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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17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70/489/Add.2)通过] 

70/157. 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针对他人实施的不容忍、

丑化、污蔑、歧视、暴力煽动和暴力侵害行为 

 大会， 

 重申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承诺增进和鼓励对所有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普遍

尊重和信守，而不分宗教、信仰或其他区别， 

 又重申各国有义务禁止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和暴力，并执行措施，保

障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护， 

 还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 

 重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 除其他外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

良心和宗教或信仰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皈依其所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以及独自或群体、公开或私下以礼拜、仪式、实践和教义来表明其宗教或信仰的

自由， 

 又重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充分尊重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

可对加强民主、消除宗教不容忍现象起到积极作用，还重申依照《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表示深为关切鼓吹宗教仇恨从而损害宽容精神的行为， 

 重申既不能也不应把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http://undocs.org/ch/A/70/489/Add.2
http://undocs.org/ch/A/RES/7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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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和运动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对他人实施犯罪行

为，并对有人企图将这些行为与任何一种特定的宗教或信仰联系起来深表遗憾， 

 重申暴力绝对不是一种可接受的应对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行为的

手段， 

 欢迎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第 16/18 号、2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 19/25

号、3 
2013 年 3 月 22 日第 22/31 号4 和 2015 年 3 月 27 日第 28/29 号决议5 以及

大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7/178 号、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69 号和 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9/174 号决议， 

 回顾大会通过了关于为了和平而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了解与合作的

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 69/140 号决议以及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 2015 年 7 月

6 日第 69/312 号决议， 

 深为关切世界各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对他人实施不容忍、歧视和暴力侵

害行为的事件持续发生， 

 谴责一切鼓吹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或暴力行为， 

 强烈谴责一切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行为，以及针对这些

人的住所、工商企业、财产、学校、文化中心或礼拜场所的一切攻击行为， 

 又强烈谴责违反国际法，尤其是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针对宗教场所、

场址和圣祠的一切攻击行为，包括一切蓄意毁坏圣物和纪念物的行为， 

 深为关切在有些情形下有罪不罚现象司空见惯，在有些案件中则缺乏问责，

妨碍处理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公开及私下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并强调必须

作出必要努力以提高认识，扼制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传播针对他人的仇恨言论， 

 关切故意利用紧张局势或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针对个人实施的行为， 

 表示深为关切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容忍、歧视和暴力行为，包括因歧视宗教少

数群体人员而引起的事件，以及对宗教信徒的负面描绘和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

执行的专门歧视某些人的措施， 

 表示关切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表现形式日益增多，此类现象会引发

不同国家个人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个人之间的仇恨和暴力，可能会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产生严重影响，在这方面强调必须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开展宗教间、

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力求促成个人、社会和民族之间相互宽容与尊重的文化，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6/53)，第二章，A 节。 

3 同上，《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7/53)，第三章，A 节。 

4 同上，《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8/53)，第四章，A 节。 

5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70/53)，第三章，A 节。 

http://undocs.org/ch/A/RES/16/18
http://undocs.org/ch/A/RES/19/25
http://undocs.org/ch/A/RES/19/25
http://undocs.org/ch/A/RES/22/31
http://undocs.org/ch/A/RES/28/29
http://undocs.org/ch/A/RES/67/178
http://undocs.org/ch/A/RES/68/169
http://undocs.org/ch/A/RES/69/174
http://undocs.org/ch/A/RES/69/140
http://undocs.org/ch/A/RES/69/312
http://undocs.org/ch/A/66/53)
http://undocs.org/ch/A/67/53)
http://undocs.org/ch/A/68/53)
http://undocs.org/ch/A/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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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所有宗教或信仰的信徒都为人类作出了宝贵贡献，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

对话可增进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认识和了解， 

 着重指出国家、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和媒体在促进宽容、尊重

宗教和文化多样性以及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包括在普遍促进和保护宗教或

信仰自由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又着重指出提高对不同文化与宗教或信仰的认识以及开展教育以促进宽容

十分重要，因为宽容意味着公众接受并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包括接受并尊重

宗教表达，此外还着重指出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应有助于切实促进宽容以及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 

 认识到开展合作以加强实施现行法律制度，从而保护个人免遭歧视和仇恨罪

行的侵害，增进宗教间、信仰间和文化间的交流努力以及扩大人权教育，是打击

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对他人实施的不容忍、歧视和暴力行为的首要步骤， 

 回顾大会 2013 年 12 月 18 日协商一致通过的题为“构建一个反对暴力和暴

力极端主义的世界”的第 68/127 号决议，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促

进文化间对话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和埃及亚历山大港安

娜·林德欧洲 -地中海文化间对话基金会所开展的工作以及维也纳阿卜杜

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所开展的工作，又

回顾由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议通过的大会 2010 年 10 月 20 日关于世界不同

信仰间和谐周的第 65/5 号决议， 

 在这方面欢迎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为促进宗教间、文化间和信仰间和谐以

及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歧视他人的行为采取了种种举措，注意到联合国防止

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关于宗教领袖在防止可能导致暴行罪的煽动行为方面所

起作用的倡议及 2015 年 4 月 23 和 24 日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相关论坛会的宣言

草案、2015 年 9 月 6 至 8 日在地拉那举行的有来自 60 个国家的宗教领袖参加的

主题为“和平始终有可能：宗教和文化之间”的第二十八次国际宗教间年度会议

启动的“2015 年和平呼吁”以及“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歧视和煽

动仇恨和(或)暴力行为的伊斯坦布尔进程”，并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的倡议以及 2012 年 10 月 5 日在拉巴特通过的其成果文件《关于禁止构成煽

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拉巴特行动计划》，6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在伊斯坦布尔进程框架内继续组织各种讲习班和会议，以

及推动有效执行人权理事会关于打击全球暴力、宗教歧视和不容忍行为的第

16/18 号决议，特别是最近伊斯兰合作组织总秘书处于 2015 年 6 月 3 和 4 日在沙

特阿拉伯吉达主办的该进程第五次执行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6 A/HRC/22/17/Add.4，附录。 

http://undocs.org/ch/A/RES/68/127
http://undocs.org/ch/A/RES/65/5
http://undocs.org/ch/A/RES/16/18
http://undocs.org/ch/A/HRC/22/17/Ad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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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7
 

 2. 表示深为关切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而对他人实施贬低丑化、负面定性和

冠以污名的严重事件仍继续发生，并关切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组织和团体尤其是

在政府纵容下推行旨在持续丑化一些宗教团体的计划和纲领； 

 3. 表示关切世界各地宗教不容忍、歧视和相关暴力事件以及基于宗教或信

仰原因而对他人进行丑化的事件继续增多并可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产生严

重影响，在这方面谴责一切鼓吹针对个人且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宗教仇

恨行为，敦促各国采取本决议所述的有效措施，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

务，处理和制止此类事件； 

 4. 谴责一切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行为，不论其采用

印刷、音像、电子媒介还是任何其他手段； 

 5. 确认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关于各种思想的公开辩论以及宗教间、信仰

间和文化间对话，可以成为防范宗教不容忍的最佳保障之一，也可以在加强民主

和打击宗教仇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表示深信就这些问题进行持续对话有助于克

服现有的错误观念； 

 6. 又确认极有必要促使全球认识到，煽动歧视和暴力可能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产生严重影响，敦促所有会员国继续努力发展教育系统以倡导所有人权

和基本自由，增强对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宽容，这对于促进宽容、和平与和谐的

多文化社会至关重要； 

 7. 促请所有国家响应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的呼吁，采取下列行动，以便

在国内营造一种宗教容忍、和平和相互尊重的氛围： 

 (a) 鼓励创建协作网络以建立相互理解，推动对话并动员采取建设性行动，

以实现共同政策目标，力求取得切实成果，例如在教育、卫生、预防冲突、就业、

融合及媒体教育等领域实施服务项目； 

 (b) 在政府中设立适当机制，以便除其他外确定和解决不同宗教群体成员之

间可能造成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协助预防冲突和进行调解； 

 (c) 鼓励为政府官员提供有效外联战略方面的培训； 

 (d) 鼓励社区领导人作出努力，在其社区中讨论产生歧视的原因，拟订消除

这些原因的战略； 

 (e) 声讨不容忍行为，包括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宗教仇恨行为； 

 (f) 采取措施，对煽动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直接暴力行为进行刑事处罚； 

__________________ 

7 A/70/415。 

http://undocs.org/ch/A/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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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理解需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战略并协调行动，通过教

育和提高认识等活动，消除诋毁他人和对他人冠以负面宗教成见以及煽动宗教仇

恨的行为； 

 (h) 认识到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以开放、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方

式进行思想辩论以及开展宗教间、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可在消除宗教仇恨、煽

动和暴力行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8. 又促请所有国家： 

 (a)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对他

人进行歧视； 

 (b) 扶持宗教自由和多元化，帮助所有宗教团体的成员提高表达其宗教信仰

并公开、平等地为社会作贡献的能力； 

 (c) 不分宗教或信仰，鼓励个人进入并有意义地参与社会所有部门； 

 (d) 大力消除以宗教取人的行为，据理解，这种行为是以宗教作为标准来进

行审询和搜查及开展其他执法调查程序，因而令人反感； 

 9. 还促请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和政策，促进对礼拜场所以及宗教场址、墓地

和圣祠的充分尊重和全面保护，并且对易遭破坏或损毁的地点采取防范措施； 

 10. 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促进全球对话，以尊重人权及宗教和信仰多样

性为基础，在各级营造宽容与和平文化； 

 11. 鼓励所有国家在继续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交报告时，考

虑提供最新资料，说明为此所做的努力，并在这方面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在其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列入这些最新资料； 

 12.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应包括高级专员提

供的资料，说明各国按照本决议的规定采取了哪些步骤，打击基于宗教或信仰原

因而针对他人实施的不容忍、丑化、污蔑、歧视、暴力煽动和暴力侵害行为。 

 

2015年 12月 17日 

第 80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