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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 年 12 月 18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8/456/Add.3)通过] 

68/18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
1
 两项《国际人权公约》

2
 和

其他国际人权文书， 

 回顾大会以往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各项决议，最近一项为 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7/182 号决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依照第67/182号决议于2013年9月提交的报告，
3
 其

中指出，他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正在发生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深感不安，

并注意到 2013 年 10 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

2013 年 4 月 15 日第 22/23 号决议
4
 提交的报告，

5
 其中继续列述各种各样系统

和有计划地侵犯人权的行为； 

 2. 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总统在一些重要的人权问题上做出承诺，尤其

是承诺消除对妇女和少数族裔成员的歧视以及促进表达和意见自由，而且提议实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A(III)号决议。 

 
2
 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3
 A/68/377。 

 
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8/53)，第四章，A节。 

 
5
 A/68/503。 

http://undocs.org/ch/A/68/456/Add.3
http://undocs.org/ch/A/RES/67/182
http://undocs.org/ch/A/RES/67/182
http://undocs.org/ch/A/RES/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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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项公民权利宪章，并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快采取具体行动，确保这些承

诺会导致显著改善，并履行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 

 3. 又欢迎 2013 年 6 月的总统选举平静举行，伊朗人民广泛参加投票，同

时表示关切对候选人实行的种种限制，包括把所有女候选人排斥在外，而且民主

开展政治活动的空间在选举之前被进一步缩小； 

 4. 还欢迎最近释放了一批良心犯和政治犯，并继续吁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那些因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表达自由权利及和平

集会权利和参加事关政治、经济、环境或其他问题的和平抗议而遭任意逮捕和拘

留的人； 

 5. 表示深为关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不断反复发生各种严重侵犯人权

行为，除其他外涉及： 

 (a) 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包括笞刑和断肢； 

 (b) 在没有国际公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死刑处决频率继续令人震惊地居高

不下，包括无视前司法总监发出的通告禁令实行公开处决，秘密实施集体处决以

及据报在未通知犯人家庭成员或法律顾问的情况下实行处决； 

 (c)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违反其根据《儿童权利公约》
6
 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所承担的义务，对未成年人和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判处

和执行死刑； 

 (d) 违反国际法，对缺乏准确和明确定义的罪行，包括“与真主为敌”罪，

和不足以构成最严重犯罪的罪行判处死刑； 

 (e) 广泛地对和平集会权利、结社自由以及意见和表达自由严加限制，包括

竭力阻挡、过滤或阻碍因特网接入和内容，干扰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际卫星

信号传送，审查或关闭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在 2013 年 6 月的总统选举前

夕也采取了这些做法； 

 (f) 有计划地打击和骚扰人权维护者，他们受到逮捕、任意拘留和长期流放

并被判以重刑，包括死刑； 

 (g) 性别不平等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普遍存在，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更加歧视

妇女和女童，在获得政府决策职位和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对她们加以限制； 

 (h) 继续歧视族裔、语言或其他方面的少数群体成员，除其他外包括阿拉伯

人、阿泽里人、俾路支人和库尔德人及维护其权益者，并在其他方面侵犯他们的

人权，有时相当于进行迫害，尤其注意到有报告指称阿拉伯人和阿泽里人受到暴

__________________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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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镇压和拘留，包括其正当程序权利受到的侵犯和关于其在监禁期间受到酷刑的

指控引起严重关切； 

 (i) 持续对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实行严厉限制和管制，并限制

修建礼拜场所和埋葬地并对其实施袭击； 

 (j) 继续骚扰，有时相当于迫害属于已获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者，除其他外

包括基督教徒、犹太人、苏菲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维

护其权益者，并侵犯他们的人权，尤其注意到对苏菲派穆斯林和福音派基督徒的

大规模逮捕和拘留，包括继续拘留基督教牧师； 

 (k) 继续迫害属于未获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者，尤其是巴哈教徒及维护其

权益者，并侵犯其人权，包括实施有针对性的袭击和谋杀而且不进行适当调查，

以追究罪责、任意逮捕和拘留、基于宗教原因限制获得高等教育、继续监禁伊

朗巴哈教领导人、关闭巴哈教徒拥有的企业以及事实上把信奉巴哈教定为犯

罪； 

 (l) 继续对参加 2009 年总统选举的反对党主要人士实施长期软禁，而且他

们的健康日益令人关注，还关切对其支持者和家庭成员实行限制，包括实施骚扰、

恐吓和报复； 

 (m) 一贯不尊重正当法律程序，侵犯被拘留者权利，包括广泛和有计划地使

用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的办法，不允许被拘留者接触自己选择的法律代理人，拒

绝考虑给予被拘留者假释，监狱条件恶劣，拒绝犯人得到适当医治，此外还有

报告指出，被拘留者在监禁期间死亡，遭受酷刑，受到强奸及其他形式性暴力，

严刑审讯，其亲戚和家属被施压，包括被逮捕，以获取不实的供认，然后用于

审判； 

 (n) 国家机关继续违反国际法，任意或非法干涉个人隐私，尤其是侵犯私宅，

并干扰通信，包括电话和电子邮件通信； 

 6. 促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回应秘书长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着重提到的各项实质性关切，以及大会以往各项决议中要求

采取行动的具体呼吁，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充分履行人权义务，特别是： 

 (a) 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杜绝断肢、笞刑、致盲以及其他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b) 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废止不尊重国际公认保障措施的公开处决和其他形

式的处决，包括石刑和绞刑； 

 (c) 进一步重新审查经修订的《伊斯兰刑法》，使其符合该国根据《儿童权

利公约》第 37 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承担的义务，废止

对未成年人和犯罪时未满 18 岁者的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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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杜绝针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其他侵犯人

权行为，让更多妇女获得决策职位，而且尽管各级教育的妇女入学人数确实很高，

但须取消对妇女平等接受各方面大学教育实行的一切限制； 

 (e) 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杜绝以任何形式歧视宗教、族裔、语言或其他方面的

少数群体成员，不在其他方面侵犯他们的人权，不论这些群体是否得到承认； 

 (f) 消除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对某些群体成员，包括对巴洛奇族群成员和巴

哈教徒的歧视和排斥，消除把向被拒于伊朗大学校门之外的巴哈教青年提供高等

教育的努力定为刑事犯罪的做法，释放那些因此被监禁的人； 

 (g) 除其他外落实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 1996 年的报告，
7
 其中就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可让巴哈教徒获得自由提出了建议，释放自 2008 年以来一

直被关押的七名巴哈教领导人，让所有巴哈教徒，包括那些由于其信仰而遭监禁

的巴哈教徒享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宪法保障的权利； 

 (h) 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包括伊朗司法机关和安保机构涉入其中的案

件发起全面的责任追究，结束这些侵权行为不受惩罚的情况； 

 (i) 落实新总统关于为表达和意见自由创造更大空间的承诺，为此终止对政

治反对派人士、人权维护者、妇女权利活动分子、劳工领袖、学生、学者、电影

制作者、记者及其家人、其他媒体代表、博客作者、网民、教士、艺术家和律师

的骚扰、恫吓和迫害，包括释放被任意拘留或因政治见解而被拘留的人，在这方

面欢迎重新开放电影之家； 

 (j) 终止对新闻和媒体代表、因特网用户和因特网提供者实行的违反表达和

结社自由权利的限制性措施，包括有选择地干扰卫星广播的做法； 

 (k) 在法律上和实践中维护程序性保障措施，以确保正当法律程序； 

 7. 又促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履行在人权理事会对其进行的普遍定期

审议
8
 的框架中所作承诺，按照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地位原则(巴黎原则)，

9
 

加强国家人权机构； 

 8. 注意到最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进行了互

动接触，回顾其以往与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互动接触，
10
 吁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

府考虑就这两个委员会通过的结论意见采取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7
 E/CN.4/1996/95/Add.2。 

 
8
 见 A/HRC/14/12 和 Add.1。 

 
9
 第 48/134 号决议，附件。 

 
10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67/40)，第一卷，第 10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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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促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切实履行根据其已成为缔约方的人权条约

所承担的义务，撤回其在签署或批准其他国际人权文书时可能作出的过于笼统、

不够精确或可能被认为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考虑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已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条约所设机构通过的关于该国的结论意见采取行动，并

考虑批准或加入其尚未成为缔约方的国际人权条约； 

 10. 大力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执行该国在人权理事会对其进行的普

遍定期审议的框架内接受的所有建议，并让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充分和真

正地参与执行过程； 

 11. 表示深为关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虽向所有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

出了长期有效的邀请，但八年来并没有满足这些特别机制提出的任何关于访问该

国的要求，也没有回复这些特别机制多次和一再发出的函件中的绝大多数函件，

并强烈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这些特别机制充分合作，包括为其访问该国

领土提供便利，使其能够对所有侵犯人权指控进行可信而独立的调查； 

 12. 表示严重关切关于针对那些配合或接触联合国人权机制或代表的个人

实行报复的指控； 

 13. 大力鼓励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特别是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

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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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

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

别报告员、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寻求真相、公正、赔偿和杜绝再犯问题特

别报告员、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

题工作组、消除法律上和实践中对妇女歧视问题工作组，尤其注意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人权状况，以期进行调查和提出报告； 

 14. 欢迎最近通过一些联合国机构负责人的国家访问进行的互动接触，促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深化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互动接触； 

 15. 鼓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探讨与联合国、包括与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进行的人权和司法改革合作； 

 16. 继续促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

告员及其他国际人权机制充分合作，包括积极回应特别报告员 2013 年 7 月关于

为执行任务访问该国的要求； 

 17.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其中应提出

改进执行情况的办法和建议，并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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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继续审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 

 

2013 年 12 月 18 日 

第 70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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