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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对 2021 年 1 月 27 日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建议

的立场。 

 一. 导言 

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祝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普遍定期审议程序，

普遍定期审议对人权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评估很重要，也十分有助提高人类认识，

使人们认识到需要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这是人类更好共存的决定性因素。 

3. 就此而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再次表示完全愿意与所有支持和平理想的国际

组织、区域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作，并尽最大努力共同建设一个我们都需要的更加

团结、公正、和平的世界。 

4. 有鉴于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参加了 2011 年 11 月和 2015 年 2 月在瑞士

日内瓦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会议，并在冠状病毒病肆虐全球之时，参加了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在圣多美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会议。 

5. 这次会议是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举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幸地造成了一些

沟通方面的限制。我们借此机会对这些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 

6. 我们也借此机会感谢在开展这项活动的过程中与我们合作的人，特别是普遍

定期审议秘书处的团队，感谢他们不懈、不间断的合作。我们也感谢三国小组成员

和出席会议的尊敬的代表们的建议和鼓励。 

 二. 建议按专题归类 

7. 在提交关于 2015 年普遍定期审议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后，一些成员国

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借此机会提出了建议，

共计 161 项。 

8. 对 161 项建议进行深入分析后，建议被分为 6 个专题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环境权；

其他建议。 

9. 在附件所列的 161 项建议中，有 13 项得到注意，即：建议 14、18、41、

43、44、45、65、95、101、102、106、130 和 149；148 项建议得到接受。 

10. 每一组再按下列专题划分和细分： 

 A 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 A.1. 批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条约； 

• A.2. 促进和保护人权； 

• A.3. 司法： 

• A.3.1. 司法制度改革； 

• A.3.2. 修订法律，将国际规范纳入国内规范； 

• A.3.3 修订法律，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 

• A.3.4. 修订法律，改革体制，打击以性剥削、色情和童工为目的

的人口贩运； 

• A.3.5. 建设体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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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 B.1.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 B.1.1 受教育权； 

• B.1.2. 健康权。 

 C 组――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 

• C.1. 一般易受伤害的人； 

• C.2. 儿童权利； 

• C.3. 妇女权利； 

• C.4. 残疾人权利。 

 D 组――平等和不歧视； 

 E 组――环境权； 

 F 组――其他建议。 

 三.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对这些建议的立场 

11. 所有建议都先由一个工作组进行一般性分析，然后提交政府审议，部长会议

第 102 届会议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对各项建议采取了立场。 

 A. A 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1. 分组 A.1――批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条约 

12. 在这个分组里，我们注意到以下公约： 

(a)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b)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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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

议定书》； 

(d)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e)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

议定书》； 

(f)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g) 《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h)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13. 在这方面，我们还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

歧视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及 1954 年和 1961 年

《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 

14. 在第一组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受除建议 14 和 18 之外的所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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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组 A.2――促进和保护人权 

1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对这组建议没有异议。 

 3. 分组 A.3――司法 

16. 这个分组又细分为几类，即 A.3.1――司法制度改革；A.3.2――修订法律，将

国际规范纳入国内规范；A.3.3――修订法律，打击一切形式歧视和虐待；

A.3.4――修订法律，改革体制，打击以性剥削、色情和童工为目的的人口贩运；

A.3.5――建设体制能力。在这组建议中，我们接受除建议 41、43、44、45、65 和

130 以外的所有建议。 

 B. B 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7. 该组包括分组 B.1，B.1 细分为 B1.1 和 B.1.2。 

 1. 分组 B.1――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8. 圣多美好普林西比对这个分组中的建议没有异议。 

 2. 分组 B.1.1――受教育权 

19. 在该分组中，建议 95、101、102 和 106 得到注意，其余建议获得接受。 

 3. 分组 B.1.2――健康权 

20. 这组的建议都得到接受。 

 C. C 组――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 

21. 这组建议分为四小类，即：C.1――一般易受伤害的人；C.2――儿童权利；

C.3――妇女权利；C.4――残疾人权利，除建议 149 外，所有建议都被接受。 

 D. D 组――平等和不歧视 

22. 所有的建议都被接受。 

 E. E 组――环境法 

2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考虑了该专题组的所有建议。 

 F. F 组――其他建议 

24. 只审议了一项建议，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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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对已注意到的建议和保留的审议 

25. 如上文第 8 段所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注意到 161 项建议中的 13 项，我们

对这些建议的考虑如下： 

• (14).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2000年12月28日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但尚未批准，考虑到该公约的某些条款与《宪法》条款相冲突，在

考虑批准该公约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 (18).由于这是一个敏感的民族文化问题，有必要以公开全面的方式加以

看待，重视其敏感性，作出决定需要更深思熟虑，这需要一些时间； 

• 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法律体系中，没有关于儿童体罚的标准。这一情况

在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中已经得到很好的澄清。在此阶段，没有理由

接受这一建议； 

• (41、43、44 和 45).由于这是一个文化敏感问题，不应情绪化地加以

看待，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目前已注意到这一建议； 

• (65 和 130).我们也注意到这一建议，考虑到《刑法》第 158 至 182 条

已有相关规定，包括关于惩罚的规定，因此，没有理由接受这项建议； 

• (95).正如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做法已被废除； 

• (101、102 和 106).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仍然没有所需的经济和财政资源

来支付实施这一进程的费用，但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尽一切努力实施

这一进程，在现阶段也已注意到了这一建议； 

• 关于建议(149)，应该指出，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出生登记程序在

婴儿出生后一年内是完全免费的。此外，定期举办宣传活动和免费登记

活动，让家长为子女登记。如果还有个别儿童没有登记的情况，那不是

延误造成的，这个问题有待今后确定。 

 五. 结论 

26. 我们认识到，取得的进展远远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落

实人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济、财政和人力资源，这是落实人权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大家通力合作，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共同建设一个以尊重

和保护人权为中心的更美好的世界。为此目的，我们赞同这些建议。 

27. 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在我们工作过程中给予我们的所有支持。 

2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对各项建议的立场载于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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