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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委员会简介 

1963 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第 1904 号决议通过了《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宣言》。为了实施该宣言所规定的原则，1965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或公约）。 

消歧公约共 25条。它将“种族歧视”界定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

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

济、社会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

行使”（第 1条）。 

中国政府于 1981 年 12 月 29 日交存加入书，1982 年 1 月 28 日该公约对中

国生效。但是，中国对该公约第 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以下简称消歧委员会或委员会），是根据公约设立的

负责监测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情况的条约机构，成立于 1970 年。 

消歧委员会的成员由德高望重、公认为公正的 18名专家组成。由公约缔约

国选出，任期４年。每两年改选半数成员，选任时，应考虑代表世界上各地理区

域及各种不同的文明和法系诸因素。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所有成员以他们

的个人资格任职。委员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通常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

联合国办事处举行。 

所有缔约国有义务定期向委员会提交关于权利落实情况的报告。各国必须在

加入公约后的一年内进行报告，随后每两年报告一次。委员会审议每一份报告，

并以“结论性意见”的形式对缔约国提出委员会的关注问题及建议。 

除了报告程序，《公约》设立了让委员会履行其监督职能的另外三项机制：

早期预警程序、审议国家间投诉以及个人投诉。委员会通常每年在日内瓦召开两

次届会，每届会议持续三周。委员会还发布其对人权规定内容的理解，被称作关

于专题问题的一般性建议（或一般性意见）并组织专题讨论。 

二、消歧公约部分核心条款导读 

 

消歧公约包含 25个条款，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 7个条款，构成公约

的核心内容，其中第一条定义了何为“种族歧视”，其他 6条则规定了缔约国在

消除种族歧视方面所应做的工作和义务；第二部分包含 9个条款，涉及联合国消

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工作机制（第 8-10 条），并规定了缔约国之间的

争议解决机制（第 11-13 条），允许各缔约国承认委员会有权听取个人对于侵犯

公约所保障权利的投诉（第 14条）；第三部分是关于公约的批准、生效及修订

等程序性规定。 

为加强对消歧公约的了解，我们对部分核心条款做以下解读，供参考。 

1. 何为“种族歧视” 



公约第一条（原文）： 

一、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

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 

二、本公约不适用于缔约国对公民与非公民间所作的区别、排斥、限制或优

惠。 

三、本公约不得解释为对缔约国关于国籍、公民身分或归化的法律规定有任

何影响，但以此种规定不歧视任一籍民为限。 

四、专为使若干须予必要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进展而采取

的特别措施以期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及基本自由者，不得视

为种族歧视，但此等措施的后果须不致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各别行使的权利，

且此等措施不得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继续实行。 

解读： 

一、 该条第一款规定了“种族歧视”的基本定义，就是对不同种族或民族

的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包括限制、排斥某个种族或民族，也包括给予另一个

种族或民族以特殊优惠。无论是哪种区别对待，其目的和结果都是造成种族、民

族之间的不平等，损害了某个种族、民族成员的基本人权。如果是给予某个种

族、民族以特殊优惠，实际上对其他种族、民族也是不平等，就损害了其他种

族、民族的人权。 

二、 该条其他条款，排除了不属于“种族歧视”的情况。例如，一个国家

对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区别对待，不属于种族歧视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第四

款是把“逆向歧视”排除在种族歧视之外。所谓“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是指为了公平对待过去受歧视的群体，而以不公平的方式对

待通常占优势的群体。例如，在美国，黑人享有某些特殊政策优惠，这是美国政

府因为黑人曾经受到的歧视和社会弱势地位，而做出的弥补措施。再如，某些在

经济、文化方面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促进其发展，而

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给予其不同于优势民族的特殊优惠政策，这虽然是对其他优

势民族的“歧视”，但目的正是为了提升弱势民族的地位，使其有能力平等享有

人权。这种“歧视” 也被称为 “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并不属于“种族歧视”的范畴。 

2. 缔约国的六个义务 

公约第二至第七条规定了缔约国履行公约、在本国消除种族歧视所应做的

工作，这是所有加入消歧公约的国家都应该履行的义务。具体来说，缔约国在消

除种族歧视有六个义务。 



公约第二条（原文）： 

一、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

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又为此目的：  

(子) 缔约国承诺不对人、人群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行为或习例，并确保所

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公共当局及公共机关均遵守此项义务行事； 

(丑) 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维护或赞

助； 

(寅) 缔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

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

或宣告无效； 

(卯) 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

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 

(辰) 缔约国承诺于适当情形下鼓励种族混合主义的多种族组织与运动，以

及其他消除种族壁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种族分野趋向的任何事物。 

二、缔约国应于情况需要时在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特别具体

措施确保属于各该国的若干种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以期保证此等

团体与个人完全并同等享受人权及基本自由，此等措施于所定目的达成后，绝不

得产生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不平等或个别行使权利的后果。 

解读： 

公约第二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缔约国应坚持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并要求

缔约国承诺消除本国的种族歧视，促进种族间的平等和睦。 

该条第一款列出了缔约国官方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所要做到的 5个方面的工

作： 

一、 缔约国要确保官方机构，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都不能实行

种族歧视；  

二、 对个人或组织实施的种族歧视，缔约国官方不能维护或鼓励； 

三、 缔约国应检查本国的公共政策，确保不存在种族歧视； 

四、 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包括立法，来禁止种族歧视； 

五、 缔约国应采取措施，促进本国的种族和睦。 



该条第二款则要求缔约国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本国弱势种族或民族的发

展，使其能够与其他种族、民族平等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 

公约第三条（原文）： 

缔约国特别谴责种族分隔及“种族隔离”并承诺在其所辖领土内防止、禁止

并根除具有此种性质的一切习例。 

解读： 

该条要求缔约国反对并禁止在本国出现“种族隔离”。那么，什么是“种族

隔离”呢？种族隔离，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不同种族将人群分割开来，使得

各种族不能同时使用公共空间或者服务。 种族隔离可能是法律规定的，也可能

是无法律规定但事实存在的。 

公约第四条（原文）： 

缔约国对于一切宣传及一切组织，凡以某一种族或属于某一肤色或人种的人

群具有优越性的思想或理论为根据者，或试图辩护或提倡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及

歧视者，概予谴责，并承诺立即采取旨在根除对此种歧视的一切煽动或歧视行为

的积极措施，又为此目的，在充分顾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原则及本公约第五条明

文规定的权利的条件下，除其他事项外： 

(子) 应宣告凡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的思想，煽动种族歧视，对任

何种族或属于另一肤色或人种的人群实施强暴行为或煽动此种行为，以及对种族

主义者的活动给予任何协助者，包括筹供经费在内，概为犯罪行为，依法惩处； 

(丑) 应宣告凡组织及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与所有其他宣传活动的提倡与煽动

种族歧视者，概为非法，加以禁止，并确认参加此等组织或活动为犯罪行为，依

法惩处； 

(寅) 应不准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当局或公共机关提倡或煽动种族歧视。 

解读： 

该条规定缔约国应谴责种族歧视的思想言论并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本国的种

族主义思想和言论。具体来说，该条款明确要求缔约国把以下几种情况定性为犯

罪行为，加以惩处。 

一、实施种族主义暴行的； 

二、传播种族主义思想、煽动种族主义暴行的； 

三、协助、资助种族主义活动的； 



四、种族主义组织，以及有组织地宣传种族主义的； 

五、参加种族主义组织或活动的。 

 

公约第五条（原文）： 

缔约国依本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基本义务承诺禁止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视，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尤得享

受下列权利：  

(子) 在法庭上及其他一切司法裁判机关中平等待遇的权利；  

(丑) 人身安全及国家保护的权利以防强暴或身体上的伤害，不问其为政府

官员所加抑为任何私人、团体或机关所加； 

(寅) 政治权利，其尤著者为依据普遍平等投票权参与选举——选举与竞选

——参加政府以及参加处理任何等级的公务与同等服公务的权利； 

(卯) 其他公民权利，其尤著者为： 

 (1) 在国境内自由迁徙及居住的权利； 

(2) 有权离去任何国家，连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归返其本国； 

(3) 享有国籍的权利； 

(4) 缔结婚姻及选择配偶的权利； 

(5) 单独占有及与他人合有财产的权利； 

(6) 继承权； 

(7) 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 

(8) 主张及表达自由的权利； 

(9) 和平集会及结社自由的权利； 

(辰)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其尤著者为： 

(1) 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平优裕的工作条件、免于失业的保障、同

工同酬、获得公平优裕报酬的权利； 

(2) 组织与参加工会的权利； 



(3) 住宅权； 

(4) 享受公共卫生、医药照顾、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的权利； 

(5) 享受教育与训练的权利； 

(6) 平等参加文化活动的权利； 

(巳) 进入或利用任何供公众使用的地方或服务的权利，如交通工具、旅

馆、餐馆、咖啡馆、戏院、公园等。 

解读： 

该条非常详尽地列出了缔约国应保障本国公民不分种族、民族的各项平等权

利： 

一、司法中的平等待遇； 

二、人身权利受国家平等保护； 

三、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公职的权利 

四、其他各项公民权利，条款重点列出了 9条，详见条款（卯）； 

五、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条款重点列出了 6条，详尽条款（辰）； 

六、在日常生活中平等享有各项公共服务的权利。 

公约第六条（原文）： 

缔约国应保证在其管辖范围内，人人均能经由国内主管法庭及其他国家机关

对违反本公约侵害其人权及基本自由的任何种族歧视行为，获得有效保护与救

济，并有权就因此种歧视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向此等法庭请求公允充分的赔偿或补

偿。 

解读： 

该条规定，缔约国对本国的种族歧视受害者，负有保护、救济和赔偿的义

务。 

公约第七条（原文）： 

缔约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尤其在讲授、教育、文化及新闻方面以打击导

致种族歧视之偏见，并增进国家间及种族或民族团体间的谅解、容恕与睦谊，同

时宣扬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宣言及本公约。 



解读： 

    该条要求缔约国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来反对导致种族

歧视的社会偏见，并宣传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本公约的精神，促进种族

和民族的和睦共处。 

 

三、公民社会如何参与消歧委员会审议 

按《消歧公约》第九条规定： 

一、缔约国承诺于(子)本公约对其本国开始生效后一年内，及(丑)其后每两

年，并凡遇委员会请求时，就其所采用的实施本公约各项规定的立法、司法、行

政或其他措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报告，供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得请缔约国递

送进一步的情报。 

二、委员会应按年将工作报告送请秘书长转送联合国大会，并得根据审查缔

约国所送报告及情报的结果，拟具意见与一般建议。此项意见与一般建议应连同

缔约国核具的意见，一并提送大会。 

作为消歧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要定期提交实施公约情况的报告，供消歧

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审议后，将对中国政府履约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提交联

合国大会。 

2017 年 1月，中国政府提交了其实施公约情况的国家报告，4月，消歧委员

会发布了这份报告。2018 年，消歧委员会将审议中国政府实施公约情况，评判

中国政府是否切实地实施了公约。 

但是，消歧委员会的各国专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像生活在这片土

地的中国公民那样了解，所以，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审议，是否能够准确到位，有

赖于中国的公民社会提供信息，否则，他们就只能听到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而

且，要推动消歧公约真正落实，也需要中国公民社会的倡导和推动。 

从现在开始，公民社会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参与。 

第一阶段，审议开始前 

1、通过网络、媒体以及其它各种信息途径，广泛传播《消歧公约》，以及

消歧委员会上一次（2009 年 8月）审议后提出的建议（“结论性意见”）、及



2018 年将对中国落实公约情况进行审议的消息，使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这一过

程，关注消歧公约的落实，督促中国政府行使缔约国的条约责任. 

2、就政府报告里的说法，对照委员会上一轮审议的建议，根据落实这些建

议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形成民间问题清单，递交给消歧委员会。 

3、进行倡导，比如，公民社团可以要求政府答复委员会针对国家报告提出

的问题，并就委员会希望政府提交的那些具体材料和数据，申请信息公开；进一

步质询政府为何对公约第 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作出保留。 

4、就委员会“问题清单”里面的某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进行独立调查、

收集和核实有关信息，然后将调查结果以民间报告的形式在审议两周之前提交委

员会。 

第二阶段，审议过程中 

争取出席审议，观摩、直接向委员会反映情况、回应政府代表团的说法， 

或通过现场视频观摩，在网络上点评审议情况， 并鼓励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现

场视频观看审议，及时评议。 

第三阶段，审议结束后 

在消歧委员会审议结束、委员会发布“结论性意见”后，公民团体和维权人

士可以开展跟进，广泛传播这个“结论性意见”，推动、跟踪监测政府落实“意

见”里的有关建议的情况，并在下一轮审议之前，向委员会提出评估落实情况的

民间报告。 

在审议的整个过程中，公民社团可以开展一些普及公约的活动。比如，利用

各种媒体传播信息，组织讲座、研讨或培训，使更多的人了解《消歧公约》的内

容和缔约国的责任、以及国内法律法规是否与公约接轨，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

改进建议、监督有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向司法人员普及公约、推动律师和公民代

理在法庭上和辩护词中引用公约条款，等等。 

四、如何撰写“问题清单”和民间报告 

公民团体和维权人士参与审议，向消歧委员会说明地面实况，可以提交的书

面材料主要有两种：民间“问题清单”和民间评估履约情况的报告。 

1. 民间“问题清单” 



顾名思义，“问题清单”指的是清理出一些对缔约国履约情况和政府提交的

履约报告提出的问题，目的是提请委员会注意，供委员会撰写它的官方“问题清

单”时参考。委员会的“问题清单”会送达缔约国政府，要求它在正式审议之前

回答。民间“问题清单”的目的是知会委员会，有助于它了解自从上次审议以来

地面情况的变化。简单说来，民间“问题清单”就是有关缔约国是否落实了上次

审议后委员会给它的履约建议的信息和评估，也可以提请委员会关注它之前未注

意到的、或新出现的情况。委员会可以通过收集到的民间“问题清单”了解地面

现状，并为正式审议会上的提问和对话、为出台“结论性意见”做准备。 

准备民间的问题清单，可以参照《消歧公约》的条款，尤其是公约第一部分

的核心条款，对照民间收集到的反映地面实况的信息，同时参看政府报告里面的

相应说法，如对政府报告有疑问，可以提出，或以提问方式要求政府对政府报告

里的某些说法加以澄清、要求政府进一步提供有关情况或补充数据，等等。也可

以直接添加、提及政府报告里遗漏的某些与落实该公约有关的信息或数据。 

民间“问题清单”的格式和语言可以参考 2009 年上一轮审议期间委员会给

中国政府的官方“问题清单”，全文链接在此。 

民间“问题清单”不能是匿名的。需要注意的是，委员会不接收来自个人、

只接收来自非政府组织递交的“问题清单”。在委员会收到后，会公开发布，放

到它的网页上。 

2. 民间报告 

民间报告可以根据消歧公约的某一条或几条核心条款，对照现状和实况，比

较中国政府提交给委员会的国家报告，审议它对落实这些条款的说明和提交的信

息或数据是否真实，有何偏颇或重要遗漏，对地面实况进行深入调查、对有关法

律和政策以及制度体系进行分析评估，挖掘现实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的体制根

源，提出改进建议。 

比如，民间报告可以指出政府报告对现实中存在的种族歧视是否已经坦诚提

了出来，报告中提到的政府已经实行的措施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这些措施是否

得到落实，如果没有得到落实，分析存在的障碍；可以分析政府报告是否只谈制

定了有关法律法规、但未涉及法律法规里的漏洞和具体落实情况，等等。 

民间报告也可以就公约里涉及到的具体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政府报告里漏掉

的、或上次审议时委员会没有接触到的问题，提供相关信息、数据、独立调查的

结果。也可以分析法律法规的弊病以及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存在的导致公约

得不到落实的问题。 



公民团体和维权人士也可以参考消歧委员会上次审议的结论和建议，探讨这

些建议是否得到落实。也可以对委员会的“问题清单”作出回应，以便协助委员

会更准确、细致地追踪落实情况，并在审议中提出到位的建议。 

民间报告应该提出改进现状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要针对报告里反映的具体

问题、与公约里某些条款有关的问题的有效解决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是立法、执

法、司法制度的改进，修订具体法规，或改变其他行政管理条例或办法。 

撰写民间报告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不管报告的侧重面是什么，一定要与公约第一部分的具体核心条款相

关，要引用公约里的具体条款对此加以说明； 

2、报告的内容和信息要准确、经过独立核实；如果引用媒体或学者研究，

注明出处； 

3、报告要陈诉事实、作出分析，避免空洞的指控、渲染性的和辱骂性的言

辞，以求客观。 

4、民间报告不必求概全，没必要涉及公约的诸多方面。如果能就某方面的

问题，尤其是在已经广为传播的信息基础上深化、或探讨少有人知的或被忽视的

新课题方面专门去做，这样的民间报告或许比泛泛的概全的报告更有用。 

5、委员会已经六次审议中国，因此，准备民间报告之前一定要了解熟悉以

往审议的情况。 

6、除了民间报告，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交任何类型的相关信息：媒体剪报，

非政府组织通讯，录音录像，学术刊物里的文章，等等。 

7、民间报告不能是匿名的。需要注意的是，委员会不接收个人、只接收来

自非政府组织递交的信息。在委员会收到后，会公开发布，放到它的网页上。 

五、参与消歧委员会审议中国履约情况所需资料 

1.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15.PDF 

2. 中国政府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国家报告（2017 年）  



下面的网页链接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上发布的中国提交的

国家报告：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

PPRiCAqhKb7yhslsns7vAyg8M3uDZ7rn5ZZML1vaSEJ94qSADmoNUm5pR6aqHUyfA8CzQr

eouXwrplyFF2UK4hpf4v%2fUoVIxjnzElA7E5TmTdgttzFIr523Oe 

还可以打开下面的链接来下载 doc、pdf 等不同格式的报告：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

symbolno=CERD%2fC%2fCHN%2f14-17&Lang=zh 

3.上一次（2009 年）消歧委员会审议中国的信息资料:  

打开下面的链接：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

?Lang=ZH 

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供的国别信息，点击网页上“请选择一个国

家”后面的方框，在展开的国家名单中选择“中国”，在打开的网页中会看到中

国参加的各个人权条约的名目，点击其中的“《消除种族歧视公约》”这一行，

展开的是各个报告周期的序列，再点击其中的“X-XIII”这一行，就是上一次审

议（2009 年）时的文件汇总，有上一次审议的缔约国报告、议题清单、对问题

清单的答复、民间社会组织提交的信息、结论性意见等等，点击该文件右边的

“查看文件”，就可以在自动打开的页面中按语言、文件格式来下载文件，基本

上这些文件都有中文版。 

我们把上一次审议时消歧委员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结论性意见”的网页链

接，复制在下面，方便大家直接打开，进行参考：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

PPRiCAqhKb7yhslsns7vAyg8M3uDZ7rn5ZZMwNSoob1triCGW07VBTbuBEx0LIeVFNbfuA

UhMHpiqtPSKK6okV0jhNmzK5Q6rwLId01KIOr4l7e6aoRzkUTNaN9jFfzW7DCK70xdjcVC

hPw%3d%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