuvalu. The White Ribbon campaign involves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argets schools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and is inclusive of
community leaders, church leaders, women group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youths,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students including government.

51

Recommendation 82/58.

52

Recommendation 82/59.

5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54

Recommendation 82/60, 82/61, 82/62, 82/63, 82/64.

55

Recommendations 82/66.

56

For example, partly blind children are placed in the front of a class session to allow for them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57

Falekaupule Act Section 15 Disqualification of voters (1) No person who – (a) is serving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b) is certified to be insane or otherwise adjudged to be of unsound mind under any
law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n Tuvalu; or (c) is disqualified from registering as a voter or voting
under any law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n Tuvalu relating to offences connected with election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a voter or, being registe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vote in an election of a member
of a Kaupule. (2) A voter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have his name retained on the register of voters for
any Falekaupule area if for a continuous period of 12 months he has ceased to be a person resident
within such area or if he becomes disqualified for voting under subsection (1).

58

(1) awareness and advocacy;(2) education;(3) health;(4) accessibility;(5) employment and
livelihood;(6) policy planning and legislation;(7) women, children, youth and elderly;(8)
strengthening disabled persons org;(9) family life;(10) religion;(11) recreation and sports;(12)
emergency and safety.

59

Recommendation 82/67, 82/68.

60

Recommendation 82/69, 82/70.

61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Registration Act Section 9 CAP.17.10.

62

(National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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