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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70/489/Add.2)通过] 

70/156. 人权与文化多样性 

 大会，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1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 和《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 以及其他相关人权文书， 

 又回顾其 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54/160 号、2000 年 12 月 4 日第 55/91 号、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204 号、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67 号、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67 号、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55 号、2009 年 12 月 18 日第 64/174

号、2011 年 12 月 19 日第 66/154 号和 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59 决议，还回顾

其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 1999 年 12 月 10 日第 54/113 号、2000 年 11 月

13 日第 55/23 号和 2005 年 10 月 20 日第 60/4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促进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保存和发展的大量文书，特别

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于 1966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国

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3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4 其中着重阐述了维护和保护丰富文化多样性的

重要性，并反映了这方面的不同经验和视角，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十四届会议，1966 年，巴黎，决议》。 

4 A/7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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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所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

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指出，各国不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

制度上有何差异，都有义务在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相互合作，促进普遍尊重和承认

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及一切形式基于宗教的不容忍， 

 欢迎在其 2001年 11月 9 日第 56/6 号决议中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又欢迎 20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8 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

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在日内瓦

举行的德班审查会议以及 2011 年 9 月 22 日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十

周年大会高级别会议对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还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于 2001 年 11 月 2 日通

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5 及其《行动计划》，6 其

中各成员国邀请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有关的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合作，促进落实《宣言》及其《行动计划》所述原则，以期增强有

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协同增效行动， 

 回顾 2007 年 9 月 3 日和 4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人权与文化多

样性问题部长级会议， 

 重申所有人权都具有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且相互关联，国际社会必

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等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来全面对待人权，而且

虽然必须顾及国家和区域特点以及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意义，但是各

国不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表示关切不尊重和不承认文化多样性对于人权、正义、友谊和基本发展权的

不利影响， 

 认识到文化多样性以及所有民族和国家对文化发展的追求是人类文化生活

相互充实的源泉， 

 又认识到不同文化对发展及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作出的贡献， 

 考虑到和平文化能积极促进非暴力和对人权的尊重，加强各民族和国家之间

的团结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重申歧视对待不同文化和宗教有损人类平等原则， 

 认识到所有文化和文明共享一套普遍价值， 

 又认识到促进土著人权利及其文化和传统将有助于尊重和承认各民族和国

家的文化多样性， 

__________________ 

5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2001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3

日，巴黎》，第 1 卷，《决议》，第五节，第 25 号决议，附件一。 

6 同上，附件二。 

http://undocs.org/ch/A/RES/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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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对文化、族裔、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的宽容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及其内部的

对话，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个人和人民之间的和平、谅解和友谊至关重要，

而针对不同文化和宗教表现出的文化偏见、不容忍和仇外心理则造成全世界各民

族和国家之间出现仇恨、暴力和极端主义， 

 认识到每种文化都有值得认可、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并深信所有文化

都丰富多彩、多种多样且相互影响，都是全人类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 

 深信促进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和文明间宽容和对话，将有助于各民族和

国家努力通过对知识及思想、道德和物质成就的互利交流，丰富各自文化和传统， 

 肯定世界的多样性，确认所有文化和文明都有助于人类丰富多彩，承认必须

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文化多样性，为了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决心致力

于增进世界各地的人类福祉、自由和进步，并鼓励不同文化、文明和民族之间相

互宽容、尊重、对话与合作， 

 1. 申明各民族和国家在和平、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国内和国际气氛中维护、

发展和保存文化遗产和传统的重要性； 

 2. 强调文化对于发展以及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和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

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重要贡献； 

 3. 欢迎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7 会员国在该

议程中承认世界大自然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确认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推动可持

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4. 确认《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文化多样性赋予的重要性，包括关于确

保提供包容和公平优质教育并促进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4； 

 5. 又确认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惠益； 

 6. 申明国际社会应力求以确保尊重各地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应对全球化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 

 7. 表示决心防止和减轻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趋同，并为此促进和保护文化

多样性，以此为导向增加文化间交流； 

 8. 申明文化间对话实质上可以丰富对人权的共同理解，通过鼓励和发展文

化领域国际接触与合作而取得的惠益有着重要意义； 

 9. 欢迎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确

认必须尊重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多样性并尽可能充分利用多样性的惠益，在各

社区和国家内部以及在彼此之间实施和提倡正义、平等和不歧视、民主、公平和

友谊、宽容和尊重的价值观和原则，特别是通过宣传和教育方案，包括由政府当
__________________ 

7 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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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与国际及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其他部门合作执行的方案，增进对文化多样

性惠益的认识与理解，共建和谐且富有成效的未来； 

 10. 强调应增强以平等尊严为基础的不同宗教、文化和文明间对话，为此应

支持在国际层面努力减少对抗，制止仇外心理和促进尊重多样性，并在这方面还

强调，各国应反对任何鼓吹单元文化或者将特定社会或文化制度模式强加于人的

企图，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和平文化及不同宗教间对话，这将有助于实现和平、

安全与发展； 

 11. 欢迎德黑兰不结盟运动人权和文化多样性中心的各项活动，确认该中心

在促进所有人权的普遍性以及实现所有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确认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可促进文化多元，有助于更广

泛地交流知识和了解文化背景，推动世界各地落实和享受普遍接受的人权，并增

进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稳定友好的关系； 

 13. 强调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文化多元和宽容，对增进尊重文化权

利和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 

 14. 又强调宽容和尊重多样性有助于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性别平等和

人人享受所有人权，并强调指出宽容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与普遍促进和保护人权相

辅相成； 

 15. 敦促国际舞台上的所有行为体建立一个基于包容、正义、平等和公平、

人类尊严、相互理解、促进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及普遍人权的国际秩序，摒弃基于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一切排他理论； 

 16. 促请各国、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并着手落实有关人权的文化

间举措，以促进所有人权，从而扩大人权的普遍性； 

 17. 敦促各国确保其政治和法律制度反映本国社会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并在

必要时改进民主机构，使之更具充分参与性，避免某些社会部门遭受边缘化、排

斥和歧视； 

 18. 促请各国、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并邀请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

承认和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以推动实现和平、发展和人权得到普遍接受的目标； 

 19. 强调指出有必要自由利用媒体以及信息和通信新技术，为恢复不同文化

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创造条件； 

 20.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中充

分考虑到本决议提出的问题； 

 21. 又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并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支持各项旨在

促进人权问题文化间对话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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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敦促相关国际组织就尊重文化多样性如何有助于国际团结和国家间合

作开展研究； 

 23. 请秘书长结合会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编写一份关

于本决议执行情况，包括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在确认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间文化多

样性及其重要性方面所作努力的报告，并将该报告提交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 

 24.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题为“人

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的分项下继续审议这个

问题。 

 

2015年 12月 17日 

第 80次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