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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以下称“《任择议定书》”)

于 1999 年 10 月 6 日由大会通过,并在 1999 年 12 月 10 日举行的特别仪式上开放共

签署、批准和加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参加了上述仪式。截至

2010 年 7 月，属于各种不同地理区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 99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

该议定书。《任择议定书》赋予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公约》所设由 23 名成员

组成的专家条约机构——以下称“委员会”)权力，可以接受和审议来自个人或群体

的来文或申诉，这些个人或群体按照一定的可受理性准则，诉称自己为任择议定书

缔约国违反《公约》所述权利的受害者。议定书还赋予委员会职能，可自行决定对

某一缔约国严重或系统违反《公约》规定权利的可靠指称进行调查。缔约国不可对

《任择议定书》条款作保留，但有权在批准或加入时选择不参与调查程序。三个国

家作了这一选择，但它们同其他将来可能会决定不参加这一程序的国家一样，可在

任何时候选择参加这一程序。 

 

背景 

 

1979 年 12 月 18 日，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该公约经常被称作

妇女权利法。186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该公约，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谴责对妇女一切

形式的歧视，并同意通过一切恰当的手段不迟疑地推行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政策。因

此，这些国家承诺采取相关法律机制和制裁办法，建立男女平等，在享有公民、文

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所有权利方面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它们还同意采取一切相

关措施，修正男女行为方面的社会和文化定格，消除基于男女尊卑或男女角色陈规

定型的偏见和习俗及其他做法。 

 

关于谈判的《公约》是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进行的。

就监督公约实施的机构的性质作了许多讨论，但是该机构如何履行其监督作用的方

法却相对讨论较少。在谈判结束时，各国代表团同意由《公约》设立一个专家条约

机构，类似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所设立的机构，目的是审议缔约国执行《公约》的进展情况。虽然提出过建议，即

委员会应能够审议个人提出的有关违反《公约》的申诉，但起草者最后决定采取缔

约国向委员会提交定期报告这一制度作为唯一的监督手段。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 1982 年开始工作，重点首先是制定工作方法，特别

是上述报告制度。委员会在妇女非政府组织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包括在国家一

级，委员会因此受到鼓舞，故广泛解释了《公约》和委员会的作用，以便在各地加

速实施。委员会制定了全面的报告制度，并就《公约》具体条款或跨领域问题拟订

了有用的一般性建议，以此制定了缔约国为履行其条约实质性义务应采取的步骤。

委员会还考虑了能够鼓励执行工作的进一步机制，得出结论，个人的申诉程序将加

强委员会帮助缔约国履行其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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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一个特

点是妇女人权活动者开展的确保妇女能够实现人权的一致行动。妇女们在“妇女权

利为人权”的运动口号下团结起来，呼吁加强妇女权利的国际机制，包括在《公

约》中加入“申诉权”。她们的活动成效卓著，会议成果文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

纲领》建议，应审查是否可能将申诉权写入《公约》。1994 年，独立专家组在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产生了一项议定书草案(“马斯特里赫特草案”)，其中载

有个人申诉程序和调查程序。参加马斯特里赫特专家组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西尔维

亚·卡特赖特女士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1995 年 1 月的会议上介绍了该草案。 

 

委员会仔细研究了马斯特里赫特草案，并同意通过“建议 7”，其中包含委员

会认为应该在今后任何议定书中包括的内容。将建议 7 提交给了妇女地位委员会

1995 年会议。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请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和其他方面拟定一项对任择议定书及其可行性的看法，并建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在委员会 1996 年会议的同时举行会议讨论该问题。同时，1995 年秋，第四

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成果文件《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也支持起草该议定书。 

 

1996 年 3 月，妇女地位委员会任择议定书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虽然讨论进度较慢，但工作组建议延长其任务期限，并建议秘书长就制定一

项任择议定书的想法进一步征求各国政府和其他方面的意见，并就现有的来文和调

查程序编写一份比较摘要。1997 年召开了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会上审议了工作组主

席根据各国政府提供、由秘书长报告总结的书面意见以及 1996 年会议上的讨论准备

的议定书草案。该草案是工作组 1997、1998 和 1999 年会议的谈判基础。1999 年 3

月 11 日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最后案文，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

交大会通过。1999 年 10 月 6 日，大会未经发交第三委员会通过《任择议定书》。 

 

《任择议定书》内容 

 

《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又提供了鼓励缔约国实施《公约》的两个程序：

“来文”或申诉程序；调查程序。议定书与此前和此后类似性质的文书不同，它没

有包括国家之间的申诉程序。 

 

只有声称是《公约》和《任择议定书》缔约国违反公约中的任何权利的受害

者个人或个人团体可以诉诸申诉程序。受害者必须自己提交申诉，或同意以其名义

提交的申诉。也可未经受害者同意以其名义提交申诉，前提是提交者能够说明未经

受害者同意而以其名义行动的理由。申诉还必须符合一些可受理性准则：申诉必须

是书面的，并且须署名；申诉事项不得为已经委员会审查的事项或另一个相似的国

际程序已经或正在审查的事项；申诉必须与《公约》所载权利相符，并有根有据，

而且不是滥用申诉权；申诉所涉事实必须是在《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生效之后发

生或系持续事件。最重要的是，因为该程序强调国家必须制定全国实施《公约》的

措施，基于这一事实，申诉人必须穷尽所有既有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然后才能

将其诉求提交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申诉人和缔约国提供的资讯，在非公开会议上审议申诉的可受理

性和案情实质。这一情况向双方说明。《任择议定书》授权委员会必要时向缔约国

提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以避免对被指控的违反行为的受害者可能造成的不可挽

回的损害。如下令采取这类措施，这并非对申诉的案情实质作判断。委员会审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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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关于申诉的看法和建议提交给所涉各方。要求缔约国在六个月中就实施这些建

议的步骤向委员会作出答复。委员会还获权可以要求提供后续资讯，包括按照《公

约》规定的报告程序，在缔约国的下一次报告中提供有关资讯。 

 

至于调查程序，委员会有权要求一个缔约国与委员会合作对收到的指称该缔

约国严重或有系统违反《公约》行为进行审查。在审查中，委员会可指定其一名或

更多名成员迅速展开调查并向委员会报告；这包括经该国同意访问该国领土。所有

的调查结果均交送给缔约国，后者有六个月的回应时间；委员会也有权要求获得进

一步的后续资讯。整个程序是保密的，在各阶段均寻求缔约国的合作。缔约国在批

准或加入公约时可选择不进行调查程序。迄今仅孟加拉国、伯利兹和哥伦比亚作了

这样的选择。 

 

除向委员会提供新的程序，《任择议定书》还包括一些创新内容，为后来的

文书所采用。第 11 条要求缔约国采取相关步骤，确保使用这些程序的个人不因此受

到恐吓或虐待。按照第 13 条，缔约国承诺广泛宣传《任择议定书》和《公约》，并

方便大众获取委员会意见和建议方面的资讯。第 17 条规定不得对《任择议定书》作

保留，在起草时对该条有争论，但被接受了，原因是许多影响深远的对《公约》的

保留被接受。 

 

委员会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开展的工作 

 

国际女权运动将《任择议定书》的通过看作是一项胜利，并预期许多妇女将

了解该议定书。但是，她们失望了，因为提交的申诉很少，而且主要来自有限的几

个处与一个区域人权框架的国家。 

 

自《任择议定书》生效以来，到 2010 年 7 月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结束时，

记录在案的案件有 25 个。对 14 个案件作了裁决，8 个被认为不可受理，并对 6 个

案件表示了看法。3 个案件被撤销，8 个案件待审。已裁决的案件涉及 8 个国家，除

一个国家外均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除一个带有申诉的案件外，其他均由欧洲委员

会国家居民或以欧洲委员会国家居民的名义提出。迄今只进行了一项调查，即调查

墨西哥华雷斯市发生的对妇女的系统性杀害。 

 

虽然对《任择议定书》的利用有限，但是委员会关于申诉的意见和调查结果

处理了非常重要的妇女权利问题。其中三项涉及家庭暴力(在两个案件中男子对其伴

侣进行致命攻击)，一个为强迫绝育案件，其他涉及可能的贩运、姓氏和贵族头衔方

面的歧视、离婚时的赡养费、养老金和职场歧视问题。委员会在申诉中提出的看法

和和调查后的建议还在创立妇女权利法理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在区域人权

法庭的影响。在 Opuz 诉土耳其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依据委员会的意见作出裁决：

土耳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因为它没有保护申请人及其母亲免遭申请人配偶

的暴力攻击，在此案中她的母亲最终被谋杀。美洲人权法院在审理关于失踪、遭酷

刑和被杀害的三名妇女的案件中，参考了委员会关于墨西哥华雷斯市青年妇女失踪

及被害的调查以及关于 Caso González y Otras 诉墨西哥(“棉花地”案件)申诉的

意见，裁决墨西哥违反了根据《美洲人权公约》这三名妇女所享有的权利。法院还

认为，三名妇女的母亲根据该公约享有的权利也遭违反。法院作出上述裁决，即承

认华雷斯市自 1993 年以来发生的对妇女的暴力是结构性的侵犯人权，国家应对此负

责，并下令赔偿，包括采取措施避免再发生，承认 1993 年以来的案件并对此采取具

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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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迅速谈判证明了全球女权运

动的影响和坚韧，这一运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妇女人权机构。这也显示消除对妇女歧

视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将这一运动从言论变成现实的决心。《任择议定书》通

过迄今仅十年多，所以相对较少的申诉和调查并不奇怪。就申诉而言，申诉者须穷

尽国内补救方法，通常这需要时间。但是，可以说委员会在《任择议定书》方面的

工作针对了妇女权利问题的核心题目，委员会本着两性平等意识积极处理这些问

题。委员会的工作在国家一级和国际法庭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今后

几年将会有更多的申诉，使委员会能够对国际妇女人权方面的判例作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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