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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缔约国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 

2008 年 7 月 30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6 

其他事项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报告导则 
 
 

  秘书处的说明 
 
 

 本情况说明的意图是提请《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会议第十

五次会议注意附件一所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2008 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1日）通过的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报告导则（第 40/I 号决定）。与《公

约》具体有关的报告导则必须与共同核心文件的统一报告导则（HRI/GEN/2/ 

Rev.5，第一章）一起应用。它们共同构成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提交报告的统一导则。 

 
 

 
*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
 CEDAW/SP/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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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报告导则a

 A. 导言 

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本报告导则，
b
 必须与共同核心

文件的统一报告导则
c
 一起应用。这两个导则共同构成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提交的报告的统一导则。这些导则取代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往颁发

的所有报告导则。
d

2. 缔约国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由两部分构成：共同核心文件和与《公

约》执行情况具体有关的文件。 

  共同核心文件 
 

3. 共同核心文件是按照统一报告导则，为委员会撰写的任何报告的第一部分。
e
 

共同核心文件包括概述和事实资料。 

4. 一般来说，共同核心文件中的资料无须在提交给委员会的与《公约》具体有

关的文件中重复。委员会强调，如果缔约国没有提交共同核心文件，或者如果共

同核心文件中的资料未曾更新，则必须在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中列入所有

有关资料。此外，委员会鼓励各国审查其在共同核心文件中提供的资料的与性别

问题有关的内容。如果这方面内容不够充实，则委员会鼓励各国在与《公约》具

体有关的文件中以及在下一次更新共同核心文件时列入有关资料。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 
 

5. 本导则涉及撰写报告第二部分，适用于向委员会提交的初次和其后的各次定

期报告。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应载列与《公约》执行情况有关的所有资料。 

6. 共同核心文件应酌情按性别分列关于保护和促进人权总框架的一般事实资

料以及关于非歧视、平等和有效补救的资料，
f
 但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应

__________________ 

 
a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或联合国其他实体可提供撰写报告和建立机制收集数据的技
术援助。 

 
b
 将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8 号》（A/63/38）的附件中印发。 

 
c 
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提交报告的统一导则，包括编写共同核心文件和与条约具体有关的文件的导
则（HRI/GEN/2/Rev.5，第一章）。 

 
d
 HRI/GEN/2/Rev.5，第五章。 

 
e
 尤其见HRI/GEN/2/Rev.5，第 24 至 59 段。 

 
f
 见HRI/GEN/2/Rev.5 第 40 至 59 段。这包括关于影响妇女在法律中的平等和法律面前的平等的

习惯法或宗教法的一般资料；在宪法中禁止性别歧视的规定；订有反歧视专门立法、机会平等

立法和禁止暴力侵害妇女的立法；法律制度是否允许或强制规定专门措施；指控性别歧视的诉

讼案件数目；充当为妇女服务的国家机器的机构；国家人权机构的性别层面；将两性平等观点

纳入预算编制及其结果；专门针对妇女的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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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列与《公约》执行情况和委员会的相关一般性建议具体有关的补充资料，以及

关于法律影响、多元法律体系的相互作用、政策和妇女方案等的更具分析性质的

资料。此外应提供分析资料，说明缔约国在境内或管辖区内确保各妇女群体终身

享受《公约》各项规定的权利的进展情况。 

 B. 报告义务 
 

7. 每个缔约国在批准或加入《公约》时，均承诺按照第十八条，在《公约》对

本国生效一年内提交初次报告，介绍本国为执行《公约》各项规定而采取的立法、

司法、行政或其他措施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此后，至少每四年提出定期

报告，并随时应委员会的请求提出报告。 

 C. 关于报告内容的一般性指导 
 

 1. 概述 
 

8. 报告应该依照统一报告导则第 24 至 26 段和第 29 段
g
 的规定编写。 

 2. 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9. 在撰写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时，应该考虑委员会通过的一般性建议。 

 3. 保留和声明 
 

10. 关于保留和声明的一般资料应该按照统一报告导则第 40(b)段的规定，列入

共同核心文件。此外，关于对《公约》的保留和声明的具体资料应按照本导则、

委员会关于保留的说明
h
 并酌情按照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列入提交委员会的与

《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缔约国对《公约》任一条款作出保留或发表声明时均

应作出解释，并说明是否持续维持这种立场。不针对具体条款或针对第二条和

（或）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六条提出一般性保留的缔约国应该报告关于这些保

留的解释和影响。缔约国应该说明它们对其他人权条约中的类似义务可能提出的

保留或声明。 

 4. 因素和困难 
 

11. 根据统一报告导则第 44 段，没有列入共同核心文件的涉及与实施《公约》

各项规定特别有关的因素和困难的资料应该列入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包

括详细介绍为克服这些困难而采取的步骤。 

__________________ 

 
g
 HRI/GEN/2/Rev.5，第一章。 

 
h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8 号》（A/53/38/Rev.1），第二部分，第一章，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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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数据和统计资料 
 

12. 一般的事实资料和统计资料应该列入共同核心文件，
i
 但与《公约》具体有

关的文件应按性别分列与执行《公约》每一条款和委员会一般性建议有关的具体

数据和统计资料，
j
 以使委员会能够评估《公约》的执行进展情况。 

 D. 初次报告 
 

13.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初次文件与共同核心文件一起构成缔约国的初次报告，

这是缔约国向委员会说明其法律和实践在何种程度上与《公约》相符的第一次机会。 

14. 缔约国应该具体论述与《公约》第一至第四部分每一条款有关的情况；除了

共同核心文件中的资料之外，还应该在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中详细分析并

解释法律规范对妇女实际情况的影响、对违反《公约》条款的行为有无实际采取

补救措施以及这种措施的实施情况和成效。 

15. 如果共同核心文件中没有载有资料，说明法律、习俗或传统或任何其他方式

对妇女享受《公约》规定的每项权利所强加的基于性别的区别、排斥或限制，即

便这些区别、排斥或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与《公约》具体有关的初次文件均应予

以概述。 

16.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初次文件应该充分载列有关主要宪法、立法、司法和

其他文书中保证并提供与各项权利和《公约》规定有关的补救措施的引文或摘要，

如果报告没有附呈这些资料，或者资料未以联合国某一工作语文撰写，则尤其应

这样做。 

 E. 定期报告 
 

17. 随后提交的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与共同核心文件一起，构成随后的定

期报告，其重点应该放在审查缔约国上一次报告与提交本次报告之间的这段时间

的情况。 

18.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定期文件应该按照《公约》的主要专题组（第一至第

四部分）排列内容。如果关于某一条款没有新的内容要报告，应如是说明。 

19. 随后提交的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至少应该有三个出发点： 

 (a) 提供资料，说明实施对前一次报告提出的结论意见（尤其是“关切”和

“建议”）的情况，并解释没有实施的原因或遇到的困难；
k

__________________ 

 
i
 见HRI/GEN/2/Rev.5，第 32 段。 

 
j
 使用HRI/GEN/2/Rev.5 第一章附录 3中所述的适当指标。 

 
k
 缔约国可决定在报告开始部分提供这一资料，或将其纳入报告的有关部分，特别指明具体的结

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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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缔约国对为实施《公约》而采取的补充法律步骤和措施和其他适当步骤

和措施进行分析和注重成果的审查； 

 (c) 提供资料，说明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受她们在公民、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依然存在或新出现的障

碍，并说明为克服这些障碍设想采取的措施。 

20.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定期文件应该特别论述在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确保妇

女充分享受人权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并应该分析长期趋势。 

21.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定期文件还应该论述对各妇女群体，特别是受多种形

式歧视的妇女群体实施《公约》的情况。 

22. 如果缔约国的政策和法律方针发生影响《公约》实施的根本变化，或如果缔

约国采取了新的法律或行政措施，因此有必要附呈案文以及司法裁决或其他决

定，则应该在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中如是说明。 

 F. 例外报告 
 

23. 本导则不影响委员会有关例外报告的程序。可以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48.5

条以及委员会关于例外报告的第21/I号和第31/III(h)号决定要求提交例外报告。 

 G. 报告的附件 
 

24. 如果需要，报告国可能希望向委员会所有成员分发主要立法、司法、行政和其

他补充文件，以方便报告的审议工作，为此，报告国就应以联合国的一种工作语文

随附报告提交足够多份的此类文件。这些文件可以按照统一报告导则第20段提交。 

 H. 任择议定书 
 

25. 如果缔约国已经批准或加入《任择议定书》，且委员会对收到的根据该议定

书提交的来文已发表意见，要求提供补救或表示其他关切，则与《公约》具体有

关的文件中就应列入进一步资料，说明为确保不再发生导致来函的情况而采取的

补救步骤和其他步骤。 

26. 如果缔约国已经批准或加入《任择议定书》，且委员会已经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 8 条进行调查，则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就应详述针对调查情况而采

取的进一步措施和确保不再发生导致调查的违约事件的进一步措施。 

 I. 为实施联合国各次会议、首脑会议和审查的结果而采取的措施 
 

27. 《公约》和《北京行动纲要》
l
 的实质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协同增效作用，

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公约》由一系列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义务所构成，规定了

__________________ 

 
l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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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任何其他领域享有平等权利。《行动纲

要》通过 12 个重大关切领域，规定了可用于实施《公约》的政策和方案议程。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还应该对照《公约》的具体条款，说明实施《行动纲

要》12 个重大关切领域的工作如何与缔约国实施《公约》的实质性平等框架的工

作相结合。 

28.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还应该说明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性别要素情况，

并说明实施联合国各次会议、首脑会议和审查的结果的情况。 

29.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应该酌情介绍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

决议的情况及其结果。 

 J.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的格式 
 

30. 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的格式应该遵守统一报告导则第 19 段至 23 段的

规定。初次报告不应该超过 60 页，其后的与《公约》具体有关的文件应该限于

40 页之内。段落应该按顺序编号。 

 K. 委员会对报告的审议 
 

 1. 概述 
 

31. 委员会打算在审查提交委员会的报告时采取委员会与代表团建设性对话的

形式，目的在于改善缔约国实施《公约》的工作。 

 2. 关于初次和定期报告的议题和问题清单 
 

32. 委员会根据掌握的所有资料，将事先提供一份议题和问题清单，用意是澄清

和补充共同核心文件和与《公约》具体有关文件中提供的资料。缔约国必须在审

议报告的会议开始前至少三个月对清单作出书面答复。与会代表团应该做好准

备，答复委员会专家提出的其他问题。 

 3. 缔约国代表团 
 

33. 缔约国代表团中应有人了解相关情况，具备能力，拥有职权，因而能够解释

报告国境内妇女人权各方面的情况并回答委员会关于实施《公约》的问题和评论

意见。 

 4. 结论意见 
 

34. 委员会在审议报告后，将通过和发表关于报告和与代表团建设性对话的结论

意见。这些结论意见将列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委员会希望缔约国以

各种适当的语文，广泛传播结论意见，以便宣传讨论，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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