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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9 

  促进和保护人权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苏尔朱克·穆斯坦萨·塔拉先生(巴基斯坦) 

 一. 导言 

1. 2012 年 9 月 21 日，大会第 2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以

下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三委员会： 

 “促进和保护人权： 

 “(a) 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b) 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c) 人权状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d)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2. 第三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情况载于本报告增编。 

3. 为审议这个项目，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项目 69 

促进和保护人权 

2012 年 9 月 21 日巴基斯坦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7/387-S/2012/717) 

2012 年 9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67/390)。 

 
 

 
*
 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分五部分印发，文号为 A/67/457 和 A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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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9(a) 

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一〇三届和一〇四届会议的报告(A/67/40)(第一和二卷)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四十七和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67/44)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十五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A/67/4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报告(A/67/264)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自愿信托基金现况的报告(A/67/269) 

秘书长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现况的报告(A/67/281)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权条约机构主席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报告(A/67/222)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

报告员的临时报告(A/67/279) 

项目 69(b) 

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A/67/56) 

秘书长关于发展权的报告(A/67/159) 

秘书长关于全球化及其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影响的报告(A/67/163) 

秘书长关于人权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报告(A/67/181) 

秘书长关于暂停使用死刑的报告(A/67/226) 

秘书长关于司法工作中的人权问题的报告(A/67/260 和 Add.1) 

秘书长关于失踪人员的报告(A/67/267 和 Corr.1) 

秘书长关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现况的报告(A/67/271) 

秘书长关于监察员、调解员和其他国家人权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的

报告(A/67/288) 

秘书长关于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针对他人实施的不容忍、丑化、污蔑、歧

视、暴力煽动和暴力侵害行为的报告(A/67/296) 

秘书长关于审判红色高棉的报告(A/67/380)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

(A/67/261)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A/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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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7/275)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促进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独立专家的临时报告(A/67/277

和 Corr.1)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278)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业问题工作组的报告(A/67/285)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问题和在这方面不受歧视权问

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286)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287)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289)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权维护者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292)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A/67/293)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移徙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299)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的

临时报告(A/67/302)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A/67/303)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国家的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

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A/67/304)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305)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310)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7/357)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杜绝再犯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7/368)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反恐时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7/396) 

秘书处关于发展权工作组第十三届会议(201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日内瓦)的报

告的说明(A/67/178) 

2012 年 11 月 12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C.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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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9(c) 

人权状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报告(A/67/327) 

秘书长关于缅甸人权状况的报告(A/67/333) 

秘书长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报告(A/67/362)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369)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7/370)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A/67/379)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67/383) 

2012 年 10 月 24 日缅甸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3/67/4) 

项目 69(d)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A/67/36) 

 二. 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的审议经过 

4. 在 11 月 28 日第 48 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注意所审

议的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文件(见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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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5.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大会所审议的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的文件 

 大会注意到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项目下提交的下列文件： 

在分项(a)下提交的报告： 

 (a)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一〇三届和一〇四届会议的报告；
1
 

 (b)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报告；
2
 

 (c)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自愿信托基金的报告；
3
 

 (d)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权条约机构主席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报告；
4
 

在分项(b)下提交的报告： 

 (a) 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5
 

 (b) 秘书长关于发展权的报告；
6
 

 (c) 秘书长关于审判红色高棉的报告；
7
 

 (d)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业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8
 

 (e)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问题和在这方面不受

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9
 

 (f)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0
 

 (g)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1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67/40)，第一和第二卷。 

 
2
 A/67/264。 

 
3
 A/67/269。 

 
4
 A/67/222。 

 
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56 号》(A/67/56)。 

 
6
 A/67/159。 

 
7
 A/67/380。 

 
8
 A/67/285。 

 
9
 A/67/286。 

 
10
 A/67/287。 

 
11
 A/6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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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权维护者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2
 

 (i)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
13
 

 (j)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

报告员的报告；
14
 

 (k)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国家的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受所

有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
15
 

 (l)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6
 

 (m)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7
 

 (n)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

告；
18
 

 (o)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杜绝再犯问题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
19
 

 (p)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反恐时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
20
 

 (q) 秘书处的说明，提请大会注意发展权工作组第十三届会议(201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日内瓦)的报告；
21
 

在分项(c)下提交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

报告。
22
 

 

__________________ 

 
12
 A/67/292。 

 
13
 A/67/293。 

 
14
 A/67/302。 

 
15
 A/67/304。 

 
16
 A/67/305。 

 
17
 A/67/310。 

 
18
 A/67/357。 

 
19
 A/67/368。 

 
20
 A/67/396。 

 
21
 A/67/178。 

 
22
 A/67/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