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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6 年 6 月 30 日通过的决议 

  32/5. 

人权与任意剥夺国籍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规定， 

 又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该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

的国籍不得被任意剥夺， 

 重申理事会 2008 年 3 月 27 日第 7/10 号决议、2009 年 3 月 26 日第 10/13 号

决议、2010 年 3 月 24 日第 13/2 号决议、2012 年 7 月 5 日第 20/4 号决议、2012

年 7 月 16 日第 20/5 号决议和 2014 年 6 月 26 日第 26/14 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

会通过的以往所有关于人权与任意剥夺国籍问题的决议， 

 又重申理事会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 19/9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考虑到未办理

出生登记的人员可能容易陷入无国籍因而无保护的状态， 

 确认各国有权根据国际法制定关于获得、放弃或丧失国籍的法律；注意到大

会已在国家继承的大议题内审议无国籍问题， 

 重申《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作为防止和减

少无国籍状态并确保无国籍人得到保护的手段意义重大， 

 回顾《儿童权利公约》，尤其是《公约》第 3、第 7 和第 8 条，其中确认儿

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并保障儿童出生后立即登记并获得国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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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以及关于无国籍和国籍问题的国际文书中的条款承

认获得、改变或保留国籍的权利，禁止任意剥夺国籍，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卯)款第(3)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十四条第 3 款、《已婚妇女国籍公约》第一条至第三条、《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八条、《减少无国籍状态公

约》、《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以及有关区域文书， 

 又注意到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2004 年)， 

 回顾被任意剥夺国籍者受到国际人权和难民法以及有关无国籍问题的各项文

书的保护，包括针对缔约国的《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

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保护， 

 强调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必须

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全面对待各项人

权， 

 回顾大会 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35 号决议，其中大会特别敦促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开展工作，识别无国籍人身份，防止和减少无国籍状

态，保护无国籍人， 

 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于 2014 年 11 月发起全球 10 年结束无国籍状

态之我有所归属运动， 

 铭记大会 1986 年 12 月 3 日第 41/70 号决议赞成吁请各国促进人权和基本自

由，力避因国籍、族裔、种族、宗教或语言原因剥夺其人口中某些个人的人权和

基本自由， 

 回顾大会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各项决议，尤其是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3 号决议、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34 号决议、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18 号决议和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2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各国在

处理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时，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有关国家继

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各项条款的规定， 

 又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还回顾其目标 16 下关于为所有人提

供法律身份包括出生登记的具体目标 9， 

 承认不歧视原则适用于国籍权的解释和落实， 

 确认任意剥夺国籍对属于少数群体者有着极大的影响；回顾少数群体问题特

别报告员在国籍权问题上所做的工作， 

  

 
1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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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表关切的是，某些个人或群体被任意剥夺国籍，特别是出于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本源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

状况等歧视性理由被任意剥夺国籍， 

 承认过去发生的歧视性剥夺国籍事件，包括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或依据专门制

定的法律剥夺国籍的事件，使很多人陷入痛苦和无国籍状态， 

 注意到上述一些情况至今仍未解决，造成了世代相传的无国籍状态，影响到

最初被剥夺国籍者的子孙， 

 回顾任意剥夺国籍会导致无国籍状态，为此对国家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义务

而对无国籍人实行的各种形式的歧视表示关切， 

 强调必须充分尊重国籍可能受到国家继承影响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1.  重申人人享有国籍权是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书的一项基本人权； 

 2.  强调任意剥夺国籍，特别是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

或其他见解、民族本源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包括残疾在内的其他状况等歧

视性理由任意剥夺国籍，是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犯； 

 3.  强调各国不得以某人因遭任意剥夺国籍而导致的无国籍状态作为剥夺其

享有其他人权的理由； 

 4.  吁请各国避免采取歧视性措施，避免颁布或维持可能出于种族、肤色、

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本源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包括

残疾在内的其他状况等理由任意剥夺国籍的立法，特别是在此种措施和立法造成

无国籍人时； 

 5.  促请各国按照国际法原则通过并执行国籍法，以避免无国籍状态，尤其

是防止任意剥夺国籍和国家继承造成的无国籍状态； 

 6.  鼓励各国向发生国家继承之前长期居住在其境内的人授予国籍，特别是

在这些人否则会成为无国籍人时； 

 7.  注意到个人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可能因任意剥夺国籍而受到阻

碍，而且这些人的人权更易遭到侵犯； 

 8.  表示关切的是，被任意剥夺国籍者可能遭受贫穷和社会排斥，法律行为

能力有限，这不利于其享有有关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尤其是教

育、住房、就业、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 

 9.  重申每个儿童都有权获得国籍；确认特别需要保护儿童免遭任意剥夺国

籍； 

 10.  又重申保护每一名儿童获得国籍的权利，其首要目的是避免儿童因没

有国籍而获得的保护不足； 

 11.  重申身份权与国籍权紧密相联； 



A/HRC/RES/32/5 

4 GE.16-12198 

 12.  促请各国为每一名儿童进行出生登记，不论其本人或其父母是何国

籍、是否具有国籍以及法律身份如何，并确保所有儿童均能获得身份证明； 

 13.  吁请各国遵守最低限度的程序性标准，以确保有关获得、剥夺或改变

国籍的决定不具有任何任意性成分，并按照其国际人权义务可接受复审； 

 14.  促请各国在对丧失和剥夺国籍问题作出规定时，确保在国内法中纳入

防止无国籍状态的保障措施； 

 15.  吁请各国确保落实此类保障措施，确保被任意剥夺国籍者可以获得切

实有效的补救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恢复国籍； 

 16.  又吁请各国考虑丧失或剥夺国籍同丧失或剥夺国籍所要保护的利益是

否相称，包括考虑无国籍状态的严重影响，并考虑可以采用的替代措施； 

 17.  促请各国避免让丧失或剥夺国籍自动延伸至当事人的被抚养人； 

 18.  欢迎秘书长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6/14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的报告2
 以及其

中的结论和建议； 

 19.  强调任意剥夺国籍会将儿童置于人权更易受到侵犯的处境； 

 20.  促请各国确保被剥夺国籍的儿童能充分享有各项人权，包括身份权、

受教育权、健康权、适足生活水准权、家庭生活权和迁徙自由； 

 21.  又促请各国确保始终保护被剥夺国籍儿童的人权免遭一切形式的侵

犯，包括剥削、贩卖、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任意剥

夺自由； 

 22.  鼓励尚未加入《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公

约》的国家考虑加入这两项公约； 

 23.  欢迎联合国各机构和实体以及人权条约机构在减少无国籍状态、消除

任意剥夺国籍现象方面不断开展努力； 

 24.  促请联合国有关人权机制和适当的条约机构，并鼓励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从一切相关来源收集有关人权与任意剥夺国籍问题的资料，

并在各自的报告中和在各自任务范围内进行的活动中考虑到这些资料以及有关建

议； 

 25.  鼓励各国与全球结束无国籍状态之我有所归属运动等国际倡议充分合

作，并遵守其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下作出的承诺，包括在目标 16 下

关于为所有人提供法律身份包括出生登记的具体目标 9 之下作出的承诺； 

 

  

 
2
 A/HRC/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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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这一议题。 

2016 年 6 月 30 日 

第 42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