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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和方法 

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致力于履行其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人民权利的国家、

区域和国际义务。在这方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与人权理事会合作，并高

兴地根据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提交其第三次国家报告。 

2. 宪法和法律事务部受命编写以广泛协商为指导的国家报告。2020 年 9 月，为

执行建议的国家行为体举行了一次温故知新会议，以启动编写国家报告的工作。

随后，与来自坦桑尼亚大陆和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的国家行为体、国家人权机构、

司法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三次联合协商会议。在编写报告的过程

中，该部还收到了一系列利益攸关方的有益投入和意见。 

 二. 自上次审议以来的事态发展 

 A. 国家背景 

  行政区 

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坦桑尼亚大陆和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之间的联盟。区

的数目从 2016 年的 30 个增至 2020 年的 31 个，其中坦桑尼亚大陆有 26 个区，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有 5 个区。 

  大选 

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行了第六次多党选举，从 2019 年地方政府选举和

2020 年 10 月 28 日大选开始。 

 B.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规范和体制框架 

5. 2020 年 4 月 8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加入了 2013 年《关于为盲人、视力

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从

而加强了信息的获取。 

6. 2021 年 2 月 13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议会通过了 2021 年第 2 号杂项修

正案法，除其他外，该法正式将斯瓦希里语定为法律语言、法院语言和颁布立法

的语言，作为加强诉诸司法努力的一部分。 

 三. 已接受建议的执行情况 

7. 在 2016 年 9 月通过普遍定期审议第二次国家报告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同意部分执行 131 项建议和 2 项建议。本节报告了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报告所述

期间在以下专题领域的执行情况。 

  国际人权文书(134.1、134.2、134.3、134.4、134.5) 

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考虑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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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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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06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决定继续对这些条约进行研究、协商和审议。1 

  宪法发展(134.6、134.7、134.8、134.9、134.10) 

9. 制宪进程于 2015 年进入全民投票阶段。展望未来，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技术

和财政资源，目前这些资源正被战略性地用于执行与促进和保护公民、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关的更紧迫的发展活动。宪政发展固然重要，由于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现行宪法恰当地保障了所有人享有人权，并有效地指导了国家发展，

因此将在适当时候重新审议有关新宪法的公民投票事宜。经济和社会权力让位于

政治权力。 

  规范性框架(134.11、134.12、134.40、134.44) 

10. 2016 年至 2020 年颁布和修订的法律及其目标清单附后。2 

11. 已颁布和修订的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包括 2017 年第 1 号《法律援助法》和

2018 年第 13 号《桑给巴尔法律援助法》，其中规定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接受法律

援助者。3 随后，在组成法律援助委员会时，任命机关应确保性别代表性。4 此

外，《政党法》第 258 章规定，除其他外，政党应坚持性别平等。5 2019 年，首

席大法官颁布了《司法和法律适用(涉及弱势群体案件的实践和程序)GN.110 规

则》，其中规定涉及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案件应在 6 个月内结案。6 

1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在审查《婚姻法》第 29 章，以符合上诉法院在总检

察长诉 Rebecca Z. Gyumi 案(2017 年第 204 号民事上诉)中关于婚龄的裁决。目前

还在讨论遗产和继承问题。社区和宗教领袖正在参与关于婚姻、遗产和继承问题

的法律修订工作。 

13. 此外，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 1985 年第 3 号《Kadhi’s 法》得到修正，并颁布

了 2017 年第 9 号《Kadhi’s 法院法》，对解除公证结婚后分割婚姻财产作出规定。 

  134.13 

14. 继续努力解决《刑法典》第 16 章禁止的家庭暴力问题。第 16 章将具体的家

庭暴力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处罚严重的身体伤害、虐待儿童、强奸、性骚扰、

严重的性虐待以及男女乱伦等罪行。2016 年，警察局报告的家庭暴力投诉为 9 176

起，2020 年降至 3 398 起。 

15.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在修订 2018 年第 7 号《刑事诉讼法》后，特定的

家庭暴力行为不可保释。7 2016 年第 9 号《证据法》还规定，可在法庭上接受家

庭暴力案件中的电子证据，可接受未成人举出的证据，不存在与佐证有关的法律

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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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5 

16. 在颁布老年人保护法之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在审查 2003 年国家老年

人政策。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颁布了 2020 年第 2 号《老年人事务法》，以保护老

年人的权利。 

  国家人权机构(134.16、134.18、134.19、134.20、134.21) 

17. 审议期间，人权和善治委员会的预算一直在增加，从 2016/17 年度的

618 981 617.31 坦桑尼亚先令增至 2019/20 年度的 4 325 039 894.48 坦桑尼亚先

令。8 2016 年至 2020 年聘用了 11 名工作人员，11 名熟练专业人员从其他机构转

到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继续在调查技能、解决冲突、管理和行政问题方面建设

其工作人员能力。 

18. 1977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宪法》9 和《人权和善治委员会法》(第 391 章)

继续保障人权和善治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10 2018 年，通过修订 2018 年《人

权和善治委员会(委员指定程序)第 GN.89 号条例》，进一步加强了其独立性，旨在

增强任命专员过程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人权和善治委员会与区域组织合作，是

非洲监察员和调解协会以及非洲人权机构网络的成员。联合国机构和一些发展伙

伴也继续支持该委员会的活动，包括加强其分支机构。11 

19. 此外，2018 年该委员会保留了其由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认证的“A”级地

位，这证明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 

  选举委员会(134.17) 

20. 全国选举委员会和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继续本着善治精神加强运作。在 2020

年大选期间，所有被提名候选人的提名表都在委员会、选区和选区办公室的显眼

位置展示了 24 小时，以便候选人检查自己的姓名并提出异议。 

21. 竞选活动遵循 2020 年《选举行为守则》，所有政党都认可和签署了该守则。

所有竞选纠纷都得到了公开和公正处理，与违反《选举行为守则》有关的问题被

提交给《选举行为守则》委员会。12 每个注册的政党都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平等权

利，并得到平等对待。每个政党在投票、点票、计票和宣布期间都可以依照《全

国选举法》第 343 章指定投票代理人，代表和维护其候选人在投票站的利益。13 

22.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2018 年第 4 号选举法及其条例促进了民主和参与，

2019 年《选举登记条例》、2020 年《选举条例》、2020 年《选举道德守则》和 2020

年《选举呈请规则》也是如此。加强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工作的规范性措施包括

废除 1984 年第 11 号选举法和颁布 2018 年第 4 号选举法，后者引入了提前投票，14 

确立了选民教育程序，划定了国家和国际选举观察员的权力和限制，并增加了委

员会权力及其职能的执行。此外，2017 年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的改革进一步加强

了该实体的独立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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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 2020 年大选中，所有 19 个注册政党都参加了选举，其中 15 个政党竞选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17 个政党竞选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总统。19 个政党

参加竞选议员、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众议员和选区议员。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134.30) 

2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执行《2013-2017 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包含

一个报告系统，使利益攸关方能够提交其活动的执行情况报告。 

134.21、134.22、134.24、135.25、134.26、134.27、134.28 

25. 2017 年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进行了最终评估。2018 年 11 月 1 日，向议

会宪法和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该计划的成就供讨论。16 

134.23 

26.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执行得到了发展伙伴的支持，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开发署)和欧洲联盟(欧盟)。17 此外，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也支持《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18 

134.29 

27. 民间社会组织参与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执行和评估工作。人权和善治

委员会与来自坦桑尼亚大陆和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的 20 个非政府组织签署了一

份谅解备忘录，以执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人权方案(134.32、134.33) 

28. 为监狱工作人员开设了包含人权内容的罪犯矫治学课程，2016 年有 86 人接

受了行政和人权问题培训，2020 年有 101 人。此外，2016 年警察部队修改了培

训大纲，纳入了人权原则以及在履行职责时遵守这些原则的义务。19 另外，2020

年共有 218 名高级警官和狱警接受了人权和法律援助事项的培训。 

29.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正在对狱警进行能力建设。2016 年举办了两期培训

班，2020 年为高级和初级狱警举办了 5 期人权标准培训班。20 

134.90 

30. 《警察通令》要求各级警官在执行任务时尊重人权，如有违反，将被追究责

任。一些警官因在执行任务时过度使用武力而被控刑事罪。例如，导致记者 Daudi 

Mwangosi 死亡的警官在法院被控过失杀人罪，2016 年被定罪并判处 15 年监禁。 

134.34 

3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接待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如刑事法庭

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东非法院和非洲联盟腐败问

题咨询委员会。 

32. 2019 年 3 月，在“伊代”气旋影响之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向莫桑比克、

津巴布韦和马拉维提供了救济援助。21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是联合国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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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坚定的部队派遣国，有 1 759 名人员在六个不同的联合国特派团中服役。22 

警察和狱警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23 

3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一直在收容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难民，并与难民署合作，确保向他们提供基本需求。2019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收容了 305 983 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2020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收容了

274 533 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134.37 

34. 人权和善治委员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参与了普遍定期审议建议的传播和执行，

以及本国家报告的编写。 

  人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34.35) 

3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在落实国际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方面取得

进展。2016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式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了先前

全球议程(即千年发展目标)启动的工作。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恰逢制定第

二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2016/17-2020/21)，作为实施坦桑尼亚 2025 年发展愿景的

第二个中期框架。这使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机会将《2030 年议程》的优先事项

纳入中期计划，从而确保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政策妥善纳入国家政策。因此，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实施第二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在这方面，通过

为各部委、部门和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当局举办一系列提高认识讲习班提供支持，

以确保按照第二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确定的

领域。来自不同部门的广泛利益相关者参与了第二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实施，

因而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在整个第二个国家五年期发展计划期间，就涉及执行、监

测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种政策和业务事项达成一致。 

36. 政策审查也一直在进行，以确保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发展议程。24 对 1997

年国家环境政策进行了审查，以纳入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13)、性别平等问

题(可持续发展目标 10)和善治(可持续发展目标)。25 此外，正在实施若干项目，

通过对尼亚萨湖贮水区的可持续土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26 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1、2、3、4 和 13。27 

37. 为实现《桑给巴尔 2020 年愿景》而制定的《2016-2020 年桑给巴尔增长和减

贫战略》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2020 年桑给巴尔性别平等政策及其执行

计划》依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制定，以减少不平等现象。此外，结合可持续发展

目标已经制定并正在实施《2050 年桑给巴尔愿景》。 

  人权条约义务(134.39) 

3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在最后核实关于《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2006 年)、

《儿童权利国际公约》(1989 年)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 年)的

缔约国报告。这些报告将在 2021 年底前提交给相关条约机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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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134.41、134.51、134.71、134.54、134.55、

134.57、134.64) 

3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执行《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国家行动计

划》(NPA-VAWC 2017/18-2021/22)，其目的是在 2022 年将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

行为减少 50%。28 该行动计划的直接成果是设立了 16 343 个从村级到国家级的

妇女和儿童保护委员会。此外，正在实施《2019 年终止高等和中等教育机构性别

暴力指导方针》。29 

40. 为了加强执法人员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能力，在执法设施中设立

了性别平等和儿童服务台，到 2020 年，监狱中有 153 个服务台在运作，警察局

中有 420 个服务台。 

41.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正在实施《2017-2022 年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暴

力行为国家行动计划》。在所有 388 个行政区中都设立了性别暴力问题委员会，

目前正在开展反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运动。30 到 2020 年，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

还有 15 个儿童服务台和 11 个一站式中心。 

42. 此外，卫生部儿童保护股也得到了加强，为受害者提供咨询支持，并在处理

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案件方面为执法当局提供能力建设方案。31 

134.42、134.70 

43. 所有禁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法律，包括强奸和残割女性生殖器、家庭暴

力和暴力侵害据信实施巫术的人，都得到了执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消除残

割女性生殖器方面协调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政策，一直在执

行《2019-2022 年国家反残割女性生殖器战略和执行计划》和《2019 年东非国家

跨境反残割女性生殖器行动计划》，以防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 

134.49 

44. 向暴力受害者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安全住所有所增加，2016 年在 3 个区有 3

个一站式中心和 2 个安全住所，2020 年在 10 个区有 13 个一站式中心。32 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开通一条儿童免费求助热线，2019 年共有 3 044 名儿童求助，

到 2021 年 2 月，已将总共 3 763 名儿童转介给服务提供者照护。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还运营着 5 个安全住所和 2 个儿童之家，收容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此外，

所有 184 个理事会都在实行《2017 年儿童保护案件管理标准作业程序》，以便社

会福利官员提供安全、心理护理和支持的地方。33 

45.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2017 年启动了“Baba Bora 计划”，该计划旨在推动父

亲参与抚养儿童。 

134.50、134.52、134.53、134.69 

46. 作为制止暴力侵害据信实施巫术的人的努力的一部分，制定了《2018/2019-

2022/2023 年根除杀害老年人国家战略》。这导致在村/乡、镇、县和区级建立了

14 416 个老年人委员会，致力于确保老年人的安全和保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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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7、134.58 

47. 坦桑尼亚大陆和坦桑尼亚桑给巴尔都在实施《2018-2021 年国家打击贩运人

口行动计划》。35 在坦桑尼亚大陆，2019 年制定了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和暴力幸存

者建立和管理安全住所的国家准则，并在 5 个区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建立了 6 个庇

护所和安全住所。36 此外，还制定了支持贩运受害儿童的标准作业程序，并与国

际移民组织制定了 2020/2021 年打击人口贩运联合行动计划。 

48. 目前正在处理贩运人口罪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已经起诉犯罪人：2016 年

272 人，2017 年 202 人，2018 年 173 人，2019 年 30 人，2020 年 179 人。 

49.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保护儿童的安全住所得到加强，2016 年有 187 个儿童

护理中心，2020 年增至 230 个。 

134.58、134.59、134.57 

5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努力防止街头儿童遭受性虐待，例如，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实施了一项方案，在这一情况猖獗的 6 个区查明儿童下落并使其返回社区与

家人团聚，其中 5 390 名儿童(3 852 名男童和 1 538 名女童)获得基本福利服务，

135 名儿童(92 名男童和 43 名女童)与家人团聚，821 名儿童(519 名男童和 302 名

女童)获得学习材料，75 名儿童(58 名男童和 17 名女童)获得加强家庭经济服务的

支持。 

51. 此外，《2020/2021 年政府和铁路关于儿童的联合行动计划》制定了《儿童重

返家庭国家准则》，2020 年启动实施该准则。 

52.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所有县医院都设立了一站式中心，所有警察局都设立

了也处理性虐待儿童问题的性别平等和儿童服务台。37 

  不歧视(134.43、134.45、134.46、137.47、134.100、134.36、134.122) 

53. 《宪法》和法律保障妇女参与各行各业，例如参政。2015 年 11 月到 2021 年

3 月，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有一位女性副总统，她成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六

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在 2015 年全国大选中，有 1 名女性候选人和 1 名女

性竞选搭档竞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 2020 年全国大选中，2 个政党有女

性总统候选人，5 个政党提名女性竞选搭档竞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职位。 

54. 国民议会副议长和书记员是女性，国民议会中女议员占 36.38%，而 2015 年

为 34.6%。此外，还有司法多样性，因为女法官占上诉法院法官的 41%(24 名法

官中有 10 名女性)，占高等法院法官的 38%(85 名法官中有 31 名女性)。目前，在

26 名区专员中，有 5 名女性，占 19%；在 139 名县专员中，有 43 名女性，占

31%；在 184 名县长和市长中，有 55 名女性，占 29%。在 26 名区行政秘书中，

有 12 名女性，占 46%；在 133 名县行政秘书中，有 36 名女性。 

55. 还通过奖学金方案增强女公务员权能，2015 年到 2020 年 2 月，共有 742 名

女公务员获得奖学金；2019 年，66 名女狱警和 16 名女警官接受了关于法律援助

和性别暴力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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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社团法》第337章鼓励妇女和老年人社团注册，以促进其社会和经济发展。

这导致 2017-2020 年期间 170 个社团注册，而 1955-2016 年期间为 152 个。 

57. 在公职人员性别平等方面正在取得进展，截至 2020 年 3 月，女雇员为 225 149

人，占 527 281 名雇员的 42.7%。 

58. 鼓励妇女参与所有部门，包括为此在工程和运输部设立妇女参与股，以促进

妇女参与建筑业并作出贡献，由此 2016 年到 2020 年 6 月，妇女参与股在实施道

路工程活动和项目方面培训了 400 名妇女。38 此外，鼓励气象部门妇女进入管理

和决策层，气象委员会 8 名成员中有 3 名女性。39 

59. 增强妇女经济权能是消除对妇女和儿童歧视的关键所在。坦桑尼亚社会行动

基金实施多个项目，目的是在家庭层面增强妇女经济权能。这包括在坦桑尼亚社

会行动基金第三阶段下的全国范围生产性社会安全网方案。该方案旨在使贫困家

庭能够增加收入和机会。到 2019 年，约 1 118 741 户家庭加入该方案，5 127 730

人(52%为女性，48%为男性)受益于该方案。40 

60. 通过生活技能和增强经济权能方案促进青春期少女和妇青年福祉。到 2020

年，8 082 名女青年接受了自我意识、领导力、决策和目标设定技能的培训。

此外，在 2016/2017 年至 2019/2020 年期间，1 808 名青年妇女受益于青年发

展基金。41、42  

61.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制定了 2016 年桑给巴尔性别平等政策，该政策呼吁

平等和不歧视，在总统办公室、增强经济权能和投资部下设有增强妇女经济权能

方案。桑给巴尔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生殖健康战略计划(2019-2023 年)

消除了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性别差距，并通过性别平等政策战略开展生殖健康和增

强经济权能活动。社区对性别平等方案和生殖健康的认识也得到提高。向青少年

提供的青年友好型服务也有所增加，男性参与母婴保健的程度也有所提高。 

  童工(134.65、134.66、134.68) 

62. 童工现象现在得到遏制，因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制定了《2018-2022 年消

除童工国家战略》，到 2022 年将童工率从 29%降至 9%，其中包括一项在塔波拉

区烟草种植园消除童工的方案。43 目前正在实施全面的协调和合作机制，目标是

到 2022 年将童工数据和信息从 24%提高到 85%，以供知情决策。 

63. 《2009-2015 年桑给巴尔消除童工国家行动计划》已经实施，44 劳动委员会

每六个月监测一次童工情况，导致 2020 年 100 名儿童退出劳动力市场。 

134.67 

64. 目前正在实施禁止童工的劳动法，因为劳工官员一直在根据《劳工机构法》

第 300 章和《儿童法》第 13 章的规定下达遵守令，并对不遵守行为加重处罚。

《就业和劳动关系法》第 366 章禁止雇用童工，45 据此取消雇用儿童的外国投资

者工作许可。对于违反劳工官员命令的雇主，向法院申请执行命令，46 并提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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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47 被认定有罪者可能被处以监禁、罚款或两者兼施。劳动监察工具也得

到改进，增加了关于调查矿山、工厂和种植园等不同领域童工现象的部分。 

65.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社区接受了关于保护童工的培训，2020 年提高了对

600 名从事海草养殖的儿童，250 名从事石头销售的儿童，15 名从事丁香种植的

儿童的认识。48 

  残疾人(134.119) 

6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采取了有利于残疾人的立法措施，例如，对《地方政府

财政法》第 290 章进行了修订，规定从理事会收入的 10%中拿出 2%用于各自地

区增强残疾人经济权能方案。此外，《国家选举法》第 343 章优先重视因失明或

任何其他身体伤残而丧失能力的选民，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人协助他们记录其投

票。49 2017 年第 1 号《法律援助法》除其他外，将残疾人作为目标群体之一，对

残疾人在法律援助咨询委员会中的代表性作出规定，50 而且 2018 年《法律援助

条例》规定，残疾人应可以实际进入法律援助提供者办公室。51 

67. 在本报告期内，继续关注影响残疾人的问题，为此实施不同的增强残疾人权

能政策和方案，其中包括： 

 (a) 从每个理事会的地方收入中拨出 2%，用于向残疾人提供贷款，促进经

济复苏。收到资金的团体总数为 1 150 个，支付的金额为 5 660 774 107.81 坦桑尼

亚先令； 

 (b) 通过坦桑尼亚社会发展基金增强残疾人经济权能。共 176 035 户残疾人

贫困家庭受益于该基金； 

 (c) 在残疾人学院提供职业教育培训，共 376 名学生接受了培训； 

 (d) 编制《国家残疾人基金运作指南》，预算拨款为 202 300 000 坦桑尼

亚先令； 

 (e) 通过包括学徒制和创业制在内的技能发展方案进行能力建设。 

68. 目前，正在审查 2010 年第 9 号《残疾人法》和 2006 年第 9 号《桑给巴尔残

疾人(权利和特权)法》，旨在是使这些法律与其他立法相协调，例如在就业、52 获

得公共服务53 以及接受包括儿童和残疾人在内的弱势或受恐吓证人的证据方面。54 

137.72、134.74、134.76、134.79、134.87、136.22、134.56、137.65、134.81 

6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过登记为支持白化病患者而设立的残疾人组织、协会

和的非政府组织，向残疾人提供结构性支持。2020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制定

了《非政府组织协调联合准则》，其中考虑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职责，指示每个

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提供支持，包括让白化病患者参

与制定国家政策和计划。 

70. 政府协调全国性年度庆祝活动，作为提高对白化病患者权利认识的平台。这

些活动包括 12 月 3 日国际残疾人日、6 月 13 日国际白化病宣传日和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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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日，以提高公众对白化病患者尊严和能力的认识。国家、区和县各级都会庆

祝这些节日，从而确保广泛认识白化病患者的权利，并使尽可能多的人和社区了

解这些权利。此外，从地方到区一级都设立了白化病患者安保和安全委员会，以

监督白化病患者的安保和安全工作，并向他们提供支持。 

71. 政府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提供防晒霜，由各理事会为其选区的白化病患

者订购，并免费提供癌症和癌症前期治疗。由政府与“常设之声”和区皮肤科培

训中心合办的皮肤癌预防方案为 6 499 名白化病患者提供皮肤病保健服务，其中

3 341 名患者接受了全面临床服务，包括皮肤癌筛查、防晒教育、冷冻疗法治疗、

小手术和转到政府医院接受大手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在全国所有县医院

为白化病患者提供防晒霜，并继续为他们提供临床设备。 

7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审查了税务，旨在以很低的费用或免费为残疾人提供

必要的产品，如低视力辅助器具、护肤产品和防晒霜。 

73.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2020 年在 Mnazi Moja 医院建立了白化病诊所。此

外，还成立了行政区委员会，目的是在基层提高对残疾问题的认识。 

137.72、134.82、134.83、134.84、134.83、137.65 

7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优先调查和起诉残疾受害者案件。55 2006 年，在

警察局举报了 68 起袭击和杀害残疾人事件，2017 年这一数字降至 3 起。一切形

式暴力侵害残疾人行为都被定为刑事犯罪，行为人被控犯有刑事罪，包括谋杀、

谋杀未遂、袭击、造成身体伤害、贩运和绑架。所有行为人都被逮捕和起诉，到

2020 年，已起诉 32 起案件，其中 11 起在驻地治安法院，17 起在高等法院，4 起

在上诉法院。正如本报告阐述，为保护弱势群体采取了相同的行政和法律措施。 

134.75、134.77 

75. 为了安全而被安置在临时收容住所中的白化病儿童已全部返回家庭和社区，

这些收容所已恢复原有用途。这反映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如何从战略上解决攻

击和杀害白化病患者的问题，从而恢复了白化病患者和儿童的安全和保障。 

134.73 

7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努力增加白化病患者在决策和高级职位中的人数，如任

命大使级职位。56 

134.78、134.85、134.86、134.87、136.22 

77. 政府、人权和善治委员会、残疾人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开展宣传活动，

并让宗教、传统、其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参与其中，以促进有关白化病

患者的积极规范。《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法》还禁止无执照的传统治疗师执业，这

是一项保护白化病患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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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3 

78. 2017 年 7 月 18 日至 28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功接待了白化病患者享

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 Ikponwosa Ero 女士的访问。57 

  监狱(134.89、134.90) 

7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采取措施，纾缓囚犯在狱中的挤迫情况，改善生活

条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建造了两(2)个监狱设施，修复了 20 个监狱设施。此

外，2016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共有 48 820 名囚犯通过总统赦免获释，

5 608 人通过假释获释，4 262 人被判处社区服务。 

80. 囚犯继续有机会接受教育，在报告所述期间，3 名囚犯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

1 名囚犯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此外，80%的犯人参加各种经济、社会和娱乐活

动。58 所有监狱都有保健设施，在达累斯萨拉姆省 Ukonga 监狱修建了一所监狱

综合医院，并招聘了医务人员。 

81.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翻新了 5 个惩戒中心，建造了 1 个青少年设施。59 为

囚犯购置了电视和收音机，修建了宿舍而不是牢房，为妇女提供生殖保健服务，

加强了监狱投诉机制，扩大了包括监狱教育方案在内的改造方案。 

  司法救助(134.91、134.88、134.93) 

82. 作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加强司法救助努力的一部分，2017 年颁布了《法律

援助法》(第 21 章)，2018 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旨在帮助穷人获得诉诸司

法的机会。该法的实施促成设立了国家一级法律援助提供者登记处，并在各县任

命了 209 名助理登记官。政府透过涉及法律援助提供者的培训、监测和评价的系

统，协调法律援助提供者提供法律援助，以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60 目前，

有 600 个法律援助提供者。61 2017 年至 2020 年，还在警察局和监狱的拘留设施

中提供了法律援助，872 名妇女和 10 352 名男子获得了法律援助。此外，还涵盖

青少年拘留中心，11 524 名青少年获得了法律援助。62 

83. 2018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进行了机构改革，重组了总检察长办公室，63 

设立了国家检察署64  和副检察长办公室，65  目的是发展三个机构的专业化和效

率，保持国家检察署的独立性。 

84. 加快了案件的审理，为此引入了辩诉交易66 和视频会议，并修订了《民事诉

讼法典》(第 33 章)，67 允许法院放弃技术性问题，着手根据案情实质进行裁决。

为了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进一步加强司法，2020 年 2 月 14 日通过了《仲裁

法》(第 15 章)，68 并任命了仲裁员、谈判员、调解员和和解员书记官长。69 扩大

了初级法院和县级法院审理经济案件的管辖权限，使这些法院能够审理先前需在

高等法院提起的案件，从而减少了费用和时间。70 

85. 在 6 个区设立了综合司法中心，以促进顺利运作和提供标准法院服务。综合

司法中心在一个地点或建筑物提供法律服务，使用户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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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在加强涉法儿童的权利方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已实施了首个《儿童司法

战略(2013-2017 年)》，正在实施第二个《儿童司法：渐进改革五年战略(2020/21-

2024/25 年)》。71 颁布了关于保护出庭儿童身份的首席大法官 2018 年第 2 号通

知，还制订了 2019 年《少年法院规则》(GN 154/2019)，以促进儿童获得司法救

助和实现公平审判的权利。2020 年，驻地治安法院和县法院被指定为少年法院，

目前全国共有 148 个少年法院。72 

87.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制定了 2017 年法律援助政策和 2018 年《法律援助法》，

并在 2019 年通过了《法律援助条例》。2020 年，发布了《法律援助法》简编本，

制定了《法律援助提供者注册准则》和《法律援助提供者行为守则》，进行了法律

援助基线评估，发布了《法律援助年度报告》。 

88. 司法领域的人力资源得到改善，法官和治安法官的人数从 2016 年的 6 人增

至 2020 年的 9 人，并考虑采取体制措施解决儿童司法问题，在 2017 年建造了一

个专门的儿童法院。 

134.92 

89. 为进一步加强司法救助而提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包括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

合作，在全国各百户区培训了 2 746 名律师助理，共注册了 620 名律师助理，在

农村地区提供法律援助。2018 年，司法机构在 2 个省73 试行了流动法院，至 2020

年，通过流动法院处理了 861 起案件，这是扩大司法地理覆盖面的一部分。 

90. 还利用虚拟法院来提供司法服务。目前，所有高等法院书记官处都配备了视

频会议设施，74 共有 14 641 起案件通过虚拟法院得到审理。此外，全国有 948 座

法院大楼，2016 年至 2020 年新建了 40 座现代化法院大楼。在 799 个委员会设立

了初级法院，118 个县设立了县级法院。31 个省设有驻地治安法院，全国各地还

设有 22 个高等法院分院。75 

91.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有 259 个法律援助提供者，已播出 13 个关于法律援

助的电视和广播节目。此外，有 136 名注册律师助理。76 

134.94 

92.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少年法院数量增加，2016 年有 3 个儿童法院，2017 年

设立了 1 个儿童法院，使这一数字增加到 4 个。77 此外，正在实施“2016-2021

年桑给巴尔监狱战略计划”，以改善监狱条件。 

134.95 

9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过司法系统迅速调查所有针对记者的袭击事件，司法

系统旨在一视同仁地向所有投诉人和受害者提供服务。 

  表达自由和知情权(134.96) 

94.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过司法程序或行政申诉来处理对干涉言论自由的

指控。共在高等法院和东非法院提起了 6 起涉及媒体法律规章条款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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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政府还与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对话，修订了一些立法，78 以确保促进并保护表

达自由和知情权。此外，媒体业务不受干涉，这体现在媒体的多元化中，2020 年，

在坦桑尼亚有 250 家报纸、44 家电视台、198 家广播电台、440 家在线电视台、

23 家在线电台和 120 个博客。 

96.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2016 年的桑给巴尔广播政策确保表达自由和知情权。

还有一些运营的媒体组织，包括桑给巴尔发展新闻工作者协会、桑给巴尔新闻俱乐

部、奔巴人新闻俱乐部、青年记者发展和教育组织以及坦桑尼亚媒体界妇女协会。 

  集会和结社自由(134.97、134.98) 

97. 集会和结社自由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项宪法权利，受到促进，各政党可

在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程序情况下举行公众集会和游行。 

98. 2019 年，通过 2019 年第 3 号法案对《社团法》(第 337 章)做出修正，为个

人自由结社提供空间，社团登记官向公众提供关于社团登记和管理的宣传和教育。

该修正案还规定了社团的明确定义。 

99. 2020 年，国家选举委员会共认证了 252 个民间社会组织在全国提供选民教

育，其中 245 个组织在坦桑尼亚大陆，7 个组织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此外，在

2020 年大选中，国家选举委员会邀请当地和国际观察员申请进行选举观察，共收

到 114 份申请。 

100.  法律要求民间社会组织就获得的捐赠资金透明、负责任地开展业务，以实

现预期目标并帮助预期受益者。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为这些组织开展活动创造了

有利环境，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已从 2015 年的 8 047 个增加到至 2020 年 9 月

的 10 745 个。 

101.  通过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第 1 号法案和 2018 年《政党法》

修正案(其中规定了政党参加选举的权利)，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保障所有政党享

有安全和有利的环境。除此之外，在 2020 年制定了政党的《道德守则》。 

134.99 

102.  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一直站在前沿，确保桑给巴尔人享有普遍的权利，通

过自由公正的选举选出总统和众议院议员，包括为此采取第 20、22、23、97、99

和 101 段中提到的规范和行政措施。 

  土地权(134.102) 

103.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改进服务交付以明晰土地权利，成立了国家土地咨询委

员会，79  采用电子系统支付土地相关账单并加快土地纠纷的解决速度。政府还成

立了一个由八个部门部委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涉及土地纠纷的 975 个村庄的问题。 

104.  制定了战略干预措施，包括推出综合土地管理信息系统，以提供土地服务，

提高公众对土地政策、法律和规章的认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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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并就给予土地补偿对 2018 年第

6 号《土地保有制度法》进行了审查，从而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这包括增加土

地测量(测量了 1 612 块)、提供土地租赁(准予 447 份租约)和准备进行测绘(进行

了 619 次测绘)。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城乡发展也有所增强，建设了 5 个城镇，

提升了 4 个开放空间。 

106.  为加快对土地纠纷的裁决，土地法庭治安法官人数从 2016 年的 5 名增至

2020 年的 6 名，处理土地纠纷的法院从 2016 年的 1 个增至 2020 年的 4 个，至

2020 年，已解决 832 起土地纠纷。 

134.103 

107.  正在对 1995 年坦桑尼亚土地政策进行审查，以解决土地保有权制度中的男

女不平等、在获得土地方面不受歧视以及习俗和文化惯例施加的限制等问题。 

108.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制定了 2018 年土地政策，其中包括关于性别平等和

弱势群体的政策战略。 

  教育(134.38、134.103、134.117、134.109、134.112、134.113、134.114、

134.116) 

10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实施面向所有小学和中学教育儿童的免费教育政策，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8 月，每月为此拨款 240 亿坦桑尼亚先令(1 030 万美元)，共

计 945 987 亿坦桑尼亚先令。这项投资使公立小学在校生从 2016 年的 8 342 284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10 460 785 人，公立中学在校生从 2016 年的 1 469 589 人增

加到 2020 年的 2 172 257 人。81 

11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在实施中等教育质量改进计划，目的是通过中等教

育和谋生技能增强女童的权能，并通过促进女童进入中学的机会减少女童受教育

的障碍。82 

111.  通过修复 40 所培训学院的培训设备，为阿鲁沙技术学院配备新的教学设

备，以及建设和修复能够招收 5 000 名学生的 10 个职业培训中心，改善了技术和

职业教育的教学环境。高等教育的教学环境也得到加强，向高等院校学生发放的

贷款从 2016年的 3 410亿坦桑尼亚先令增加到 2020年的 4 500亿坦桑尼亚先令。 

112.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也执行免费教育政策，还实施了 2017-2018 年桑给巴尔

教育发展计划。建立了女子专科学校，数量从 2016 年的 1 所增至 2020 年的 3 所，

并在 2019-2020 年期间建立了 22 个科学中心，鼓励女童学习科学。83 还执行学

校供餐方案，至 2020 年已建立了 2 个在线教育平台。 

134.111 

113.  2015 年至 2020 年间修建了 6 629 个厕所，学校的水和卫生设施得到了改

善。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到 2020 年建成了 247 个洗漱设施，正在修建学校厕

所。此外，2018 年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进行了学校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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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15、134.110 

11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投资于教育部门，加强全民教育，改善基础教育

和中等教育的教学环境。2015 年至 2020 年间，修建了 2 898 间教室、6 629 个厕

所、535 座宿舍、61 套教师住房、76 个礼堂和 16 个行政大楼。翻修了 65 所老旧

中学和 17 所师范学院。此外，为 1 696 所学校配备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科的实

验室设备。 

115.  2016 年有 17 174 所小学(16 109 所公立学校和 1 065 所私立学校)，2020 年

有 18 152 所小学(16 406 所公立学校和 1 746 所私立学校)。2016 年有 4 759 所中

学(3 614 所公立学校和 1 145 所私立学校)，2020 年有 5 143 所中学(3 863 所公立

学校和 1 280 所私立学校)。 

116.  至 2020 年，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也建立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修建了社区学

校84 并在偏远和人口密集地区建造了 8 所新学校。 

134.118、134.120 

11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实施全纳教育战略(2012-2017 年和 2018-2021 年)。

新建了一所面向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中学，可供 640 名学生就读，85 并为有特殊

需要的学生购买了盲文印刷品、语言训练器、音频计和明杖等教学工具。86 

118.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特殊需求学校得到了加强，向桑给巴尔国立大学提

供了辅助器具和盲文机。为接收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并需要教授残疾儿童的教师和

教具的学校制定了两项针对残疾儿童的方案。87 此外，还制定了证书和文凭层面

的全纳教育方案。 

  安全和清洁的饮用水(134.104、134.105) 

119.  农村地区能够获得清洁和安全饮用水的人数从 2015 年的 47%增加到 2020

年的 70.1%，城市地区的人数从 2015 年的 74%增加到 2020 年的 84%。2015 年至

2019 年，实施了 1 423 个供水项目，其中 1 268 个项目在农村地区，155 个项目

在城市地区。88 

120.  至 2020 年 3 月，城市水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实现了排污系统与污水处理

的连接，使用专用车辆将废水运送到处理坝，至 2020 年 10 月实现了 30%的污水

处理服务目标。89 此外，至 2020 年，已修复了 1 384 个炭坝和 103 个井眼，以

增强环境卫生，减少通过共用水资源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90 

121.  桑给巴尔公用事业管理局成立于 2016 年，负责确保民众获得清洁和安全的

饮用水。供水量从 2016 年的 55 406 606 立方米/年增加到 2020 年的 66 749 415 608

立方米/年。此外，至 2020 年，还修建了 64 口井和 7 个水箱。91 

  社会福利制度(134.106) 

122.  坦桑尼亚倡导通过家庭式照料为弱势儿童提供寄养和收养服务，不鼓励机

构照料。2016/17 年，被寄养儿童为 57 人，2019/20 年为 37 人。2016/17 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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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儿童为 21 人，2019/20 年为 24 人。制定了合适人员计划，将无家可归的儿

童交由地方政府当局确定的合适人员照顾。该计划在 4 个省实施。92 

123.  还在 2017 年《育儿培训手册》和 2020 年《国家育儿指南》指导下，在社

区开展了关于正面的养育子女技巧的提高认识活动。93 

124.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设立了儿童保护单位，并加强了用于保护儿童的安

全屋。举报性别暴力的免费电话 116 已经开通，在每个县的每个行政区都成立了

儿童事务理事会。县医院的一站式中心和警察局的性别和儿童问题服务台也就受

害者和投诉人的社会福利提供咨询。 

137.69、137.46 

125.  作为扩大社会福利制度努力的一部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编写了《弱势

儿童诊断和护理指南(2019 年)》以及《老人院设立和运营指南(2019 年)》，并继续

在 40 个委员会为社会福利官员提供关于识别值得信赖人员的培训，旨在加强对

处境危险儿童的保护和这些儿童的安全。通过培训，确定了 295 名受托人，把 527

名儿童交由值得信赖的人照料。此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提供基本必需品

(衣、食和住房以及卫生保健)，349 名老年人(149 名男子和 200 名妇女)在 13 个

养老院享有此类服务；制定儿童区隔方案。在 2015/16 至 2020 年期间，已支出

2 579 386 570 坦桑尼亚先令。 

126.  关于促进负担得起的住房的措施，2016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采取措施，

编制选定地区的底图，以加快土地勘测、测绘和土地使用规划；为业主和租户能

够获得体面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创造有利环境；继续提高公众对土地政策和法律规

章的认识。94 

127.  此外，开展了关于抵押和单元/共有财产安排的提高公众认识活动。共确定

了四(4)个住房合作社，更新了住房合作社信息，如建造的房屋的类型、收入来源

和地点，并编写了《全国住房合作社协会成立与管理指南》。草拟了关于住房标准

和准则的文件；向公众、包括小型建筑商团体传播联锁砖机等低成本住房技术。 

128.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执行 2020 年第 2 号《老年人事务法》。该法已开始实施，

建立了 2 个老年人寄宿式护理院。2016 年，在寄宿式护理院得到照料的老年人为

125 名，2020 年，有 126 名老年人得到照料。 

  健康(134.105) 

129.  为确保民众获得卫生保健服务，从 2016/17 年至 2019/20 年，卫生部门方

案和活动的预算拨款增加了 13%，由此释放和实际发生的支出每年平均增长

35%。95 

130.  这增加了全国范围内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医疗卫生设施的数量从

2016 年的 7 680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8 458 个，相当于增加了 10.1%。医院从 2016

年的 263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369 个，卫生保健中心从 2016 年的 758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926 个，药房从 2016 年的 6 658 家增加到 2020 年的 7 163 家。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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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委员会医院数量从 2015 年的 77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147 个。96 此外，

还建造了 8 家复诊医院，97 翻修了 23 家复诊医院。98 提供超级专科医疗服务的

医院数量也从 2015 年的 5 家增加到 2020 年的 9 家。99 

131.  在提供肾脏移植服务的 Muhimbili 国家中央医院、提供外科手术服务的

MOI 研究所、提供开胸手术服务的贾卡亚·基奎特心脏研究所以及提供肾脏移植

服务的本杰明·姆卡帕医院，超级专科服务都有所改善。100 

132.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医疗卫生设施的数量从 2016 年的 158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167 个。2017 年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 1：6 272，2020 年提高到 1：4 445。101 

2020 年护士与人口的比例达到 1：1 258，2016 年则为 1：1 324。聘用的保健人

员人数也从 2016 年的 662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785 人。妇科医生、心脏科医生、

眼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等专家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基本药物匮乏的医疗设施的百

分比从 2016 年的 66%降至 2020 年的 10%。102 

134.107、134.108 

133.  在生殖健康方面，孕产妇死亡率从 2016 年的每 100 000 活产 556 例下降到

2020 年的每 100 000 活产 197 例。新生儿死亡人数从 2016 年的每 1 000 活产 25

例下降到 2020 年的每 1 000 活产 7 例。一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从 2016 年的每

1 000 活产 43 例下降到 2020 年的每 1 000 活产 9 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

从 2016 年的每 1 000 活产 67 例下降到 2020 年的每 1 000 活产 11 例。 

134.  2019/20 年期间，81%的孕妇在产前检查诊所就诊 4 次或以上，2015/16 年

这一比例为 39%，这意味着更多孕妇得到优质护理和关于安全节育方法的建议。

此外，在卫生保健机构分娩的孕妇人数从 2015/16 年的 64%增加到 2019/20 年的

83%。这要归功于改进医疗卫生服务交付。这也是通过实施《改善坦桑尼亚生殖、

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国家路线图战略计划(2016-2020 年)》实现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承诺落实《促进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略(2016-

2030 年)》，指导“一个计划(三)”中的干预措施，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35.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医疗机构中的孕产妇死亡率也从 2016 年的每 100 000

活产 277 例下降到 2019 年的每 100 000 活产 166 例。103 新生儿死亡率从 2015 年

的每 1 000 活产 73 例下降到 2020 年的每 1 000 活产 53 例，正在通过增加关爱青

少年的服务和中心来解决儿童死亡率问题，中心数量从 2016 年的 2 个增至 2020

年的 8 个。104 

  发展计划(134.121、134.124) 

13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直在成功执行《发展愿景 2025》，提前 5 年实现了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世界银行在 2020 年 7 月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列为

中等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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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23 

13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过负责税收的坦桑尼亚税务局制定了解决逃税问题

的措施，宣传口号是“每次卖东西，都要开收据，每次买东西，都要索取收据”。

打击逃税的措施还包括向纳税人提供有关税收制度和纳税重要性的知识、改善中

小企业营商环境政策、下放税收权力以便利征税、减少从量税以鼓励更多人自愿

纳税。 

138.  还加强了税收系统，增强了增加国家税收的措施。105 控制公共开支的措

施使月均收入从 2015 年的 8 500 亿坦桑尼亚先令增加到 2020 年 10 月的 1.3 万

亿。2019 年 12 月，收入达到 1.987 万亿坦桑尼亚先令，是全国月税收史上的最

高值。106 

139.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2019 年成立了财政和金融政策部，负责监管与税收征收

和管理有关的政策，包括限制逃税问题的措施。此外，还修订了税法，以遏制逃

税。107 打击逃税的进一步努力包括对逃税者实施重罚，开展税收宣传活动，简化

程序，加强组织能力，建立纳税人登记电子系统，组织关于税收问题的利益相关

者论坛。108 

134.125 

14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直在执行 2012 年的国家气候变化战略，该战略

规定了每个部门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还开展了一些侧重于气候变化影响的

项目，109 包括为坦桑尼亚在 2022 年前实现降排就绪提供战略支持，110 对尼亚

萨湖流域进行可持续土地管理，在维多利亚湖盆地实现适应气候变化，采用基于

生态系统的适应办法以增进农村复原力。111 

141.  自 2015 年以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已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各级学校课

程，包括通识和地理课程。112 

142.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已修建了 5 道墙作为缓解盐水侵入的措施，以保护

居民区，113 并修建了 2 道墙来保护耕地。114 正在开展提高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活

动，在报告所述期间播放了 26 个电视节目和 90 个广播节目，并建立了环境保护

学校俱乐部。115 

134.101 

143.  财政和规划部正在审查 2006 年国家人口政策及其执行战略，以适应国内和

全球发生的变化，为此对人口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动态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数

量进行了评估。审查涉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协调并影响其他政策、战略和

方案，确保人民的可持续发展。 

144.  目前，2006 年国家人口政策正在由一些利益攸关方实施，并已设法形成共

同目标，力求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改善生殖保健服务，减少性传播感染，防治艾

滋病毒/艾滋病，增强青年、残疾人、老年人和妇女的权能，促进就业，创造可持

续发展的环境。 



A/HRC/WG.6/39/TZA/1  

 

21-11293 20/28 

 

  反腐败措施(134.126、134.127、134.128) 

14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直严厉打击腐败问题，确保完成 2017-2022 年国家

反腐败战略和行动计划第三阶段，其已自 2017 年 7 月开始实施。116 国家反腐败

战略和行动计划第三阶段还考虑到《发展愿景 2025》，预防和打击腐败局监督实

施工作。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还在实施名为“在坦桑尼亚建设可持续反腐败行动”

的方案，旨在处理各级腐败问题。117 

146.  其他努力包括 2016/2017 年至 2018/19 年对影子工人、逃税和影子学生开

展行动，共追回 1 677.8 亿坦桑尼亚先令。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 353 个发展

项目118 中跟踪了公共支出，跟踪了 68 547 157 193.2 坦桑尼亚先令。2019/2020

年，预防和打击腐败局检查了 20 个省的市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的税收系统，并就

结果向它们提出了建议。119 在 2019/2020 年，预防和打击腐败局通过监测发展项

目中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共追回 96 021 886 014.97 坦桑尼亚先令。预防和打击

腐败局还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对阻碍个人发展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性腐败问

题进行了研究。120 

147.  2018 年桑给巴尔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综合战略已在桑给巴尔和部门各层

面实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桑给巴尔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局打击腐败的努力包

括在 2018 年建立了免费呼叫中心，成立了 43 个反腐败俱乐部，在所有 195 个行

政区中开展反腐败教育，播放 35 个电视节目和 148 个广播节目，印发了 14 792

本反腐败小册子和期刊。121 

134.129 

148.  坦桑尼亚司法机构设立了高等法院腐败和经济犯罪分庭，该分庭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开始运作。制定了 2016 年《经济和有组织犯罪控制(腐败和经济犯罪分

庭)(程序)规则》，以加快在 9 个月内对严重腐败案件进行审理。截至 2020 年底，

已裁定 127 起案件，处理了 380 份保释申请，审结率为 95%。 

  普遍出生登记(136.14、136.15) 

14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通过登记、破产和托管机构，在五岁以下出生登记方

案下免除新生儿的登记费。122  因此，五岁以下儿童出生登记率从 2016 年的

13%(覆盖 3 个省)增加到 2020 年的 55%(覆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6 个省中的 18

个)。登记人数从 2016 年的 139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7 443 人。2019 年，通过建

立出生和死亡登记在线平台，也加强了五岁以下儿童的出生登记。 

150.  2017 年，对民事登记和生命统计系统进行了审查，将出生和死亡登记程序

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当局。123  地方政府中五岁以下儿童登记工作由委员

会社会福利官员承担，由省社会福利官员监督。 

151.  通过在交易会和国家节日期间开展的登记活动，提高公众对出生登记重要

性的认识，在这些活动中对 7 至 17 岁的学童进行登记。124 还通过社交媒体、印

刷出版物、广播和电视节目，提高人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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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颁布了 2018 年《出生登记法》，该法加强了民事登记和

生命统计系统。至 2020 年，已在 11 个县设立了县登记办公室，通过外联方案、

电视和广播节目不断提高公众对出生登记重要性的认识，在 2020 年开展了 4 个

外联方案。 

 四. 成就、最佳做法、挑战及制约 

  成就和最佳做法 

15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取得了重大成就： 

 (a) 2020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从贫穷国家跃升成较低水平的中等收入

国家。 

 (b)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稳定、和平和安全的国家。 

 (c)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功实施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3-2017

年)》，促进不同利益攸关方遵守人权和民族权，进一步促成将人权纳入不同政策、

立法和发展方案的主流。 

 (d) 2019 年 7 月，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关于可持续发

展目标 4、8、10、13、16 和 17 的自愿国别评估，125 并继续在其他领域这样做。 

 (e) 在实现发展权方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启动了工业化议程，促成建立

了 8 477 个工业企业，其中有 2 个大型企业、460 个中型企业、3 406 个小型企业

和 4 410 个极小型企业。这使工业企业总数从 2015 年的 52 633 个增加到 2020 年

的 61 110 个，从而解决与就业有关的问题。 

 (f) 2020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非洲实现农村电气化的领先国家，覆盖

率达到 74%。 

 (g)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与诚信合作伙伴一起，继续实施保护和有效利用自

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框架。这是通过颁布《自然财富和资源(永久主权)法》

(第 449 章)实现的，该法执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宪法》以及大会 196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第 1803(XVII)号决议。 

 (h)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已着手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修建将在全国联网的标

准轨距铁路，通过购买 8 架新飞机和 4 台雷达来振兴国家航空公司，并修建 37 000

公里的柏油路，作为促进实现社会经济权利努力的一部分。 

 (i)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通过农村能源局解决电气化问题，修建 Julius 

Nyerere 水电站，该水电站将使国家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家庭和工业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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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和制约因素 

154.  成功通常伴随着挑战和障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与国家、区域和国

际伙伴合作应对： 

 (a) 权利和义务及二者平衡的概念仍是坦桑尼亚社会中一项正在进行的工

作。一些人想得到更多权利，却不愿承认他们对彼此、对自己的国家、对地区以

及对国际社会同样负有义务。因此，这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公众教育和宣传工作。 

 (b) 2020 年，坦桑尼亚刚刚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以

使坦桑尼亚能够成为更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而逐步实现国家发展议程《愿

景 2025》、非洲《2063 年议程》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都包含人权和

民族权论述。这也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c) 在农村地区对信通技术的利用不足，可能阻碍农村地区公民实现社会

经济发展。这项工作亦正在进行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在这方面实施不

同项目。 

 五. 主要的国家优先事项 

• 完成并实施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向有关委员会提交缔约国报告。 

• 扩大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提供和覆盖面。 

• 将现行法律规章从英语译成斯瓦希里语。 

• 有效利用技术促进发展权。 

• 开展促进权利和义务议程的全国运动。 

• 根据《发展愿景 2025》、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2063 年议程》，

实施第三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促进人权和民族权。 

 六. 有关国家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期望及任何技术援助和支助要求 

15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将继续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机构、发

展伙伴、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互动协作，寻求人权和民

族权问题方面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实现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关键

国家优先事项。 

注 

 1 Note that the URTratifi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1st June 1991 and the Rome 

Statute on 20th August 2002. 

 2 Legislation enacted and amended in Tanzania Mainland is attached as Annexture-1 and legislation 

enacted amended in Zanzibar is attached as Annext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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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ection 44 of Cap. 21. 

 4 Section 1 of the Schedule to Cap. 21. 

 5 Section 6A (2) of Cap. 258. 

 6 The Penal Code, Cap. 16 was amended by the Written Law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 Act No 2 of 

2016 whereby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 of a person above 18 years is prosecuted as an offence 

of grievous bodily harm and The Evidence Act, Cap. 6 was amended to require a child of a tender age 

to testify without making an oath or affirmation but before giving such evidence. 

 7 Section 151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No. 7 of 2018 through Misc. Amendment Act, No. 1 of 

2021. 

 8 A chart depicting increase in the budget allocation for the CHRAGG is attached as Annexture-3. 

 9 Article 130 (2)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RT, 1977 provides that the CHRAGG shall be an 

autonomous department and shall not be bound to comply with directive or orders of any person or 

an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or any opinion of any political party or of any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10 Section 14 (1) stipulates that except as provid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an 

independent department and the Commissioners shall no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functions, be 

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r control of any person or authority. 

 11 CHRAGG headquarters is in Dodoma and branch offices are in Zanzibar, Mwanza, Lindi and Dar es 

salaam. 

 12 Complaints can be raised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National Election Act, Cap. 343 and Section 42(8)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 Act, Cap. 292. Candidates who were aggrieved by the decision of 

the Returning Officer were allowed to lodge appeals to the Commission for redress. 

 13 Section 57 of Cap, 343. 

 14 The early voting system considers segments of the society which would be otherwise unable to vote 

on the designated day such as the police and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voting process itself. 

 15 This was don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anzibar Electoral Commission Office Act, No.1 of 

2017. 

 16 Achievements of the NHRAP include mainstreaming the NHRAP into Action Plans of all MDAs, 

LGAs, CSOs and Trade Unions. The NHRAP enhanced human rights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through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ereby 2,249 people including public servants and 

representative of CSOs were trained on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Public servants trained were from 

MDAs, LGAs, the Judiciary-Magistrates,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utors. 19,230 copies of the 

NHRAP were disseminat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NHRAP led to incorporation of human right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and established 254 Human Rights Clubs in 

secondary schools. 

 17 The EU supported aspects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nd Prisons Visits. 

 18 These included SOMO and Dignity. 

 19 The module is being taught in all police courses including basic recruitment, leadership, on-job training, 

and other special training sessions. 

 20 This wa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Red Cross and Cornel University. 

 21 The relief aid included 22 tons of rice, 200 tons of maize and 16 tons of drugs. 

 22 These are MINUSCA, MONUSCO, UNAMID, UNFIL, UNISFA and UNMISS. 

 23 These include UN Missions in Darfur,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uth Sudan, Seychelles 

and Liberia. 

 24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been reviewing the Women and Gender Development Policy (2000), the 

National Ageing Policy (2003), the Nation Cultural Policy (1997), the National Sports Policy (1995), 

the Youth Development Policy (1996) and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1996) which will be aligned 

with the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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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anzania also began preparing the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which intends to achieve SDG.13 on 

climate change. 

 26 SDG.1 (No poverty), SDG.2 (Zero hunger), SDG.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DG.4 (quality 

education) and SDG.13 (climate change). 

 27 This will improv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s of lake Nyasa community through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systems. 

 28 This activity was supported by UNICEF, UN WOMEN, UNFPA, TCRF and WILDAF. 

 29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National Campaigns in 2019 to create awareness on women and children 

protection namely “Twende Pamoja”, “Ukatili Tanzania Sasa Basi” and ‘‘Kampeni ya Kutokomeza 

Mimba na Ndoa za Utotoni.’’ 

 30 These programs a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UN Agencies and C SO’s. 

 31 These activities are supported by UN Agencies and UNICEF. 

 32 These activities were supported by UNICEF, UN WOMEN and UNFPA. 

 33 This activity was funded by UNICEF. 

 34 These activities we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Help Age International. 

 35 The Committee on Anti-Human Traffick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where Police Personnel are trained 

on handling human trafficking issues, sensitization on human trafficking in school clubs and mass 

media. Focal pers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work with INTERPOL to coordinate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 

matters on trafficking of human being. 

 36 Regions of Arusha (1), Dar es Salaam (1), Mwanza (1), Kigoma (1), and Mara (2.). 

 37 This activity has been supported by Action Aid. 

 38 The involvements of women in road works in Tanzania play a great role in achieving a coherent vis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s well as to; increase gender balance in women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crease income and reduce family 

dependency; and honour the Beijing Protocol. 

 39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Tanzania Meteorological Authority is woman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RT to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sation. The 

Meteorological Management also has a Gender Committee which advises management on gender 

issues. 

 40 Statistics on Women Economic Empowerment is attached as Annexture-4. 

 41 This is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42 A total of 3,306,274,000TZS was disbursed to 915 youth economic groups consisting of 2,203 young 

male and 1,808 young female. Through this program 100 adolescent girls in Kaliua and Uyui Districts 

in Tabora Region have been facilitating to establish economic groups. Currently there are 10 groups 

already established and each group has received 2,000,000 TZS as a start-up capital. In addition to that, 

with young mother’s program the project will be replicated in other districts in Tabora Region which 

have high teenage pregnancy prevalence. 

 43 These activities were funded by ILO and Japan Tobacco International. 

 44 It is being review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developing a subsequent Action Plan. 

 45 Section 5. 

 46 Through prescribed Form No. ccc 10 made under Order 21 rule 11 of the Civil Procedure Code, Cap. 33. 

 47 Under sections 78(4), 80(3) and 83(3), of the Employment and Labour Relations Act which creates 

criminal offences for contravening with the specified provisions. 

 48 This was Supported by UNFPA and the Government Budge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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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ection 61(3)(b). 

 50 Schedule 1(1)(g). 

 51 Section 5(6)(g). 

 52 Sect. 88 (1)–(5) of the Employment Act No. 11/2005. 

 53 Sect. 101 (1) and (2) of Public Service Act No.2/2011 on access of the services in the buildings to the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54 Sect 134 (1) and (2) and 135 of the Evidence Act no.9/2016. 

 55 The Police Force has formed a Multi-Agency Task Force which is composed of prosecutors and 

investigators in order to fast track investigation of cases. In combating incidences against persons with 

albinisms police use both proactive and reactive measures. The trial of these cases is prioritised through 

special sessions and completed within few days from commencement of hearing. 

 56 H.E Ambassador Dr. Abdallah Possi serving in Germany is a PWA and his brother Dr. Ally Possi also 

a PWA is a Deputy Permanent Secretary. There are affirmative measures for PWAs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through the special seats window and PWAs serve as Directors, constitute 

Boards of Trustees and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57 During her visit, the Government facilitated a number of meetings at the level of Ministers, Speaker 

of the Parliament and other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facilitation of her visit is a clear testimony 

of the commitment of Tanzania commitment to cooperating with the special mechanisms i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specifically the rights of PWAs. 

 58 These include agriculture and small-scale industries such as shoe making industry, soap industry,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furniture making industry in prison areas. Also participating in spiritual 

services, playing games and sports particularly playing football and draft. 

 59 The Correctional Centres are at Kinumoshi, Hanyegwa Mchana, Kengeja, Tungamaa) and the Children 

Facility is at Hanyegwa Mchana. 

 60 In 2020 during Legal Aid Week 529,079 women and 412,436 children were educated on various laws 

including land laws, GBV, matters of inheritance and succession. Thus a total of 941,315 beneficiaries. 

 61 1. The Ministry of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Affairs (MOCLA) signed an MOU with the Prisons on 

Access to Legal Aid Guidelines which has led to establishment of legal aid desks in prisons, training 

of 18 prison officers as Focal Persons providing legal aid, installation of 18 video conference facilities 

in the prisons thus enable trials and appeals to proceed. The MOCLA also trained 160 Police Officers 

in 14 Regions on provisions of legal aid services to women and children in detention places. 

 62 Legal Aid is in the form of legal representation, drafting of legal documents and capacity building. 

 63 Vide G.N No.48 of 2018. 

 64 Vide G.N No 49 of 2018. 

 65 Vide G.N No.50 of 2018. 

 66 Vide the Written Law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Act, No. 4 of 2019. 

 67 Via the Written Law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 (No.3) Act No. 8 of 2018. 

 68 The objective is to obtain fair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an impartial arbitral tribunal without undue 

delay or incurring of unreasonable expense and Regulations to guide the process have been developed. 

 69 This is coordinated by the Ministry of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Affairs. 

 70 This was through enactment of Written Law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 Act, No. 3 of 2016. 

 71 The strategy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align relevant policies, laws and practices with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norms with respect to child justice in Tanzania. It also seeks 

to guide and coordinate policy and legal and procedural reforms deemed necessary from a “system-

point-of-view” in order to improve child justice. It aims to sustain the momentum of the progressive 

reforms achiev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Child Justice Strategy 2013-2017; and to 

continue to create a more fair and effective child justice system in Tanz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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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The Judiciary provides a 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 in all Court buildings as old Court buildings were 

renovated and painted with drawings. 40 New Modern Court buildings were constructed between 2016 

and 2020 and have also considered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1,019 Judicial officers, 

Prosecutors, Police Officers and Social welfare officers have been trained from 2017 to 2020 on how 

to handle juvenile cases. Juvenile Courts are also having Magistrates knowledegable of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applicable in Juvenile Courts. 

 73 Mwanza and Dar es Salaam. 

 74 The use of video conferences has expedited trial of cases, increased efficiency, transparency, saved 

time and costs to litigants and enhanced access to justice. 

 75 This was through support of the World Bank. 

 76 A graph with statistics on legal aid in Zanzibar is attached as Annexture-5. 

 77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ren’s Court at North Unguja-2017. 

 78 These include GN.No.133/2018 with the Electronic and Postal Communications (Online Content) 

Regulations, (GN.No.538) published on 17/7/2020. The Government also amended the Electronic and 

Postal Communications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ontent) Regulations (GN. No. 134) of 

2018. 

 79 Established by section 17(1) of The Land Act, Cap 113. 

 80 Practical Guidelines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t Ward Tribunal and Village Land Council were prepared and the initiatives to review 

the system on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enhance accessibility are underway. 

 81 NBS This is Tanzania 2020. 

 82 The programme aims at among other things increasing access to education particularly for girls and 

women. 

 83 There are ongoing joint education reviews to rate progress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on 

improvement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Community schools are also being built in Pemba.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2016 is being reviewed. The Zanzibar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II) is being 

harmonized with other plans. 

 84 In Ndagoni, Pemba. 

 85 In Patandi area – Arusha Region. 

 86 Statistics on Education concern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is Attached as Annexture-6. 

 87 This is compared with no program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2016. 

 88 The Government is also conducting an advocacy strategy to “lift carrying of waters from the woman 

head.” 

 89 The Rural Water Agency (RUWASA) is responsible for Construction of Water projects and provision 

of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in rural area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Based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Organization CBWSOs. The Water Utilitie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EWURA) 

monitor and regulating the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services. The Basins Water Boards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Supply through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90 The Ministry of Livestock and Fisheries initiative. 

 91 68,000 water metres were installed which is 30% of the desired coverage. Also 9 new water wells were 

constructed and 22 old wells maintained. There was also construction of 2 huge water tanks, a 2 million 

litre tank and a 1 million litre tank.The 2 million litre tank is located in Saateni area and the 1 million 

litre tank is in Mnara wa Mbao area. 

 92 Mwanza, Dar es salaam, Arusha and Ir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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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hese aim at providing positive parenting education to parents/guardians and establishment of 

parenting Groups to protect children. The activity is financed by Government and UNICEF. 

 94 Related activities include curtailing land disputes; regularization of urban unplanned settlements 

through issuing land titles; strengthening security of tenure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to ensure that land 

is being utilised to promot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95 The nominal figure in TZS and figures on health budget allocation are attached as Annexture-7. 

 96 2020-Tanzania in Figures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Gender, Elderly and Children. 

 97 Construction of Referral eight (8) Hospitals in the Regions of Njombe, Geita, Simiyu, Songwe, Katavi, 

Kwangwa, Chato and Ligula. 

 98 Rehabilitation of 23 Regional Referral Hospitals such as Mount Meru, Dodoma, Temeke, Ilala, 

Mwananyamala, Iringa, Kagera, Mawenzi, Sokoine, Ligula, Bombo, Manyara, Mara, Maweni, Mbeya, 

Sekou Toure, Shinyanga, Singida, Songea, sumbawanga, Tabora, Temeke and Tumbi. 

 99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availability of medicine and facilities as Bugando Zonal Referral 

Hospital which was equipped with brachy therapy, renal dialysis, CT – Scan, KCMC Referral Hospital 

equipped with MRI and CT Scan with 128 slice, free distribution of 47,382,746 mosquito nets 

countrywide, distribution of 586,420 litres of pesticides countrywide for Malaria Vector Control which 

is locally produced in the URT. 

 100 There has also been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building (EMD) at Tabora Referral Hospital (Kitete), 

Rukwa, Mara, Mbeya, Iringa, Kilimanjaro (Mawenzi), Ruvuma and Tanga (Bombo)Connection of 

Telemedicine system to four referral hospitals such as Amana, Mbeya, Muhimbili and Ocean Road 

Cancer Institute. 

 101 This is beyond the WHO target of 1:10,000 population. 

 102 These accomplishments were facilitated by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ining Master Plan of 2016-2020, development of Quality Improvement Plan, 

the revise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 2019/20-2020/24, development of the Zanzibar 

Digital Health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lan of 2020-2024. Amendment to the Zanizbar Food, 

Drugs and Cosmetics Act No. 3 of 2017, enactment of the Mnazi Moja Hospital Act. No. 3 of 2016 

which makes the hospital autonomous in providing servi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Health Strategy of 2020-2025. 

 103 This is due to an increase in number of women attending at least one Anti Natal Clinic (ANC) from 

86% in 2016 to 92% in 2019 as a result of facility delivery which has increased from 62% in 2016 to 

65.8% in 2019, establishment of a Maternal Prenatal Death Review Committee, review of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related to (RMNCAH) and establishment of Basic Emergency Obstructive Care 

(BEOC) and Basic Emergency Obstructive Comprehensive Care (BECMOC). There has also been 

improvement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ew born and childhood services and increase of public 

facilities which provide RMNCAH services. This initiative is supported by UNICEF, ADB and USAID. 

 104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also facilita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ternal and health care centres and 

District Hospitals including a peadiatric centre at Kivunge Hospital with 140 bed capacity contributing 

to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ervic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Unguja. Policy 

guidelines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reviewed to accomplish this 

including development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trategic Plan in 2020, review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 2019/20-2024/25, Development of Required Staffing 

2020/21-2024/25, reviewed Community Health Strategy of 2019-2024 and development of Zanzibar 

Digital Health Strategy of 2020-2025. 

 105 These include supervising integrity of the staff entrusted with collection of revenue, strengthening of 

tax laws, improved ICT systems including Electronic Fiscal Device Management System (EFDMS), 

widening the taxpayers base, reducing tax exemptions and preventing tax evasion loop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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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e non-tax revenue increased from TZS 688.7 in 2014/2015 to TZS 2.4 trillion in 2018/2019. The 

revenue in Local Government increased from TZS 402.66 billion in 2015/2016 to TZS 661 billion in 

2018/2019. This has led to increase in internal revenue from TZS 11.0 trillion in 2014/2015 to TZS 

18.5 trillion in 2018/2019. 

 107 These laws include, the Value Added Tax Act No 4/1998, the Petroleum Lev Amendment of tax laws 

aiming to curb tax evasion (the value Added Tax Act no 4/1998, The petroleum levy Act no 1/1995 

Hotel Levy Act no. 1/1995, Port service Act, Stamp Duty Act no 7/2017, public Finance Management 

Act No 12/2016. 

 108 These activities have been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DB), the 

IMF and NORAD. 

 109 These are being implemented by the Vice President’s Office (Environment). 

 110 This project aims to reduce and slow down the use of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111 This Activity is funded by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GEF). 

 112 During commemoration of Environment Day, there is a competitive program that involves students 

from all school levels,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113 3 walls are in Kilimani area with 1 wall the length of 100metres and 2 walls the length of 60metres. 

 114 2 walls at 25 metres each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Kiswapanza and Pemba. 

 115 These activities are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daption Fund, UNDP, LDCF and UNEP. 

 116 It promotes efficiency,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capacity building of watchdogs and oversight institutions, 

and effectiv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117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DFID. BSAAT is comprised of four components. These include, end-to-

end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normalising accountability through work with civil society and 

strengthening fiduciary risk assurance. 

 118 These include water, infrastructure, health, and education projects. 

 119 Further, System Analysis in Public Procurement was done within 89 Councils which were advised on 

the proper methods to be used in Procurement. 

 120 The PCCB and advised on strategies to prevent and monit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es. 

 121 8 meeting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were held by 2020 as well as 2 outreach programs 

and 14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interventions. 

 122 There is no fee for first instance registration which is within 90 days of birth. However, late registration 

after this period attracts a nominal fee. 

 123 Decentralisation was facilitated by amending the Births and Deaths Registration Act, Cap. 108 through 

Act No. 4 of 2019. 

 124 Registration during Registration Campaigns wa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by providing fee waiver for new born and children below 5 years during campaign, 

Government of Canada, UNICEF, and TIGO mobile phone company. 

 125 SDG No.4 is quality education, No. 8 is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No.10 is Reduced 

Inequalities, No. 13 is Climate Action, No. 16 is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and No. 17 is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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