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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2001年 2月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
称《公约》)。同年 6 月 27 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于 2003 年 6 月 27
日、2010 年 6 月 30 日提交了首次和第二次履约报告，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分别于 2005年 4月 27日至 29日、2014年 5月 8日分
别审议了中国的报告，并于 2005年 5月 13日、2014年 5月 23日通过结论性意
见。根据《公约》第 16 条、17 条及委员会相关规定，中国应于 2019 年递交第
三次履约报告。 

2. 遵循联合国关于人权条约缔约国履约报告撰写准则(HRI/GEN/2/Rev.6)和委
员会关于《公约》履约报告撰写准则(E/C.12/2008/2)，中国撰写了第三次报告。
前两次履约报告中已纳入且未作修订或更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等内容，本报

告不再赘述。 

3. 本报告介绍了中国自上轮审议以来执行《公约》的情况和进展。包括三部
分，即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公约》有关

情况及进展，由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撰写。 

4. 中国政府重视委员会 2014 年审议中国第二次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委员
会所提主要建议，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反家暴立法、修订计划生育政策、实行

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已得到落实。本报告不但介绍了有关条款的执行情况，

也回应了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中的相关建议。 

5. 外交部牵头成立报告撰写跨部门工作组，包括 30 多家立法、司法、行政部
门。报告撰写中征询 20 多家社会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意见。各部门起草主管
领域材料时，分别征询本领域社会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意见。报告还通过外交

部网站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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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充

分享有自决权。宪法相关规定和制度安排已纳入前两次报告，在此不再赘述。中

国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

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国人民更充分享有自决权，正为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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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将于 2020 年整体消除绝对
贫困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8 年，“推动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载入宪法。 

 2011、2016 年，分别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 

 截至 2019 年 3 月，中国现行有效法律 272 部。2013-2019 年 3 月底，制定
《民法总则》《反家庭暴力法》《慈善法》等 35 部新法律，通过《刑法修正案
(九)》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教育法》《刑事诉讼法》等 174 件次法
律，废止劳动教养法律规定。 

 顺利实施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正落实第三期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2016-2020年)。 

 .. /012304 

 2011 年以来，中国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共同落实《联合国对华发展援助框
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工发组织开展环境保护、

妇幼健康、青少年发展、食品安全等领域合作，项目金额共约 7.4亿美元。 

 2011 年以来，欧盟、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相继宣布结
束对华传统发展援助，目前仅挪威仍向中国提供传统双边发展援助资金。2011
年至今，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开展全球卫生、防灾减灾、农业林业、环境保护、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项目 80余个，项目资金总额约 3.4亿美元。 

 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 4000 多亿人民币，实施各类援
外项目 5000 多个。近年来，中国继续通过对外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北京峰会、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场合宣布一系列援助举措。提出

“8 个 100”项目，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南南
合作与发展学院，确定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在首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将在未来 3年向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
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亿元人民币援助。 

 5. 6789:; 

 中国已批准一系列有关反歧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

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

保障法》《精神卫生法》《就业促进法》等对非歧视原则在相关领域适用作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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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特殊群体权益予以保护。2017 年制定的《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在
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 2=>9?@ABC 

 (-) . 8/0123435678)9: 

 已在第二次履约报告中阐明。 

 (;) . 9/01<=>?@AB6CDEFGH 

 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如何适用，由各国根据国内法律原则自主决定。中国重

视保护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诸多法律法规作出具体规定，形成了符合

公约的完备的国内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适用中国法律，有效保

护公民相关权利，确保公约精神和规定得以实施。 

 (I) . 10/01<JKD9043L&MDN#OPQRD8,ST8)
UV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中国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护机制，确保法官、检察官依法办理案件不

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以来举办 69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和人权教育在内的培
训班，累计培训法官 2万余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业务培训、全国基层法官轮训、
全国高中级法院院长培训、公安监管民警培训、律师协会培训均涉及人权保障内

容。监狱人民警察初次任职和警衔晋升须参加人权培训。 

 (W) . 11/01XYZ 

 中国重视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规定，第一周期履约审议获各方高

度赞赏。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有机结

合，夺取了反腐败压倒性胜利。 

 不断健全国家监督体系。2018 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设立
国家监察委员会。修改《刑事诉讼法》，确定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缺席审判程

序适用条件。对腐败案件开展独立公正调查，严格依法办案，各级监察委员会独

立行使监察权。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推进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 

 2012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232.7 万件，处分
234.7 万人，其中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7.7 万人。连续开展“天网行
动”，坚持有逃必追。2014年至 2019年 3月，共从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涉
嫌职务犯罪外逃人员 1215人。 

 大力推行政务公开，2019 年公布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标
本兼治，通过多种方式宣传腐败危害，积极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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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关注民生，注重“以人为本”，增强受援方自主发展能

力，促进受援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尊重当地人文环境和风俗习惯。改善援外人

员工作生活待遇，保障外方员工权利。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于 2018 年成
立，制订新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各项工作。 

 (f) . 13/01ghij!"$%'()* 

 中央企业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保障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政府推动企业建立

健全海外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和流程，确保符合当地法律法规。构建以“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息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建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广泛应用。 

 (k) . 14/01<Jlmno!"$%'()* 

 中国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帮

扶，2013-2018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支出方向 282 亿元。2018
年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 90576 亿元，同比增长 7.2%，高于全国 0.6 个百分
点，贫困人口降至 603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4.0%。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 1478
亿元，同比增长 9.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797 元，同比增长 10.2%，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50 元，同比增长 10.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3 年以
来开展“民生建设年”，民生支出占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70%以上。2018 年城
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5%和 8.4%。 

 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字权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中国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少数民族项目 15 项。55 个
少数民族中的 53 个有本民族语言，22 个民族共使用 28 种本民族文字。藏文编
码通过国家和国际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在民族

地区建立起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双语教育体系，全国 1万多所学校开展双语
教学，在校生 400 万人。西藏普及 15 年“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免费教
育。新疆南疆地区实行 15年免费教育和农村学前三年免费双语教育。 

 (p) . 15/01qrst#ungvwx#yz{|} 

 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和

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条件。2019 年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
意见》，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 

 农民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程度不断提高，加入工会人数从 2012 年的 1 亿
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1.4 亿人。10 个省(区、市)总工会有农民工兼职副主席。将
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其融入城市。 

 推动返乡创业就业、脱贫攻坚、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从源头减少儿童留守

现象。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开展摸底排查，实行

台帐管理，加强精准关爱。截至 2017 年底，78 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有效监
护，18万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落户，1.7万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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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保护人权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

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不允许个别组织或个人打着所谓“维权”旗号，从

事煽动分裂国家、挑战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执业律师有 42.3 万多人。中国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不存在律师因处理侵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案件遭恐吓、威胁或报复情

况。极个别律师因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涉嫌违法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 . 61/01��6ST�T���@��5����m� 

 中国统计部门定期整理发布统计数据，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

域。各部门对主管领域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发布。统计数据履盖面广、准确度高，

为评估中国履约情况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保障(有关统计见附件)。 

 (�-) . 62/01��Q��>!"#$%&'()*6_?@�����A 

 履行国际公约的首要责任在各国政府，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遭侵害，

应通过本国申诉机制得到救济和解决。中国法律法规对中国公民应享有的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作出规定，形成符合公约要求的完备国内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

审理相关案件时适用中国法律，确保公约精神得以实现。 

 (�;) . 63/01��>?n)*Q��)*6_?@A><e�� ¡g
8&�7¢£,)*6_?@A><e��8¤¥¦§¨©6_?@A

>�gª«017¢g8¬��5. 189®?@A 

 中国重视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一直在推进相关法律

准备工作。何时批约主要取决于中国国内各方面条件何时成熟。 

 中国政府重视国际劳工公约，将与国际劳工组织就第 189号公约开展调研和
技术合作，更好促进劳工权利保护。 

 何时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取决于中国各方

面条件何时成熟。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是否具备普遍性，还需观察。 

 (�I) . 64/01M$%¯°+,%±²³L´µ¶ 

 中国将《公约》和相关履约报告、结论性意见作为人权教育培训重要内容，

普法教材中收录《公约》内容，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和发表人权白皮书，宣传人权

保障法律法规和经社文权利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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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政府决策和执行中的作用，为社会组织参与相

关工作提供便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社会组织承接相关职能、与社会组织

合作等方式，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参与落实“结论性意见”讨论执行。 

 D. EFGHI 

 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

域还有不少短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困难大，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

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还有不少不满意之处。同时，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经贸合作受创，加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外部输入

性风险。 

 中国将继续采取立法、行政、司法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公约》所载各项权

利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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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P_`ab 

 &. JK*LMN1OPQR 

 2014年以来制定或修改保障妇女权益法律法规 10余部。2015年通过《刑法
修正案(九)》，将嫖宿幼女行为以强奸罪从重处罚。2015 年通过《反家庭暴力
法》。2017年通过《民法总则》，为保障妇女儿童民事权利奠定坚实基础。 

 2011 年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十三五”规划阐述促
进妇女全面发展目标任务并制定专项行动计划，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专列保

障妇女权利内容，“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含提高妇幼健康水平专节。“十
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对解决贫困家庭妇女脱贫作出部署。全国 31 个省(区、市)
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8 年将“平等就业纠纷”
列为新增案由。 

 .. STUVWXYZ 

 第 13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和第 13届全国政协女委员为 742名、440名，占比
24.9%、20.4%。2017年省、县级政府领导班子正职女干部比例为 9.7%、9%。 

 2015 年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增至 79.43 岁；2017 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9.6/10 万，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99.9%，孕产妇建卡率、产前检查率和产后访视
率不断提高；2017年查出妇女病率为 24.2%，比 2010年降低 4.6个百分点。 

 2018年学前教育在园女童比例 46.8%；义务教育在校生女生比例 46.5%，小
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 99.95%；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女生比例 47.3%；高等教育
在校生普通本专科女生比例 52.6%，成人本专科女生比例 59.4%，女研究生
135.6万人，占比 49.6%。 

 2017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 43.5%，互联网领域创业者
女性占 55%以上。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占 48.6%，其中女性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占 39.3%。 

 5. 2=>9?@[ 16\]^_T`abcABC 

 国家在制定相关法规、政府规章和专项政策措施时严格遵循《妇女权益保障

法》；全国 31 个省(区、市)出台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办法、条例、细
则。 

 关于住房问题。根据《民法总则》《物权法》《婚姻法》，男女平等享有房

屋所有权取得、使用和处分权利。 

 关于农村妇女教育、医疗保健问题。全国建立 20 万所“妇女学校”，提供
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培训。实施农村妇女住院分娩、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

宫颈癌乳腺癌检查、预防母婴传播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截至 2017 年底，分别
为 7000 多万、1000 多万农村妇女进行“两癌”检查，为 10.22 万名贫困妇女提
供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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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关于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相关文件，要求相关权证登载包括妇女在内

所有家庭成员的名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村妇女平等享有权利。 

 <. EFGHI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中国在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

展上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城乡、区域妇女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给妇女就业创业带来新挑战，男女不平等的陈旧观念和陈规陋

习仍存，侵犯妇女权益现象时有发生。 

 中国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妇女纲要各目标措施全面

落实，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男女平等。 

  



E/C.12/CHN/3 

GE.20-10463 13 

 c. )+,PdeH 

 &. deUWXfg 

 中国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总量稳步增长，结构不断改善，城镇登记失

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连续 6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 1300 万。2014 年城
镇就业人数首次超过乡村。2018 年底全国就业人员达 77586 万，其中城镇就业
人员 43419万，占 56.0%。2017年底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占 27.0%、
28.1%、44.9%。2014-2018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 4.09%、4.05%、4.02%、
3.9%、3.8%。 

 .. hijk 

 构建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立普惠性培训补贴政策，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建立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制度，加强职业培训和技工

院校督查。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技术技能和文化素质。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

训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积极建设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提升职

业培训能力。 

 2012-2017 年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 1.14 亿人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技
工院校 2397 所，在校生 341 万人，当年招生 128 万人，面向社会培训 420 余万
人次。 

 5. liOP+m- 

 贯彻实施《就业促进法》，修订《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制定“十三

五”促进就业规划，形成一整套就业扶持政策体系，通过税收优惠、岗位补贴、

社保补贴、培训补贴等，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和劳动者积极就业，加大对重点群体

就业扶持。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出台鼓励引导重点群体创业的扶持政

策。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2017 年全国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用人单位登记招聘 5600 万人次。高校
毕业生就业和创业人数连年实现双增长。2018 年农民工总量 2.88 亿，全国城镇
失业人员再就业 551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81 万人。截至 2018 年，累计帮
扶 1000多万建档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增收。 

 贯彻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推进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管理和“网

络化”建设，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目前全国共配备劳动

保障监察员 2.6 万名。2014 年至 2018 年，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主动检查用
人单位 891.3万户次，查处违法行为 146.3万件。 

 <. STli 

 第三条相关内容已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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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nopli 

 实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

意见》等，加大对残疾人就业单位的支持，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年

均新增残疾人就业 30 余万人。残疾人员创办小型微型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和收费
减免。开通全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超过 3000
家。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6-2020 年)》，加大残疾人就业培训，
2016年度、2017年度每年新增培训残疾人 60余万人次。截至 2018年 12月，城
乡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 1765万，其中 948万人处在业状态。 

 中国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扶持措施，用人单位实际支付

给残疾人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

促进法》《残疾人就业条例》均禁止歧视残疾职工。 

 q. 2=>9?@ABC 

 (-) . 17/01lmno¨i 

 各族人民群众工作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就业水平稳步提升。2017 年末，内
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 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自治区城镇登记失
业率分别为 3.63%、2.21%、2.68%、3.87%、2.58%，低于 3.90%的全国平均水
平。 

 (;) . 18/01¾¿8¨i 

 上文有关内容已作回应。 

 (I) . 22/01ÀÁ��ÂÃstÄÅ<Æ23ÇÈÉÊË1¦§��5
st 

 2013 年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
定的决定》。截至 2013年 12月 28日 24时，全国在所劳教人员全部解教。 

  



E/C.12/CHN/3 

GE.20-1046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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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st 

 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十二五”时期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 13.1%，扣
除物价因素年均增幅 9.8%。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全国分别有 9 个、20
个和 16个地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 10.7%、11%和 11.4%。 

 2016 年出台《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
根本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 udut1vwuaxy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残

疾人保障法》《就业促进法》等对劳动者同工同酬权利作出规定，要求不得因民

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对劳动者实施就业歧视，不得对残疾人、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农村劳动者等群体实施就业歧视。 

 5. vwz{U 

 《劳动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保障休息权作出规定，已在第二次

履约报告中阐明。 

 <. |}~�Ghi�� 

 修改《安全生产法》，“十三五”规划就安全生产提出明确要求。2018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应急管理机构管理安全生产工作。2019 年颁布《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央财政设立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安全生产形势总

体稳定、持续向好，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继续下降。相比 2013
年，2018 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30.2%和 27.5%，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
亡人数分别下降 62.7%和 73.9%，亿元 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53.7%，
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死亡率下降 37.4%。2018 年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
2012年分别下降 71.2%、75.9%。 

 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制定职业病防治中长期规划，推动职业病危害严重

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和淘汰退出。加强职业健康监管执法，2017 年共检查
企业 39.8 万家，发现问题和隐患 91.6 万项，停产整顿 2843 家，提请关闭 1009
家，行政处罚 2.57 亿元。强化职业健康培训，2017 年培训企业负责人、职业健
康管理人员 130 万人次，培训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 3816 万人次。强化职业病
危害基础研究、预防控制、诊断鉴定和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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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9?@ABC 

 (-) . 19/01ÌÍgÎ 

 以上相关内容已作出回应。 

 (;) . 20/01gÏÐÑ 

 以上相关内容已作出回应。 

 (I) . 21/01gÏÒ�LÓÔ 

 《刑法》虽然没有“工作场所性骚扰”表述和专门规定，但对于性骚扰行

为，无论发生在何场合，如果构成犯罪，都依法追究。《刑法》中可适用于“工

作场所性骚扰”行为的罪名，主要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对于情节轻微、不

构成犯罪的“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治安处罚。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列为新增案由，为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

受害人提供更为便利的民事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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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法》规定，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截至 2017 年 9 月
底，工会会员 3 亿人，基层工会组织 280.9 万个，覆盖单位 655.1 万个。中华全
国总工会及其各级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实行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反映职工意见和

要求，与政府协商解决职工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 �M��U 

 中国职工集体协商的权利得到《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公司

法》《集体合同规定》保障，中国工会全面参与上述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工会依

法制定《深化集体协商工作规划(2014-2018 年)》《关于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增强
集体合同实效的意见》，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截至 2017 年 9 月底，
签订综合集体合同 140 万份，覆盖企业 370 万家，职工 1.75 亿人；签订工资专
项合同 130万份，覆盖企业 358万家，职工 1.62亿人。 

 5. �dU 

 中国已在前两次履约报告中阐明罢工问题。当停工、怠工事件发生时，工会

组织依法履行职责，向地方党政、企事业单位反映职工意见和要求，推动化解矛

盾。宪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秩序，

中国法律明确规定警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罢工，除此之外，中国现行法律

没有涉及此类问题。 

 <. 2=>9?@[ 23\ABC 

 各国在批准国际公约时根据本国情况就公约条款作出声明或保留，符合国际

惯例。中国《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法律有效保障中国工人全面参与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包括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中国批约时作

出的声明表明，中国将继续依据本国法律规定，保障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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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积极发展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各类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2018 年底全国参保
4.19亿人。截至 2017年，全国 8万户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2331万人。 

 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医保覆盖面

95%以上。截至 2018年底参保人数 13.45亿人。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完
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2018 年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6692 万人，实施门诊
和住院救助 5361万人次。 

 大力推进工伤保险，实现更高水平的全覆盖。将煤炭矿山等高风险行业和工

程建设行业按项目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畴。截至 2018 年底，参保人数 23868 万
人，比 2014 年增加 3229 万人，年平均增长 3.7%。工伤保险年均支出 633.8 亿
元，2014 年以来累计为 986 万工伤职工及其直系亲属提供及时救治、补偿和生
活保障。 

 国家规定，对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费 3 年及以上，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取
得初、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可按初级工

1000 元、中级工 1500 元、高级工 2000 元上限标准申领补贴，所需资金按规定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单月同比涨幅达 3.5%，或
CPI 中粮食价格同比涨幅达 6%时，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2014年起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向不裁员少裁员企业发放稳定岗位补贴。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2.04 亿人。2017 年在 12 个城市开
展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2019 年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此外，城乡居民住院分娩发生的医疗费用已纳入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随着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整合成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妇女住院分娩也得到更好的保障。 

 2014 年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对适龄人群全覆盖。
2014 年到 2018 年底，参保人数从 5.01 亿人增至近 5.24 亿人，实际领取待遇人
数从 1.43 亿人增至近 1.59 亿人，月人均养老金水平从 90 元增至 150 元。2017
年起实施社会保险扶贫政策，支持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为其代

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到 2018 年底，2700 多万贫困人员享受代缴
政策，代缴金额约 28.3亿元，约 2200万贫困老人领取养老金，4900多人受益。 

 .. 'r~�WX�� 

 2014 年将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统一规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8 年底，
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605.6 万户、1008 万人，全年累计支出城市低保资金
561.7 亿元，城市低保平均标准 580 元/人/月；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 1902.5 万
户、3519.7 万人，全年累计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1031.6 亿元，农村低保平均标准
4833 元/人/年。将贫困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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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切

实解决低保对象基本医疗、安全住房、义务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将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城市“三无”人员救济等城乡“三无”人员保障制度

统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城乡特困人员 482.3
万人，其中集中供养 95.9万人。 

 2014 年印发《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突破户籍地申请社会
救助的限制，实现临时救助“全覆盖”。2018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提高救助可及性和时效性。2018 年全国实施临时救助
1074.7万人次，累计支出资金 121.6亿元。 

 5. �y�4 

 2016 年正式施行《慈善法》，出台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信托、志愿
服务等配套政策，对有关公益慈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
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 2.8 万个。截至 2018 年底，希望工程累计接受
捐赠 150.23 亿元，资助困难学生 594.9 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20329 所。截至
2019 年 3 月，全国共有基金会 7183 个。截至 2019 年 5 月，全国共设慈善信托
187笔，信托合同规模超 21.6亿元。 

 <. 2=>9?@[ 24����yWX���ABC 

 中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编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推

动世界社保覆盖面拉高 11 个百分点。截至 2018 年底，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9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 13 亿人，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
别达 2.39 亿人、1.96 亿人、2.04 亿人。中国将按照“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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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前两次履约报告已阐明中国公民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2017 年通过的
《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

到 2020年中国将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正在论证中。 

 .. ��~�W� 

 中国积极探索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

衔接。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2013 年以来先后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
策，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加强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

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监管。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妇免费提供基本项目的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实施“关爱青少年生殖健康综合试点项目”，预防并减少非意愿

妊娠的发生。积极开展再生育技术服务，为高龄、高危拟怀孕人群提供咨询、生

育力评价、孕期保健等服务，提高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水平。 

 5. W�� UV 

 (-) ÕÖ×H|g 

 《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劳动法》对禁止雇用童工的相关规定已在前

两次履约报告中阐明。中国积极开展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整治非法用工等

专项行动。对强迫劳动、以职业介绍为幌子拐卖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给予

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保障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少年儿童就学，控辍保学，从

源头上遏止童工产生。 

 (;) <e{|567Ø��Ù 

 将保障儿童合法权益、促进儿童发展纳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

五”和“十三五”规划。制定实施三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中期评估中显示实施顺利。各省(区、市)将儿童发展目标任务纳
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1 个政府部门将儿童发展纲要指标纳入本单位“十
三五”专项规划。 

 <. W�� ¡¢£¤¥¦A§¨1©ª 

 制定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

的指导意见》，建立儿童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制度。颁布实施

《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的意见》，为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依据。《刑事诉讼法》增设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刑法修正案(九)》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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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为以强奸罪从重处罚；删除对收买儿童行为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增设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加大对虐待、拐卖、性侵儿童犯罪的惩治力度。修

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强化儿童监护制度。《民法总则》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

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出台《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

题的意见》。健全儿童福利机构功能，对无法回归家庭的儿童实现兜底监护。 

 在执法和司法中突出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制定《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

(2013-2020 年)》。打击操纵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操纵胁迫聋哑青少年盗窃等行
为。推进少年法庭建设，完善少年审判机制。初步形成四级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体

系，依法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依

法保护基本人权和个人隐私，为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社区未成年服刑人员创造教

育条件。 

 D. 2=>9?@ABC 

 (-) . 25/01�ÙÚÛ 

 上文“生育保护”有关内容已作回应。 

 (;) . 26/01¦sÜÝQÞÛ 

 中国政府认真践行对开罗人发大会宣言的承诺，强调实施流引产手术必须坚

持安全和自愿原则，遵守计划生育手术常规。因避孕失败导致非意愿妊娠者，医

生给予医学指导，并尊重夫妇或个人选择。对于要求终止妊娠者，医疗服务机构

为受术者提供安全的服务，保证妇女的身心健康。坚决禁止大月份引产。在计划

生育工作中，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包括强制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强制人工终止妊娠等。对违法行政的行政机关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单位

人员，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 " 27#$%&'() 

 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加大对受虐待人的保护力度。实施《反家庭暴力
法》，明确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推进庇护救助机构建设，强化落实疑似家庭暴力病例强

制报告制度，实行家庭暴力警情快速出警处置。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反家庭暴力案

件，2018 年发出 2154 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大力开展反家暴宣传培训，提高反家
暴意识与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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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将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广大民

众，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

平。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90 万亿元，居民消费价格保持较低水平，最终消
费支出贡献率达 76.2%。2014-2018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年增长率分别
为 8.0%、7.4%、6.3%、7.3%、6.5%，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大力推进精准扶贫。2014-2018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3400
多亿元。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4 年底的 7017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7.2%降至 1.7%。到 2020 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提出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创业、基

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教

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八个领域指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在发展农村经济

的同时，建设美丽乡村家园，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

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积极参与减贫国际交流，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国－东盟社会发

展与减贫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等。与亚、非、拉有关国家

签署减贫合作谅解备忘录，积极参与减贫领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2014-2018
年举办减贫领域援外培训班 76期，覆盖 109个国家 2295人。 

 .. ¯°«±²³AU� 

 重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2014-2018 年，中央政府安排下达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1万多亿元，对保障性住房用地实现优先供应、应保
尽保，全国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3300 多万套。加大公租房实物供应力
度，推进公租房租赁补贴。截至 2018 年底，3700 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租房，累
计近 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租赁补贴。 

 5. vw¬´µ¶AU� 

 中国政府采取系列举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产量自 2012 年以来保持在
6 亿吨以上。用不到世界 10%的耕地，生产世界 1/4 的粮食，养活世界 1/5 的人
口。2014-2018 年，粮食产量由 6.40 亿吨增至 6.58 亿吨。2018 年，油料、糖
料、水果、肉类、禽蛋、牛奶和水产品产量分别达 3439.0 万吨、1.20 亿吨、
8517.0 万吨、3128.0 万吨、3075.0 万吨和 6469.0 万吨，人均粮食、油料的占有
量分别达 471公斤、24.6公斤。2017年，水果产量 2.5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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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内容已作出回应。 

 (;) . 29/01áâ)&âãäå 

 制定修改《食品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推进农

业标准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主要农产品例行监

测合格率连续 5 年保持在 96%以上，2018 年监测合格率达 97.8%，未发生重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修订《食品安全法》，组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

对食品中农兽药“违禁超限”使用、添加剂“两超一非”、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2017 年各类食品抽检合格率总体达到 97.6%，比 2014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 

 (I) . 30/01¦sæç 

 中国高度重视房屋征收法治建设，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在征收补偿

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对补

偿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

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W) . 31/01unQèén¸êëæç 

 对农民和游牧民搬迁，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基础设施或城镇建设需要，

二是扶贫搬迁或生态移民。 

 对于第一种情形，《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作出详细规定。土地征收

前，通过听证等方式，充分尊重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土地征收后，通过公告等方

式，确保所有被征地农民知晓补偿安置相关情况，告知法律救济渠道。按法律规

定给予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市、县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就业培训、

留地、留物业等安置措施，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对于第二种情形，对由于扶贫和生态原因需农民和游牧民进行搬迁或移民

的，中国实行专项管理，有明确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有细致和规范的法律程

序，有充足的安置资金，可以确保搬迁农民和游牧民“愿意搬走、乐意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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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实施《“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目标，保证每个公民公平地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2017 年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14451 亿元。2018 年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490 元，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降至 28.8%。居民就医负担有所减轻，
用较少投入取得较高健康绩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 

 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2014 年以来救治 77.5 万人。制定“大病(如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部分癌症)集中救治一批、慢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签约服务管理一
批和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等精准扶贫措施，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 ¼½ppvw¾¿·À¹~ÁÂ 

 制定《“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等，提出“三步
走”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 2030 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
加完善，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 2050 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 

 加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力度。2014-2018 年，中央投资从 230 亿元
增加到 240 亿元，中西部地区投资占比超过 91%，中央投资的 82%用于县级医
疗卫生机构建设。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164.7亿元，支持全国 8.8万个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建立以提供基本医疗为主、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村村有卫生

室、乡乡有卫生院、每个街道有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4%以上的居民 15 分
钟内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城乡

差距不断缩小。2017年，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6.7岁。 

 推行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孕产妇和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分别
达 91.6%和 91.1%，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 82.7%。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 4个小时。 

 2014 年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招收规模从 5 万人逐步增加到 7 万
人。2016 年启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工作。推进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
激励机制改革。通过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定向免费培养

等，加快壮大全科、儿科医生队伍。 

 2015 年起，中央财政每年投入 14 亿元，为所有孕产妇免费提供艾滋病、梅
毒和乙肝筛查，免费为所有发现的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预防母婴传播综合

干预服务。2018 年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达 99%以上；艾滋病母婴
传播率降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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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数量增至 685种，突出常见病、
慢性病以及负担重、危害大疾病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基本用药需求，注重儿童等

特殊人群用药。 

 5. ÃÄÅM��ÁÂ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养老服务。加快推

进护理服务业改革发展，增加老年护理服务供给，助推健康老龄化。 

 加强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2018 年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2014-2018年，全国超过 31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 

 实施面向贫困人口的健康扶贫工程。2016-2018 年中央累计安排专项投资
618.2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全国 963 家三级医院承担对口
帮扶任务，对 1180家贫困县县级医院实现帮扶全覆盖。 

 <. ST� ��U� 

 不断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免费提供基本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服务等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预防母婴传播、增补叶酸预

防神经管缺陷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农村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2018
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8.3/10 万。2017 年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升至 99.7%。实
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地中海贫血防控试点等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8 年，婴儿死亡率降至 6.1‰，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
至 8.4‰，提前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D. ÆÇ¹~ 

 中国把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2018 年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修正案，修订《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等，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

计划，严格生态环境执法，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打击非法排污行为，完

善生态环境领域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履行多边环境协定，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 

 与 2013年相比，2017年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
均浓度下降 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
降 39.6%、34.3%、27.7%，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34.8%，珠三角区域
PM2.5平均浓度连续三年稳定达标。 

 q. 2=>9?@ABC 

 (-) . 32/01ìí#Úîï( 

 以上内容已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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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01ðñ) 

 以上内容已作出回应。 

 (I) . 34/01wxòóôõíö 

 中国重视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各项权利，坚决反对任何歧视行为。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

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国依法保护外籍感染者来

华入境、居住和居留权利。 

 国家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问)负责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或者拒
绝诊治。不具备诊疗条件的，要及时转诊至定点医院，或由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安

排。对推诿或者拒绝诊治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È. EFGHI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变化，中

国仍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同时，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和健康观念增强，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呈多

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特征。中国既面对着发达国家面临的健康问题，也面对着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健康问题。 

 中国将继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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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Xppw/É�U 

 关于国家对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已在前两次履约报告中阐述。 

 中国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全面普及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建立城乡统一、重

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14 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持续超过 4%。2018 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99.95%，初中毛
入学率 100.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4.2%。 

 2014-2017 年，中央财政投入 1620 多亿元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
条件，惠及 6000 多万学生。2018 年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 80%用于中西部农村
和贫困地区。 

 将 1400 余万随迁子女纳入“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发放生活补助)，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
办学校就读比例达 80%。 

 通过特教学校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解决残疾儿童义务教育

问题。2014 年起连续实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超过 90%。 

 充分保障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部分民族地区实现十五年免费教育。通过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翻译教

材、双语教学、统一升学考试内容等，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在主流教育范围内接受

同标准教育。实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优惠政策、“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

单独定向招生，举办内地西藏、新疆班，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保障少数民

族学生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 

 .. ÊËWÌ 

 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和行政督促复学机制，实行精准化帮扶。通过“三免

一补”(免课本费、免杂费、免文具费，对小学半寄宿制学生和初中困难学生生
活给予补助)、“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大学生助学贷款、国家奖助
学金等，建立从学前、中小学到高等教育的资助政策体系。建立“中小学生学籍

信息管理系统和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比对核查机制，切实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

务教育。 

 5. ÍÂÉ�Î®ÏÐÑ& 

 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教师编制、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本

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全覆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着力解

决义务教育“乡村弱”和“城镇挤”问题，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截至 2018年底，全国 2717个县通过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督导评估认定，占比达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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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Ò�Ó\É�ÔÕ 

 国家提出到 2020 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
90%以上等目标。实施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和普通高中改造计划，
落实国家扶困助学政策。截至 2018 年底，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88.8%，
26 个省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 90%，中西部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升。资助普通高中学生 6870.07 万人次，普通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覆盖面达到在校生的 20%，西部地区达到 30%。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西部地区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加速提供农村职

业教育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发挥职业教育在精准脱贫中的特殊优势。落实中、

高职国家资助政策，中职免学费覆盖近 90%，助学金覆盖 30%以上，高职奖学
金覆盖近 30%，助学金覆盖 25%以上。 

 D. �ÒÖº» 

 2014 年以来的中高考改革，对农村学生、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给予高度关
注。 

 中考改革方面，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

区域内初中的办法，招生名额适当向农村初中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

一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的政策

措施，各省在制定地方中考改革实施意见时，将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群体作为重要

内容予以充分考虑。 

 高考改革方面，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东部地区高校安

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累计招收百万人；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安排一定比例名额招收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

秀农村学生，累计录取学生 47 万余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就学和升学考试的政策措施。 

 q. ÒaÉ��×Ø 

 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持续提升。相较 2014 年，2018 年高考招生规模从 721
万人增加到 791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37.5%提高到 48.1%，在学总规模从
3559万人增加到 3833万人。截至 2018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2940所，其中普
通本科高校 1245所，在校生 1697万人。高等教育全面进入后大众化阶段，即将
迈入普及化阶段，区域布局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类型层次结构不断优

化。 

 È. 2=>9?@[ 35\]^É�UABC 

 以上内容已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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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Ù. EF1HI 

 当前，中国教育事业还面临着教育资源城乡配置不平衡不充分、贫困地区教

育基础薄弱、部分贫困地区初中生辍学现象突出、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不足、部

分中西部省份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不足、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不够协

调、特殊教育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 

 中国将继续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不断发展教育事

业，努力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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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f,P|}FGstBgy~���4HI 

 &. ÚØU 

 (-) S÷'(Ú��&L 

 2017 年、2018 年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将文化产
业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投入。2014-2017 年，全国文化事业费
由 583.44 亿元增至 855.80 亿元，年均增长 13.6%。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初步形成，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2017 年全
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850元，比 2013年增长 47.3%。 

 2015 年起实施“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和“贫困
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十三五”期间，按

照 2万元/个的标准为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配置基本文化设备。 

 截至 2017 年，全国共建成少儿图书馆 122 个，总流通 3168 万人次。2015
年以来启动 3 批全国文化系统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试点，截至 2017 年底共有老
年大学 865所。 

 (;) <e¸øù'(úûQ'(üýL 

 2014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 43.92亿元。国务院批准
公布 4 批共 1372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068 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6432 名。2016 年起国家
按照每人每年 2万元的标准，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予以资助。推
动非遗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I) <eþÏ8,*ÿ 

 2013 年到 2017 年全国国有院团财政补贴分别为 101 亿元、111 亿元、125
亿元、134 亿元、144 亿元，年均增长 9.9%。截至 2017 年底，国家艺术基金累
计投入 26.22 亿元，累计资助项目 3089 项。加强文化市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持续开展网络文化市场集中执法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 

 (W) !¦lmno'(2" 

 依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有关情况已在第二条：“国家采取措施保障经

社文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对第 14段结论性意见回应部分阐述。补充以下： 

 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传统体育运动会、戏剧会演、声乐舞蹈曲

艺展演、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活动等各类活动，发起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

程。截至 2016 年，民族自治地方建有图书馆 766 个，博物馆 520 个，文物保护
管理机构 1523个，文物事业机构 204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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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译制时间分别达到 12.2 万
小时、4.2 万小时，全国 11 个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译制中心共完成 1104 部次影片
的民族语译制工作。中央电台 5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上线
播出。 

 ([) !¦'(#$6_%& 

 中国同 157 个国家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在各大洲举办中国文化年(节)等大型
文化交流活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战略性合作，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共设立 37 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2014 年以来建成新加
坡、比利时、坦桑尼亚、新西兰、斐济、拉脱维亚、摩洛哥等文化中心。 

 .. ÛÕÜÝAU� 

 依法保障科学技术研究开发自由，保护科学技术人员合法权益。修订《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实施《“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十二五”以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研发投入强度逐年上升。2017
年研发经费总量 17606.1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连续五年超过 2%。积极发展科学
技术国际合作与交流，已与 11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大力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2017 年，中国共有科普场馆 1439 个，科普专职
人员 22.7 万人，举办科普(技)讲座 88.01 万次，举办科普(技)竞赛 4.89 万次，参
加各类科普活动的人数共计 7.71亿人次。 

 5. Þß�UW� 

 成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商标、专利、原

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整合，推行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以解决商标、专利分

头管理和重复执法问题，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 

 批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修制定《商标评审规则》《商标审查及审理标

准》《专利审查指南》《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商标网上申请暂行规定》

《专利代理条例》等。开展《商标法》第四次修改准备工作，启动配套部门规章

的制定和修改工作。 

 2018 年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量分别为 154.2 万件、
207.2 万件、70.9 万件，同比增长 11.6%、22.8%、12.7%；受理商标注册申请
737.1万件，同比增长 28.2%；商标注册审理量 804.3万件，同比增长 89.2%。 

 2017年办理商标监管执法案件 30130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172
件；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案件 5839 件，罚没金额 6803 万元。2018
年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 77276件，同比增长 15.9%。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设立。北京、上海、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4年底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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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6/01lmno'()* 

 以上内容已作出回应。 

 (;) . 37/01'³Q()ê* 

 中国依法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重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依法处理妨

碍、阻挠记者开展正常采访报道的行为。同时，新闻媒体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中国现有各类电台电视台近 2600座，报纸近 2000种，期刊 10000余种。中
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新闻媒体报道什么、怎么报道，由媒体负责人决定。 

 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网民充分享有互联网带来的自由和便利。截至 2018
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8.29亿人。 

 中国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

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

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惩处。某些境外网站刊

登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内容，中国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