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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提交给残障人权利委员会的问题清单 
 

供委员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情况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合并定期报告（CRPD/C/CHN/2-3） 

 
2019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建议将下列问题列入委员会的问题清单，在审议中国政府的定期

报告时，要求中国政府说明已采取哪些措施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所规定的权利。 

 

在中国政府向委员会提交的国家报告中，残疾人统计数据没有按城乡类别分列，因此不

清楚农村残障人的医疗保险、就业促进、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和补贴、养老

保险等诸多问题的情况。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75%的残障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中国城乡

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城乡人口在救助、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等方面存在不平

等。因此，我们着重就国家报告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以下问题。 

 

宗旨、定义、一般原则和义务 (《公约》第一至四条) 

 

• 中国 8500 万残疾人当中，有多少人登记为城市户籍，有多少是农村户籍？ 

• 农村户籍的残疾人之中，从政府获得收入补助的比例是多少？政府提供哪些类型的

收入补助？提供的金额和频率？ 

• 在中国，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中残疾人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 中国残疾人中少数民族成员的比例是多少？请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并说明他们目前

的情况。（中国的国家报告中并未提及少数民族。在 2018 年接受“消除种族歧视

委员会”的审议时，中国政府指出，虽然少数民族人口仅占 8.4%，但却占了贫困

人口的 1/3。而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08 年《残疾人现状和发展》中，在 3000

万贫困人口当中，有 80%是残疾人。这些数字表明，可能存在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残

疾人，但政府没有提到他们的处境，特别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和突厥族穆斯林等少数

民族，目前已被政府视为大规模拘留计划的目标，少数民族残疾人也可能遭到强迫

失踪和任意拘留。 

 

平等和不歧视 (第五条) 

 

• 中国在“2016年到 2020 年开展反残疾歧视的立法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该研究

报告就中国应如何立法定义残疾歧视提出了哪些建言，以便执行 2012 年委员会的

建议，要求国家纳入残疾歧视的法律定义，包括禁止间接性歧视？（见《国家报

告》第 16 段） 

• 有哪些具体步骤修订《残疾人保障法》中对于残疾人的定义，以不再使用医疗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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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提供资料，说明自 2012 年上次公约审议以来，与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与就

业、教育、培训、公众参与等有关的任何类型的歧视）有关的案件数量及其判决结

果。 

 

残障妇女（第六条） 

 

• 中国残疾人之中有多少是女性？有多少数量和多少百分比的女性残疾人拥有城市户

籍身份，有多少数量和多少百分比的女性残疾人是农村户籍人口？ 

• 请提供详细资料，说明在减少女性残疾者贫穷方面所取得的任何具体进展，包括按

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列的统计数字（数字和百分比）。 

• 有多少基于残疾的歧视案件涉及女性？ 

• 接受政府援助的残疾人之中，女性的比例是多少？政府向女性残疾者提供的援助的

类型、数额和频率如何？请将这些援助按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列？ 

• 按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列，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女性残疾人有多少数量和多少百

分比？ 

 

残疾儿童 (第七条) 

 

• 中国有多少残疾儿童及其占残疾人口的百分比？请按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数字和百分

比分列统计。 

• 有多少基于残疾的歧视案件涉及儿童？ 

• 残疾儿童家庭获得政府援助的百分比是多少，按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数字和百分比分

列？政府援助的种类、数额和频率是多少？ 

• 有多少残疾儿童家庭，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 

• 在新疆，有多少少数民族的残疾儿童因其父母被拘留，而被安置在国营儿童福利机

构或寄宿学校？ 

• 有哪些措施提高残疾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总体入学率？目前已接受义务教育的残

疾儿童的百分比是多少？ 

• 有多少残疾儿童获得"无忧计划——儿童保险礼物公益项目"的援助？该方案是否只

存在于云南贫苦山区？（见《国家报告》第 139段） 

• 残疾儿童获得政府资助的医疗照顾计划的百分比是多少，按户籍分类，具有农村或

城市户籍身份的残疾儿童的人数和百分比，分别是多少？ 

• 自 2012 年以来，有多少涉及遗弃残疾儿童的刑事案件受到起诉？有多少案件导致

刑事定罪？因遗弃残疾儿童而被定罪的刑期是多少？（见《国家报告》第 140段） 

 

提高认识（第八条） 

 

• 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将残疾医疗模式从公共话语中去除。请具体说明。（尽管有

国家报告第 25段的声明，中国政府的宣传和中国法律在试图提高公众对残疾的认

识时，仍然使用“自强不息”或“助残”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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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提高残疾人的权利意识？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残疾人对

其权利的认识，尤其是获得最低福利补贴和上学的权利？ 

• 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在公务员和社会中，宣传残疾人作为具有完全法律能力的独

立公民的积极形象？ 

• 请确认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权利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因其权利倡导工作而面临刑事

迫害的报道。政府采取了哪些步骤，来确保民间社会和残疾人能够在中国推广《残

疾人权利公约》，提升公众的法律权利意识？ 

 

无障碍(第九条) 

 

• 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与独立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监测无障碍设施的执行情况，并且

监测和评估无障碍环境？ 

• 请确认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权利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因倡导无障碍环境而面临警察

骚扰的报道。中央政府采取了哪些步骤，确保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而不是

阻碍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努力？ 

• 作为“十三五”计划的一部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组织编制《创建无障碍环境市

县村镇工作标准》时是否征求了独立民间社会和公众的意见？（见《国家报告》第

30段）请说明这一过程是否只由政府和官办非政府机构(GONGOs，如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进行。 

• 就未遵照执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2012 年）行为而进行多少次调查（如果

有的话）？是否有任何团体、个人或实体因违反该《条例》而受到法律追究责任？

惩罚是什么？（见《国家报告》第 32段） 

• 农村地区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实施无障碍建设？中国农村建设项目中无障碍建设

项目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 是否有类似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国家农村地区规划，如

果是，此类计划是否列入无障碍设施部分？（见《国家报告》第 27段） 

 

生命权（第十条） 

 

• 2012-2016年期间涉及绑架儿童的案件数量是多少，自 2016年公安部启动多期儿

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以来，每年公开的案件数量是多少？该平台发挥作用有几

次？ （见《国家报告》第 34 段） 

• 对矿难事故，有多少责任人被调查和起诉。请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见国家报

告第 35段）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曾建议中国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数据收集系统

来追踪拐卖人口情况，《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 年）》是否有建

立这样的系统？从 2013 年至 2020 年，公安部调查了多少起绑架和贩卖残疾儿童的

案件？有多少罪犯被起诉？刑事起诉的结果是什么？ （见《国家报告》第 34 段） 

• 政府如何使拐卖人口的法律概念符合国际标准，并将为 18岁以下未成年人性交易

提供便利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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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第十一条） 

 

• 自 2010 年以来，通过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平台为多少因自然灾害而至残的人士提供

了援助，有多少人接受相应的康复和心理咨询服务？请提供援助的具体数量以及

城市和农村居民中接受援助的比例。 （见《国家报告》第 37段） 

• 是否在中国所有地区和省份进行了针对残疾人的防灾减灾演习？有多少残疾人参

加？如果可能请提供详细的数字以说明。同时请按城市和农村户籍分列统计接受

此服务的残疾人比例。 （见《国家报告》第 38段，该段仅提及在一所学校进行

的一次演习）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认可（第十二条） 

 

• 因违反《民法总则》（2017 年）和《精神卫生法》（2012 年）中有关民事法律地

位平等原则以及残疾人知情同意权的规定，有多少个案件被重新审判？对违规者

进行调查和制裁的结果是什么？ （见《国家报告》第 40-41段） 

• 中国政府是否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允许监护和托管成年人的法律和政策修改？是否

要以“支持性自主决策”的来取代现“替代性决策”的规定？“支持性自主决

策”意味着在行使法律权利时，以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意愿和喜好为基础。

“支持性自主决策”是否扩展到所有权利的行使？包括给予和放弃关于医疗治疗

的知情同意权，在诉讼中作证的权利，选择性伴侣的权利，生孩子的权利，进行

银行存储和金融理财等权利。（见《国家报告》第 39段） 

• 为有效立法和为残疾人提供支持性自主决策机制，政府是如何与非政府组织进行

有效磋商做好事前准备？ 

 

获得司法保护（第十三条） 

 

• 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法律援助服务的独立性，以保障残疾人能够获得公平正义？

是否有向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口的人提供此类服务？请提供详细信息以证明城乡

居民在法律援助服务方面享有同等的可及性。 （见《国家报告》第 46-48段） 

• 自 2012 年上次 CRPD 审议以来，残疾人提出了几起行政诉讼、公益诉讼案件以及

几起此类案件的上诉？ 

• 政府是否会审查其诉讼法、民法和刑法，以强制性地为沟通有困难的残疾人建立

程序便利？ 

• 政府是否对中国各地有关残疾人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了评估？如果是，请说明如

何进行评估，使用何种标准等详细信息。（见《国家报告》第 47段） 

• 农村和城市残疾人中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数量和百分比的细目（见《国家报告》

第 48段）。 

  

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四条） 



 5 

• 对于强制限制残疾人士人身自由的案件，有多少起被调查？政府是否对维权人士

或异议人士被强制送精神病院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如果是，请提供具体信息，包

括此类调查的结果。 （见《国家报告》第 50段） 

• 政府是如何监督和评估《精神卫生法》中“自愿”原则的执行情况，确保官方不

会向监护人施加压力以同意强制收治，特别是在涉及人权捍卫者，上访者，以及

异议人士的案例上 。 （见《国家报告》第 50段） 

 

免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十五条） 

 

• 哪个司法机构或政府监管部门负责强制收治情况的监督。对触犯《精神卫生法》

的行为是否有进行刑事调查，例如有义务依照申请安排亲友探视患者并告知患者

应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在精神病医院或精神卫生机构中，有多少宗涉及强迫治疗

和身体虐待的案件被刑事起诉？ （见国家报告第 54 段） 

• 根据《精神卫生法》（2012 年）的规定，哪个机构可依据残疾人的书面委托对条

款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该机构是否有权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施加法律或行政制裁？

进行了多少次调查并采取了哪些制裁措施？ （见国家报告第 54 段） 

•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其 2015 年《结论性意见》中指出：“尽管有许多法律和行政法

规禁止使用酷刑，但委员会仍然对有关酷刑和虐待的报告表示严重关切，这些持续

不断的报告表明，酷刑和虐待的恶习仍然根深蒂固，而且过分依赖自白作为定罪依

据”。请提供如下的信息，即在 2012 年至 2019 年期间发生对残疾人被酷刑的刑事

案件数量，调查的情况和诉讼的结果，以及如何处罚施加酷刑的人。 

 

免于剥削、暴力和凌虐（第十六条） 

 

• 针对酷刑和虐待残疾人的行为，共提起了多少起行政、刑事、民事诉讼或者控

告？ 

• 请提供数据，涉及剥削，虐待和暴力侵害残疾人的案件，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多

少？并按城乡居民户口的身份进行分类统计。 

• 公安部门就残疾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报告进行访问的数量，政府是否有保留？尤其

是关于残疾妇女和残疾女童的数据。如果有保留，请提供数据并包括不会导致被

指控肇事者被拘留的电话数量。有何种监督机制可阻止警察私下“教训”施虐者

而不是根据《反家庭暴力法》采取法律制裁？ （通常在经济上依赖施虐者的受害

者可能不想通过法律途径救济。） 

• 家庭暴力庇护所是否设有设施和社会工作者来支持残疾人？ 

• 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停止残疾人士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家暴？请提供详细

信息说明在哪些特定情况下，遭受家庭暴力的残疾受害者已成功提起诉讼，将涉

嫌施虐者告上法庭1？                                       

 
1 The "endless loop" means that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parent, spouse, etc.) is the perpetrator, but no 

other close relatives can file the case on behalf of the victim. Sometimes, the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cannot be brought to court directly 

for various reason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difficult for state authorities to intervene to stop domestic violence. Even if the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escapes a violent domestic situation, he/she will be found and returned to his/her violent guardian. 



 6 

• 正在采取哪些步骤来修订《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关家庭暴力的定义，以将残疾人

普遍面临的家暴纳入其中，诸如性权利剥夺，经济权利剥夺以及财产控制，长期

生活的服务机构中发生暴力行为以及长期照顾者的暴力行为2。（《反家庭暴力

法》第 2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 中国表示，《刑法》（2015 年）修正案（九）进一步规定，如果残疾人受到严重

的虐待，负责监护和照顾的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请明确定义什么情况构成“严

重”虐待。 

 

迁徙自由和国籍（第十八条） 

 

• 根据国家报告，“未发生因残疾而拒绝户口登记的情况”。（国家报告第 60段）

请提供因在“计划生育外出生”而被拒绝进行户籍注册的残疾人人数，包括非婚生

以及超生。 

• 政府什么时候会废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并确保所有儿童在出生时都能登记？ 

（请参阅《国家报告》第 60段。2012 年 COB并未提出这个问题，但户籍制度是造

成城乡居民获得服务的制度上不平等。） 

 

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第十九条) 

 

• 请详细描述什么是“社区康复服务”（见国家报告第 63段）。这些服务是否由国

家运营或提供资金？具有城市和农村户口身份的残疾人都可以使用它们吗？ 2019

年有多少种此类服务，其中有多少种位于农村地区？ 

• 根据国家报告，《基层残疾人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十三五”实施方案(2016-2020

年)》（见国家报告第 65段）明确要求有条件的社区积极开展残疾人独立生活中心

相关试点。请提供“有条件的社区”的确切定义以及这些“独立生活中心”的详细

信息。请说明“基层”的定义是什么，是否包括农村，有多少及在哪些农村地区已

经开始独立生活中心的试点项目？ 

• 对于无法自理的、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并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残疾人，政府为他们或他

们的家人提供哪些支持？在农村，有多少上述处境的残疾人得到服务性机构的照

料？政府向此类机构提供哪些支持？有哪些措施确保残疾人融入农村社区？ 

 

个人行为能力(第二十条) 

 

 
2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Perspective and Recommendations on “Anti-Domestic Violence Law (draft)” (残疾权利视角下 《反家

庭暴力法（草案）》 的意见和建议), December 24, 2014,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7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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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约 35％为残疾人3。2011-2015 年，中国政府为残疾人提供各

类辅具 600余万件（见国家报告第 69段），其中有多少提供给了持有农村户籍的

残疾人？ 

表达意见的自由和获得信息的机会（第二十一条） 

 

• 据报道，有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和倡导者在中国被拘留，也有关于残疾人活动家或残

疾人权利组织等开展的人权活动信息遭到互联网审查和删除。有哪些措施保护残疾

人和残疾人权利倡导者的自由表达权？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停止审查与《公约》有关

的信息、并允许自由访问人权高专办的网站？有时间表吗？ 

 

尊重隐私（第二十二条） 

 

• 请提供关于中国的人体基因信息收集的计划的详细信息、该计划从残疾人那里收集

的基因信息的类型以及自 2012 年以来被收集基因信息的残疾人的数量。 

• 中国在新疆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关押了多少维吾尔族和突厥穆斯林残疾人？

在政府称为“全民健康体检”的大规模信息收集计划中，收集了哪些类型的生物识

别数据？4 

 

尊重家居和家庭（第二十三条） 

 

•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法院审理了多少起涉及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

年）关于生殖自主权规定的刑事案件、以及作出了什么判决？请提供涉及残疾人强

制绝育和流产的案件数量，并提供有关调查结果的信息（见国家报告第 83段，亦

即第 59段）。 

 

教育（第二十四条） 

 

• 据国家报告，2016年全国获得专门资助的幼儿园里的残疾幼儿有 3万多名，请提

供有关这些残疾儿童按城乡户籍分类的统计数据（见国家报告第 85段）。 

•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是否有资格受惠于残疾人彩票公益金助学项

目？获得此类援助的儿童和青少年有多少百分比生活在农村地区或持有农村户口

（见国家报告第 85段）？ 

• 请提供中国 2013 年-2017 年间，每年接受以下义务教育的残疾学龄儿童和青少年

的分类统计：1）普通公立学校； 2）“特殊（公立）学校”； 3）“送教上门”

 
3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more than 20 million of the 55.75 

million rural poor have a disability.”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on his mission to China, 

A/HRC/35/26/Add.2, March 28, 2017. 
4 HRW, China: Minority Region Collects DNA from Millions, December 13, 2017, https://www.hrw.org/news/2017/12/13/china-

minority-region-collects-dna-mil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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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家报告第 86 段，涵盖自上次公约审议的年份到该国家报告所涵盖的最后一

年）。 

• 描述教育部在起草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的学习标准时，通过哪些程序征求并采纳

残疾人的意见和建议？包括除残联以外的被征求意见的社群（见国家报告第 87

段）。 

• 目前，县级以下乡镇和乡村的公立学校雇用了多少具有特殊教育专业文凭的教师

（见国家报告第 90段）？ 

 

健康（第二十五条） 

 

• 请具体说明“免费”提供的“14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哪些内容？城乡

残障人士可以平等地使用其中的哪些服务？请提供有关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年度财政补助的信息（见国家报告第 92段）。 

• 请提供更多有关国家报告第 93段提及的“护理补贴制度”的信息。补贴多少，谁

有资格获得补贴？请按城乡户籍状况分类统计补贴领取者人数。 

• 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每年基本医疗保险金中有多少百分比用于居住在县级以下

乡镇或农村地区的农村户口残疾人？ 

• 如果某人在医院被认定处于残疾状态，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获得政府颁发的残疾证，

他们是否仍有资格获得政府向残疾人提供的医疗和保险补贴？ 

• 基因检测是否包括在残疾预防计划中，包括国家报告中提到的地中海贫血筛查服

务？在接受过地中海贫血筛查的 978,000对夫妇中，有多少夫妇决定不生育孩子？ 

（此问题与国家报告第 94 段提到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有关，目的是了解接受地中

海贫血筛查并具有地中海贫血基因的夫妇，是否可以不受国家干预生育孩子。） 

 

适应训练和康复（第二十六条） 

 

• 国家报告称，2017 年，854.7 万残疾儿童及持证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请分类

统计其中的农村和城市户籍居民人数，并提供这些康复服务的地点信息，说明它们

是位于城市还是乡村（见国家报告第 98段）。 

• 国家报告称，《残疾人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2017）规定，“充分听取和尊重

残疾人及其家属的意见”。请说明中国政府通过何种程序听取并考虑残疾人及其家

属的意见？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止家属过度代表残疾人 （见国家报告第 99

段）？ 

• 请描述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的机构的性质。县以下或乡镇政府的哪个部门负责监

督或管理此类服务机构？ 

 

工作和就业（第二十七条） 

 

• 国家报告第 101段称，2017 年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 35.5 万人，请详细说明这

些新增工作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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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提供按性别分类统计的中国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的就业或失业率数据（见国家报告

第 103段）。 

• 请具体说明政府在决定农村地区的残疾人就业或失业时使用的标准。如果没有官方

标准可用，使用什么标准？ （根据中国残疾人权利活动家的说法，“居住在农村

地区的残疾人占中国所有残疾人的 75％以上，如果他们有在地里干活的能力，就

被视为已经就业，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一份工作”。） 

• 国家报告第 106 段中提到，中国残联认证建立了 500 个职业培训基地，请问这些职

业培训属于哪种类型？这些培训基地有多少设立在农村地区？ 2017 年接受培训的

625,000 人中有多少百分比持有农村户口或居住在乡村？ 国家报告第 107段提到

的近 3000 家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中，有多少家位于农村地区？ 

• 根据一项研究报告（Cornell，第 9页）5，2017 年，中国的持证残疾人只有 28％

被雇用。请提供最新的官方数字，标明受雇持证残疾人的百分比，以及过去五年的

受雇人数。 

• 根据同一份报告（Cornell，第 13页），中国只有 0.3％的城市就业人口为残疾

人，远远低于 1.5％的强制性规定。从 2013 年至 2017 年，就违反配额制度的事例

进行过多少次调查？请提供被罚款的企业机构的数量和罚款金额。（1980 年代实

行的法律规定的配额制度针对所有运营超过三年、雇员人数超过 30 人的私营和公

共部门。它要求 1.5％的工作岗位必须雇佣残疾人，否则公司必须支付由中国残联

管理的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DESF）的罚款）。 

• 持证残疾人在家庭之外就业和特殊就业计划里（包括“灵活”就业和“辅助性就

业”项目）就业的比例是多少（见国家报告第 103段）？ 

• 请详细说明国家报告第 103段提及的“辅助性就业”。这种就业办法向残疾人就业

提供什么支持？ 

• 对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的雇主有何法律制裁？有哪些监督和执行程序以确保向工

人提供工作场所伤害保险并支付赔偿（见国家报告第 108段）？尘肺病（矽肺病）

在中国是否被视为与工作相关的残疾？ （根据一家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估计，大约

600 万中国工人，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工作场所条件而患上尘肺

病，无法工作，失去生活来源，没有医疗保险或养老金，并且获得的补偿很低。） 

• 请提供关于残疾就业歧视案件的数据。《残疾人保护法》和《就业促进法》是否规

定没有提供合理便利构成残疾歧视？如果有，雇员如何根据该规定提起诉讼？如果

没有，应采取哪些步骤来审查和修订法律？ 

 

适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护（第二十八条） 

 

• 国家如何确定残疾人有资格获得特困人员的医疗援助和补贴，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见国家报告第 111段）？请按性、年龄、地理位置、城乡户口登记类型分类统计

 
5 Disability in the Workplace in China: Situation Assessment, by Anke Schrader and Susanne M. Bruyere, et al., jointly conducted with 

the K. Lisa Yang and Hock E. Tan Institute on Employment and Disability (YTI), Cornell University, ILR School,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The Conference Board, http://pages.conference-board.org/rs/225-WBZ-025/images/CC035_12-

03_Labor_Disability%20in%20the%20Workplace%20in%20China%20-%20Situation%20Assessment%20v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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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的其他数据（见国家报告第 111段）。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

多少医疗援助？它占年度医疗费用的百分之多少？ 

• 2017 年分配给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00亿元人民币（见国

家报告第 112段），有多少分配给了农村地区持农村户口的残疾人？ 

• 请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在减轻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的贫困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 请详细说明如何将资源分配到农村，以确保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支持。请提供反击

分配此类资源中的腐败问题的具体步骤/计划。 

• 国家报告（第 114 段）指出，2017 年底，58 万残疾人正在享受公租房保障，其中

有多少人是农村居民或持有农村户口？ 

 

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第二十九条） 

 

• 国家报告（第 121段）称，“年满 18周岁的中国公民，均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但是，中国的“选举”仅在乡村或地方基层举行，中国公民不能直接选举

国家领导人。2015 年修订的《选举法》保留了第 26条的规定，赋予选举委员会权

力去拒绝将患有“精神疾病且无权行使选举权”的公民纳入选举名册。全国各地的

选举委员会根据什么标准去做这样的决定？如何在法庭上质疑这一决定？ 

• 在国家、省、市和县各级有多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残疾人？ （见国家报告第

115段，其中没有区分有多少残疾人和有多少“残疾人亲友和从事残疾工作的人

员”）。 

• 村委会和村党委员会有多少成员是残疾人或残疾人在这些委员会里所占的比例？ 

• 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残疾人占公务员总数的百分之多少？ （促使中国政府提供

比国家报告第 117段提供的更为具体的信息） 

• 请说明残疾人参与起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的机制和确切程序。 

• 中国残联国家办事处及其地方分支机构的员工中有百分之多少是残疾人？ 

 

统计和数据收集（第三十一条） 

 

• 政府采取了哪些步骤将一些与残疾人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解密、不再列入国家机密

（例如，被强行绝育的残疾妇女人数和非自愿羁押到精神病院的人数）？请向委员

会提供这些数字（这是委员会 2012 年“结论性意见”中向中国提出的建议，但这

次的国家报告中没有提供这些数据）。 

• 有多少获得残疾证的人居住在县以下乡镇农村地区或持有农村户籍登记？（见国家

报告第 141段）? 

• 有多少人回应了 2015 年关于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的全国调查？他们中有多少是农

村户籍人口（见国家报告第 142段）? 

• 是否在县级以下基层收集了有关残疾人状况的基本信息？ 《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

年鉴》（由残联发布）、《中国发展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是否包括有关生

活在县级以下乡镇残疾人状况的信息（见国家报告第 143段）？ 

 

国际合作（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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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国家报告是否有向中国残联以及其他官办非政府组织和官办学术机构以外的独立

民间社会组织咨询？政府如何确保希望现场参加审议的任何中国公民都不会受到报

复？ 

 

国家实施和监测（第三十三条）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后，有多少从事与《公

约》相关内容的非政府组织被公安部允许进行临时活动？ 

• 中国当局为什么指控三名在长沙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涉嫌“颠覆国家政

权”？6 

• 政府采取了哪些步骤按照《公约》第 33 条第 2款建立独立的国家监督机制？ 

• 采取了什么措施使国家与更加多元的残疾人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并跳出只与官办

非政府组织——残联——及其分支机构单一磋商？ 
 

 

 
6
  More information on case: https://www.nchrd.org/2019/10/communique-on-cheng-yuan-liu-dazhi-wu-gejianxiong-september-19-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