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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项目 69(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系根据大会第 70/173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七十一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本报告反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
状况的模式和趋势，并就如何更好地执行该决议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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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71/150。

* 由于与会员国进行协商，本报告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后提交。

16-15386 (C)

210916

*1615386*

270916

A/71/374

一. 导言
1.

本报告系根据大会第 70/173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大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报告提供资料，介绍该决议的执行
进展情况，并以上述决议中所述关切事项为重点。
2.

在编制本报告时，秘书长参考了联合国人权条约监测机构、人权理事会特别

程序和联合国各实体提出的意见。还参照了国家官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料。
3.

自秘书长就此问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上一次报告(A/HRC/31/26)以来，侵犯

人权现象继续大量出现。具体而言，有许多人、包括被控犯罪发生时仍是少年的
个人遭处决；包括鞭笞在内的体罚持续存在；对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对待仍然令
人关注，一些联合国人权机制已提出此类关注；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继续面临迫
害和遭到起诉。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概览
A.

死刑
4.

2015 年 10 月 19 日，秘书长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了大量处决表示严重关

切，他再次呼吁该国政府暂停执行处决，目标是最终废除死刑。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数次重申了这一呼吁。秘书长感到遗憾的是，政
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处决或暂停使用死刑。
5.

据报告，2015 年至少有 966 人遭处决，这是二十多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自

2008 年上升趋势开始以来这一趋势继续得以保持。在 2016 年上半年，至少有 200
人被处决。尽管这一数字很高，但与 2015 年上半年相比被处决人数有所减少，
人数减少可能部分与 2016 年 2 月举行议会选举有关。事实上，自 2009 年以来就
出现了一种处决在投票日之前显著减少、随后急剧增加的模式。
6.

大多数处决涉及毒品犯罪。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时坚持认为，贩毒是最

严重的罪行，对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理应使用死刑。他们声称，在打击贩毒过
程中，有至少 4 000 名治安人员死亡，12 000 人受伤，在这方面已花费了数百万
美元。
7.

负责监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一再

强调，毒品犯罪除非涉及蓄意杀人，没有达到最严重罪行门槛。1
8.

处决之前进行的审判往往达不到《公约》第十四条要求确保的国际公平审判

标准，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还是该《公约》缔约国。2 例如，2016 年 4 月 9 日，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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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hid Kouhi 和另外两人遭处决，罪名是在吉兰省从事麻醉品贩运。他在被发现
藏有 800 克冰毒后，于 2012 年被判处死刑。3 对审判的公正性和他的上诉权被
剥夺曾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时申明，为被判死刑者提供
了适当程序保障，包括提供辩护律师服务。
9.

2016 年 2 月，分管妇女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沙欣多赫特·莫拉韦尔迪曾表

示，在锡斯坦-俾路支省一些村，村里男子因毒品犯罪全被处决。Molaverdi 女士
批评当局没有向遭处决者的家人提供支助。4 2016 年 4 月 10 日，司法机关发言
人指出，莫拉韦尔迪女士被传唤到检察官办公室，要她就其评论意见作出解释。5
10. 秘书长感到鼓舞的是，司法、行政和立法机关越来越认识到死刑对遏制毒品
犯罪成效不彰。例如，2016 年 3 月 8 日，人权事务高级委员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贾
瓦德·拉里贾尼就质疑与毒品有关的处决是否有成效，并强调需要修订禁止麻醉
药品法，藉此可减少处决人数。不过，他告诫说，这种修订不会使对贩毒实行的
死刑遭废除。6 2015 年 12 月，70 名议员提出了一项不再对毒品罪强制实施死刑
的修正法案，规定应对此类犯罪判处终身监禁(见 A/HRC/31/26)。秘书长再次呼
吁当局暂停使用死刑，直到新一届议会对此项法案辩论过为止。
11. 继续有报告称妇女和外国国民被绞死。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据报告
至少有 15 名妇女被处决，罪名主要是毒品犯罪和谋杀，至少有 20 名外国人(主
要是阿富汗人)被处决，1 200 多人已被判处死刑(见 A/70/304)。
12. 对被控犯有死罪者、尤其是犯死罪的外国人，司法机构一再未能坚持公平审
判程序。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时称，已向外国人宣传了参与走私毒品的后果，
并有系统地向其提供了翻译和辩护律师服务。
13. 2015 年有 50 多次处决是公开进行的，
2016 年上半年至少有 10 次公开处决。
据报告，儿童旁观了一些处决。当局辩解称，公开处决是很少执行的，要执行的
话是要达到一种震慑作用。秘书长对持续存在这一没有人性、残忍、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的做法感到震惊。
14. 此外，据估计，多达 60%的处决据报告是在官方机构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
执行的。在许多情况下，被处决者的家人或法律代表在处决前没有得到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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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法规定，即便犯有各种较轻的毒品罪、包括持有超过 30 克的甲基苯丙胺，均会被判处死
刑。

3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9816&a。

4

Mehr 新闻社，2016 年 2 月 23 日。可查询：www.mehrnews.com/news/3561192/。

5

伊朗学生通讯社，2016 年 4 月 11 日。可查询：www.isna.ir/news/95012208372。

6

PressTV，
“Iran needs revision of drug-related laws: judiciary official”
，2016 年 3 月 8 日。可查询：
www.presstv.com/Detail/2016/03/08/454570/Iran-drug-crimes-executions-Larij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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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未成年人的处决
15. 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条约机构对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的少年犯遭处决一直表示关切。2016 年 4 月 14 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
据报告有很多少年犯被判处死刑表示严重关切。他回顾国际人权法严禁处决少年
的规定，敦促当局确保无人因在 18 岁以下所犯罪行被处决。
1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在他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
议的报告中提到，在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间，至少有 73 名少年犯被处决
(A/HRC/31/69)。他指出，截至 2016 年 3 月，据报告至少有 160 名少年犯被判处
死刑。
17. 尽管 2013 年对《伊斯兰刑法》进行的改革规定对将未成年人判处死刑作例
外处理，法院仍将犯罪发生时未成年的被告判处死刑。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其 2016
年 1 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情况的审查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
“法官对此种例外
有充分的酌处权，允许、但并非强制法官寻求法医专家的意见，但有几个人在此
类审判后被再次判处死刑”(见 CRC/C/IRN/CO/3-4)。委员会敦促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停止处决儿童和犯罪时未满 18 岁者；采取立法措施，废除对为原样报复而
犯罪、但犯罪时未满 18 岁者适用死刑；为所有被判死刑、但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
罪犯减刑。
18.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就有即将被处决风险的 11
名少年犯 8 次紧急致函有关当局。例如，目前被关在 Adelabad 监狱的 Mohammad
Ali Zehi，因被控参与贩毒而将被处决，但被控的贩毒活动发生时他年龄未满 18
岁。他于 2008 年被逮捕，据报告遭受酷刑，被迫作出虚假供词，被革命法院判
处死刑。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让他见家人，也不让他见律师，直到审判开始(见
A/HRC/32/53)。
19. 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时称，2016 年没有任何少年遭处决，司法机关正努
力防止处决少年犯，办法包括鼓励受害者家庭和施暴者双方达成解决办法，以及
提供经济资助。它们还辩称，原样报复是受害者家人的一项权利，司法机关不能
推翻。

C.

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及处罚
20. 尽管以经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形式出现的一些保障措施已于 2015 年 6 月
生效，但提供保护以免受酷刑的措施仍不符合国际标准。《诉讼法》没有界定具
体的酷刑罪行，使囚犯容易遭受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此外，
《诉讼法》中没有作出详细规定来支持不得将通过酷刑取得的供词作为可予采纳
的证据。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目前持续存在一种趋势，就是威胁使用或实际使
用酷刑，对囚犯或被警察拘留的个人、特别是因政治目的被监禁的人进行“逼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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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其他自证其罪的证据。这些供词在法庭诉讼程序中经常被用作可予采纳的
证据。此外，被拘留者从被拘留的那一刻起可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一直未获保障。
21. 政治犯似乎尤其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有着库尔德血统的伊朗人 Zeinab
Jalalian 就是一例，据报告她在克尔曼沙阿前往萨南达季时，于 2008 年 3 月被情
报和安全人员逮捕。据报告安全人员对她猛踢，将她手脚捆绑起来，并把她带到
了克尔曼沙阿的 Naft 广场拘留中心。在拘留期间，Jalalian 女士据称遭到长时间
的审讯和殴打，并被单独囚禁几个月之久。据报告她还遭到强奸威胁，并受到其
他形式的酷刑，包括将她的头撞墙、鞭打她的脚和让她用受伤的双脚走回审讯室。
在进行简短的审讯后，初审法院于 2008 年 12 月判处她死刑。据报告克尔曼沙阿
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见 A/HRC/WGAD/2016/1)。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
时称，Jalalian 女士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是采取反制度武装行动、参加库尔德斯坦自
由生活党、未经许可携带和持有武器和军事装备及从事反制度宣传。他们指出，
Jalalian 女士最近已获得宽大处理，她的判决已从死刑减为终身监禁。
2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监狱存在很广泛的过度拥挤和关押率较高问题，其状况仍
然令人极为关切。在过去二十年中，平均每年有 30 万人遭监禁，其中 50%是因
与毒品有关的罪行而被监禁的。生活空间极为有限、食物质量低劣、厕所和淋浴
数量不够、供暖不足，这些都是许多拘留设施的共同特点。
1.

单独囚禁
23.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继续收到报告说单独囚禁被广泛使用。这些报告指出，
当局据报告经常将被拘留者和囚犯单独囚禁，时间从一周到数年不等，有时甚至
无限期单独囚禁。例如，一个精神运动的创始人、作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外所采用另类疗法理论实践者 Mohammad Ali Taheri 自 2011 年 5 月被捕以来一直
被单独囚禁。他因侮辱伊斯兰的神圣而被判处五年监禁。尽管已服满刑期，他仍
未得到释放。
24.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如
果伴有适足有效的保障，短时间的单独囚禁在某些情况下还说得过去，但长期或
无限期单独囚禁绝不应成为合法的工具，因其可能造成严重的身心痛苦，违反了
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 (见
A/HRC/31/57/Add.1)。

2.

获得适足的保健服务
25. 被剥夺自由的人，特别是政治犯，仍然得不到适足的保健服务。在许多情况
下，据报告拒绝给予医治被用作一定程度的惩罚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如此严重，
以致构成了酷刑。2016 年 4 月 27 日，一些特别报告员公开表明，十多名政治犯
因健康状况恶化且当局继续拒绝为其提供治疗而有可能死亡，对此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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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无法获得适当医疗的囚犯中，有一人就是试验性激光物理学家 Omid
Kokabee。他学成之后自美利坚合众国返回，其后因据称是与一个敌对政府的联
系问题而于 2011 年 1 月遭逮捕，目前正在服 10 年徒刑。Kokabee 先生被诊断患
有肾癌，因没有得到及时适当的治疗，右肾必须摘除。由于国际社会的大声疾呼，
Kokabee 先生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获得了为期两周的病假。7 他的状况似乎反映
了一种模式，即当局拒绝让政治犯得到医治，当局要么不把他们送到医院接受专
门治疗，要么在他们刚动了大手术后就把他们重新投入监狱。当局在评论这一报
告内容时称，监狱中设有提供标准医疗服务的医疗设施，监狱中的医疗服务是免
费的。他们报告说，囚犯可以利用各种福利设施，可以去商店，有美发师为其理
发，可以利用健身房，可以参加教育和文化课程，可以去电影院、图书馆，并经
常与家人和亲属见面。
27. 联合国人权机制，尤其是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一再提请当局注意不让得到
医护和享有标准拘留条件的指控，敦促当局开展更全面的监狱改革。2016 年头五
个月期间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14 次致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其中 6 次涉及
被拘留者获取医疗保健服务问题。禁止酷刑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不断强调，
拘留条件不适足可是一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形式。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规定，所有监狱均应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有机会迅速获得医治，应将需
要专科治疗或手术的囚犯转到专门机构或平民医院(见 A/HRC/31/57/Add.1)。
3.

鞭笞
28. 鞭笞一再使用，一直令人严重关切。于 2013 年生效的《伊斯兰刑法》规定，
对侮辱先知、鸡奸、强奸、通奸和酗酒者实施鞭笞。有报告说，对不遵守斋戒者、
不遵守伊斯兰着装规范者、参加抗议活动者、举办男女混合社交聚会者、与无关
的异性握手者也实施这一惩罚。当局为将鞭笞作为惩罚进行辩护，它认为，鞭笞
被用作劝诫手段，替代监禁并避免出现监禁的社会、道德和经济后果。
29. 2016 年 5 月 31 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谴责 5 月 26 日 35 名学生在被
发现在加兹温举办毕业聚会后遭鞭笞。根据国家媒体，这些学生在 24 小时内遭
逮捕，受到检察官办公室审讯，被判受 99 下鞭笞，并实际遭到鞭打。在一个类
似的案件中，5 月，据报告西阿塞拜疆省有 17 名矿工遭鞭笞，原因是他们抗议
Agh Dara 金矿将 350 名工人解雇。这一判决引起议员们的反应，一些议员谴责这
种惩罚是不人道的，是中世纪野蛮的。8 6 月 10 日，博客作者和作家 Mohammad
Reza Fathi 因散布谣言和扰乱公共舆论而被判处 444 下鞭笞。9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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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伊朗人权运动，
“Imprisoned physicist given two-week medical furlough after losing cancerous
kidney”
，2016 年 5 月 25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5/omid-kokabee-8/。

8

Iran Emroz News，2016 年 6 月 1 日。可查询：www.iran-emrooz.net/index.php/news1/62267/。

9

Atreyas News，2016 年 6 月 10 日。可查询：http://www.atreyas.ir/2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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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禁止酷刑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对鞭笞的使用、特
别是对妇女的使用一再表示关切，并呼吁予以废除。10
4.

石刑处决
31. 2016 年 1 月 20 日，若干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发函，11 对 Fariba Khalegi
有可能很快遭石刑处死表示关切；Khalegi 女士因被怀疑参与谋杀自己的丈夫而
于 2013 年 11 月被捕。Khalegi 女士最初被无罪释放，但后来被指控与杀害她丈
夫的被控凶手存在性关系。2014 年 10 月 15 日，据报告她被判定犯有通奸罪，并
被处以用石头砸死。2015 年 1 月 27 日，据报告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伊斯兰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对被判定犯有通奸罪者处以“石刑”。当局在评论这一报
告内容时认为，将通奸刑事定罪符合对伊斯兰法的解释，伊斯兰教法所述的惩罚
在遏制犯罪和维护道德规范方面是有成效的。当局还说，根据《伊斯兰刑法》，
法官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根据情节证据，作出以石刑为处罚的判决。
32. 联合国人权机制认为，以石刑处决构成为一种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人权事务委员会还得出结论认为，因通奸而以石刑处死是
一种与“罪行”性质极不相称的处罚。12

D.

表达自由
33. 秘书长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已承诺放松对表达自由的限制，而且他
承认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不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进展甚微，表达自由和
见解自由受到更多侵蚀。
34. 秘书长尤其感到关切的是，持续存在将记者和网上活动人士任意逮捕和定罪
的情况。13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第三多
的国家，是新闻审查第七严厉的国家。14 截至 2016 年 3 月，据报告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已至少有 47 名记者和因特网使用者被监禁(见 A/HRC/31/69)。
35. 秘书长呼吁当局立即停止因和平合法行使见解和表达自由权就任意逮捕和
拘留的做法，并释放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上述人士。他还重申，没有道理地对诉
诸媒体实行限制与人的尊严原则不符，侵犯了多项人权。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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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037&LangID=E。

11

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
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

13

保护记者委员会，
“2015 prison census: 199 journalists jailed worldwide”
，2015 年 12 月 1 日。可
查询：http:// cpj.org/imprisoned/2015.php。

14

保护记者委员会，
“10 most censored countries”
。可查询：https://cpj.org/2015/04/10-mostcensored-countri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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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秘书长重申他谴责对《伊朗》日报记者 Afarine Chitsaz、Farhikhteghan 日报
编辑 Ehssan Mazandarani、Andisheh Pouya 月刊记者 Saman Safarzai、反对派新闻
网站 Roozonline 编辑的兄弟 Davoud Asadi 的不合理、不相称的判刑，谴责使目前
仍被关押的、患有各种疾病的独立记者 Issa Saharkhiz 目前所处的处境。这五位人
士于 2015 年 11 月被穿便衣的革命卫队情报部门人员逮捕，罪名据称是参与影响
公众舆论、代理西方政府危害伊斯兰共和国的“渗透网络”
。2016 年 4 月，Chitsaz
女士、Mazandarani 先生、Safarzai 先生和 Asadi 先生被判多项罪名成立，包括“散
布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宣传”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和与外国政府接触”。他们
分别被判处五到十年不等的监禁。
37. 此外，人权活动者和博客作者 Hossein Ronaghi 于 2009 年被逮捕，并被判处
15 年监禁，他尽管健康状况日益不佳，但仍被关在监狱里。2015 年 5 月 25 日，
德黑兰大学已退休的高分子化学教授 Mohammad Hossein Rafiee Fanood 病已很重，
但仍因在他的网站上张贴他就社会和政治问题撰写的文章而被判处六年监禁，并
被禁止从事政治和新闻活动两年。
1.

艺术表达
38. 秘书长对新闻记者以外的领域、如创造艺术和音乐方面一系列侵犯表达自由
权行为感到关切。例如，音乐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另类音乐分销商 Barg Music
创始人 Mehdi Rajabian、
他的兄弟、影片制作人 Hossein Rajabian 以及音乐家 Yousef
Emadi 三人于 2013 年 10 月被革命卫队逮捕，并被单独囚禁了两个多月，在此期
间，受到在电视上作出虚假供述的巨大压力。据报告 Mehdi Rajabian 先生在被拘
留期间多次遭受酷刑。2016 年 2 月底，三人经上诉后每人被正式被判处三年监
禁，罚款 5 000 万里亚尔(约 1 650 美元)，之前他们原被判处六年监禁，罚款 20
亿里亚尔。15 他们被控通过制作和推销地下音乐“侮辱神圣”和“从事反国家
宣传”
。16 这些人的待遇似乎完全与和平行使艺术表达自由权和创造性有关。
39. 秘书长对艺术家和漫画家 Atena Farghdani 于 2016 年 5 月 4 日获释表示欢迎。
她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被捕，罪名是散布反制度宣传，通过绘画侮辱议会议员。
2015 年 6 月，她被判处 12 年半监禁，在这一刑期中，她已服刑约 6 个月。

2.

对社交媒体活动分子的迫害
40. 秘书长对社交媒体活动分子日益受迫害感到遗憾。2016 年 5 月，当局逮捕了
至少八名 Instagram 用户，其中大多数是伊朗时装业的大牌模特，罪名是“不符
合伊斯兰教行为”和“宣扬西方的乱交”
。17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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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际伊朗人权运动，
“Iranian music distributor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2016 年 3 月 1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3/iranian-music-distributors-sentenced/。

16

Freemuse,“Art under threat: attacks on artistic freedom in 2015”
，2016 年 2 月 22 日。可查询：
http://freemuse.org/archives/11751。

17

Richard Spencer 和 Ahmed Vahdat，
“Iranian models arrested and forced to give public self-criticism
for posting pictures without headscarves ” ,Telegraph 。 2016 年 5 月 16 日 。 可 查 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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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伊朗名为“蜘蛛行动 2”的网络犯罪监测方案，跟踪和镇压社交媒体用户，
迄今已导致若干因特网使用者被逮捕和监禁，其罪名是“侮辱伊斯兰教”、
“出版
不道德和腐败材料”以及“鼓励个人实施不道德行为”。18
42. 最近，该国最高网络空间理事会于 2016 年 5 月发布命令，要求社交短讯应
用程序用伊朗服务器储存用户数据。19 该命令使当局可以进入与 Telegram 短讯
应用程序有关联的 2 000 万伊朗账户，强化了对因特网流量原本已严厉的审查制
度。20 Telegram 的使用在该国每周的因特网流量中占 50%以上，它面临着限制，
在当局抱怨有色情内容后，含有向公众发送的短讯的 50 多个频道被封住。此外，
司法机构仍有权在今后封闭应用程序。21
43. 该国国内的用户仍完全无法使用脸书和推特，当局以“保护家庭和伊斯兰文
化”为由任意禁止内容。22 当局证实了对使用 YouTube、脸书和推特的限制，
宣称这些措施制止预防恐怖主义活动，预防宣扬极端主义和暴力，预防侵犯隐私。
2016 年 5 月，最高网络空间理事会威胁说，如果社交媒体公司不交出与伊朗用户
有关的所有数据，它们就会被禁止在该国开展业务。23

E.

难民待遇
44. 秘书长赞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收容 951 000 名难民的举动，这是世界上
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其中大部分来自阿富汗。24 当局采取重要措施，确保难

__________________

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5/16/iranian-models-arrested-for-posting-pictures-without-headsca
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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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Radiozamaneh，
“News sites under close scrutiny for‘election offences’”
，2016 年 1 月 25 日。可
查询：https：//en.radiozamaneh.com/featured/news-sites-under-close-scrutiny-for-election-offences。

19

国际伊朗人权运动，
“Hardline council fires new shot against Rouhani administration in battle over
social media in Iran”
，2016 年 6 月 3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6/social-mediaservers-transfer-to-ran/。

20

Saeed Kamali Dehghan，
“Telegram: the instant messaging app freeing up Iranians conversations”
，
《卫报》
，2016 年 2 月 8 日。可查询：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08/telegram-theinstant-messaging-app-freeing-up-iranians-conversations。

21

国际伊朗人权运动，
“Popular telegram messaging application survives censorship vote in Iran”
，
2016 年 1 月 7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1/telegram-not-filtered/。

22

Radio Zamaneh,“Ministry funds Internet‘smart filtering’at 11 universities”,2016 年 2 月 14 日。
可查询：https://en.radiozamaneh.com/featured/ministry-funds-internet-smart-filtering-at-11universities/.。

23

Emirates 24 News，
“Iran’s deadline for social media firms”
，2016 年 5 月 30 日。可查询：
www.emirates247.com/news/iran-s-deadline-for-social-media-firms-2016-05-30-1.631506。

2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
“Mid-year trends 2015”(2015 年，日内瓦)。可查询：
www.unhcr.org/56701b9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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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25 教育部表示，在 2014-2015 学年，有 360 693 名阿富
汗学生和 8 586 名伊拉克学生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教育系统上学。2015 年 5
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宣布，所有阿富汗人不论身份如何，均有上学的
权利。26 之前，未登记难民的子女被禁止上学。
45. 2015 年，政府与伊朗健康保险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
签署三方协定，将近 100 万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纳入政府资助的全民公共健康保
险计划。这使他们可以获得卫生部所有附属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27
46. 然而，难民继续面临着不平等、歧视和虐待。只有持有通过“Amayesh”系
统颁发的工作许可证的难民才能工作。28 伊朗人与无登记难民结婚也仍然存在
诸多障碍，妇女无法因其公民身份而让子女和非公民配偶获得这种身份。非婚生
儿童不能获得出生证或旅行证件，并自动地被禁止取得公共服务。29
47. 大多数省份对难民居留实施了限制。30 2016 年 7 月，亚兹德省当局警告公
民不要向非本土伊朗人、尤其是阿富汗难民出租房屋，并命令他们在 15 天内将
此类居民从其房屋中逐走。31
48. 强制遣返难民仍然是令人关切的问题。据报告，在 2014 年 3 月和 2015 年 3
月之间，包括 1 772 名儿童在内的 216 923 人被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制遣返，32
其中 55%的儿童无人陪伴。33 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向被遣返者下达驱逐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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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维护暴力受害者组织提供的资料。

26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Over 360,000 Afghan students study in Iranian schools: official”，2016 年
4 月 25 日。可查询：www.irna.ir/en/News/82048154/over 360,000 Afghan students study in Iranian
schools，2016 年 4 月 25 日，可查询 http://www.irna.ir/en/News/82048154/。

27

难 民 署 ，“ 2015 Global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report ” (2015 年 ， 日 内 瓦 ) 。 可 查 询 ：
www.unhcr.org/protection/livelihoods/56e80adb9/2015-global-strategy-implementation-report.html?
query=Iran。

28

Amayesh 是 2003 年推出的难民登记系统，旨在重新登记已经获得居留权的在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的所有阿富汗国民。

29

人权观察组织，
“Unwelcome Guests：Iran's violation of Afghan refugee and migrant rights”
，2013
年 11 月 20 日。可查询：www.hrw.org/report/2013/11/20/unwelcome-guests/irans-violation-afghanrefugee-and-migrant-rights。

30

同上。

31

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频道，2016 年 6 月 13 日。可查询：www.bbc.com/persian/iran/2016/06/
160613_l57_zarach_yazd_antiimmigrant_banner。

32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
“Afghan returnees’ situation overview”，2015 年 12 月 19 日。可查询：
www.aihrc.org.af/home/press_release/5233。

33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称，平均每天至少有 20 名年龄未满 18 岁者被遣返回阿富汗。见
www.bbc.com/persian/afghanistan/2016/06/160615_kk_human_rights_iran_deportation_und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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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带走个人物品和财物的情况下便被从该国强制遣返。被遣返的阿富汗人往往
在拥挤的拘留中心面对缺少饮用水的恶劣条件，他们经常受到虐待、殴打、剥削
和骚扰。34
49. 秘书长仍然对伊朗边境警察人员用枪滥射试图无证件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的阿富汗人一事表示关切。这些行为往往导致死亡，包括导致儿童死亡。2016
年 4 月初，包括儿童在内的 14 名阿富汗人试图在夜间穿越边界进入黑拉特省，
以图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寻找工作。据报告，这群人遭遇伊朗边境警察巡逻队，
后者对其开火，造成包括一名 14 岁男孩在内的 3 人死亡，4 人受伤，其余 7 人被
逮捕。被捕者遭到立即遣返，包括一名 13 岁男孩在内的几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
疗，后被遣返回阿富汗。据报告，伊朗当局于 2016 年 4 月 9 日将三名死亡男子
遗体交给阿富汗边界管理部门。2016 年 5 月 8 日，伊朗边境安全部队据报告打死
了 6 名试图越境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富汗人，打伤 18 人。35
50. 伊朗当局招募并部署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阿富汗难民和移徙人员前往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作战也引发关切。36

F.

民间社会行为者的状况
51. 人权维护者状况特别报告员对于继续任意逮捕、羁押和起诉人权维护者，阻
止其从事合法、和平人权活动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见 A/HRC/31/55/Add.1)。人权
活动者和律师经常遭到虐待，包括长期单独囚禁、有辱人格的拘留、身心折磨以
及拒绝提供紧急治疗。他们经常被定以令人质疑的罪名，经受达不到国际人权法
下正当程序权基本要求的审讯，被判处过分的徒刑。
52. 2016 年 5 月 20 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对知名人权维
护者纳尔吉斯·穆罕默迪被定罪和判刑表示愤慨。37 2016 年 5 月 18 日，德黑兰
革命法院因穆罕默迪女士代表基层组织倡导废除死刑将其判处 16 年监禁。她被
指控“集会与共谋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开展反国家宣传”
，据称审讯是闭门进
行的。尽管身体状况极为不良，但据报告穆罕默迪女士并未获得适当的专业医疗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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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
“Afghan returnees’ situation overview”，2015 年 12 月 19 日。可查询：
www.aihrc.org.af/home/press_release/5233。

35

Tolonews，
“Six killed in shootout on truck smuggling Afghans into Iran”
，2016 年 5 月 9 日。可查
询：www.tolonews.com/en/afghanistan/25188-six-killed-in-shootout-on-truck-smuggling-afghansinto-iran。

36

人权观察组织，
“Iran sending thousands of Afghans to fight in Syria: refugees, migrants report
deportation threats”
，2016 年 1 月 29 日。可查询：www.hrw.org/news/2016/01/29/iran-sendingthousands-afghans-fight-syria。

37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9996&Lan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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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 2015 年 5 月 5 日被捕之前，穆罕默迪女士因其和平的人权活动不断遭
到当局的骚扰、言语攻击和审问。38
53. 包括 Abdulfattah Soltani、Bahareh Hedayat 和 Mohammad Seddiqh Kaboudvand
在内的其他数名知名人权活动者和律师也在狱中长期服刑。Kaboudvand 先生是
库尔德人权活动者，他正在德黑兰埃温监狱服刑，已经服了十年刑期中的九年，
而他自 2015 年 10 月以来又面临新的指控。多年来，
他一直被明确指出是政治犯，
并且在可能患有前列腺癌的情况下得不到医治。2016 年 5 月，他为抗议新的指控
而开始绝食，这导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抗议 36 天后，他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获得 4 天假而临时出狱。39
54. 人权活动者被判刑，表明人权维护者和其他民间社会行为者的空间越来越
小。秘书长敦促当局停止因为人权维护者和其他民间社会行为者和平行使基本自
由而将其作为打击的对象，并为那些要自由、安全地开展重要工作的人士放开空
间。秘书长呼吁当局确保早日释放穆罕默迪女士、Soltani 先生、Hedayat 先生、
Kaboudvand 先生和所有那些仅仅因为行使人权便被关押的人。

G.

妇女的状况
55. 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时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
尤其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当局还指出，妇女已经在最高政治层
面得到了代表，包括由女性担任副总统；促进了妇女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
并采取措施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5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是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国，但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进
展甚微，且尚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
妇女权利活动者、女记者和律师的镇压还在持续。许多人面临恐吓和骚扰，在一
些情况下遭到关押或被禁止旅行。
57. 拥有加拿大、爱尔兰和伊朗公民身份的 Homa Hoodfar 是一位有声望的人类
学者，自 2016 年 6 月 6 日以来被任意羁押在埃温监狱，未经正当程序、指控和
审判，无法律代理，亦未与家人取得联系。40 她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探亲，
并为一个历史书籍项目到伊朗议会图书馆查找档案，但后来遭受一系列的审问并
被逮捕。隶属于革命卫队的安全部队据称于 2016 年 3 月 9 日突袭她的住处，没
收了她的护照、研究文件、电脑和其他个人物品。她据称受到高强度的审问，最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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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9998&LangID=E。

39

国际笔会，
“Iran: Kurdish journalist released on four-day furlough”
，2016 年 6 月 14 日。可查询：
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iran-kurdish-journalist-released-on-four-day-furlough/。

40

国际伊朗人权运动，
“Authorities Reverse Decision to Release Detained Dual National 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2016 年 6 月 21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6/nazaninzaghari-irgc-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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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次长达九个小时。Hoodfar 女士患有罕见的神经系统病症，需要定期服用药
物并接受治疗，但自从被羁押以来，她还没有获得此类治疗。一些伊朗官方新闻
媒体称 Hoodfar 女士是一个专注于女权主义研究、阴谋损害“伊斯兰价值观”的
网络共同创办人和领导人。41 当局称 Hoodfar 女士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羁
押，说她可使用医疗设施，并得到一名医生的不间断观察。
58. 侵犯行动自由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健康权和工作权对女性的影响十分严重，
早婚、以维护名誉为名实施杀害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等做法亦是如此。42 一些报
告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 60%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见 A/HRC/31/69)。根据
《2015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年龄在 19 岁及以下的伊朗妇女有 21%已婚。43
59. 秘书长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应对上述普遍存在的做法或家庭暴力和早婚行为，
包括建立适当的立法框架应对这些问题。
60. 2016 年 2 月的议会选举后，议会女性比例从 3%增至 6%，但仍需进行更多
努力，以克服决策性职位缺乏女性的局面，打破女性面临的社会壁垒。在一些地
方，这些障碍已被制度化。最近当选的议会议员 Minoo Khaleghi 据称因与一名男
性握手而被禁止履职。44 伊朗《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七条允许男性在认为
妻子就业(包括在公有和私有部门就业)“不符合家庭利益或有损他本人或妻子的
尊严”时，不让妻子就业。45 《民法典》还要求妇女服从男性，而且具体规定，
如果妇女未能满足丈夫的性需求，就可能失去包括受供养权在内的权利。46
61. 政府高级领导人不断通过言论强化女性的传统文化角色。最高领袖曾数次就
妇女的社会角色发表意见，强调妇女的最大责任是生儿育女，而妇女就业不是国
家的主要关注问题。47 这种普遍的态度反映在现实中：在 15 至 64 岁妇女中，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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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shregh 新闻社，2016 年 6 月 15 日。可查询：www.mashreghnews.ir/fa/news/590029。

42

当局在评论这一报告内容时，承认农村地区存在早婚现象，并将原因归结为地理条件和男孩女
孩的生理成熟和性成熟。当局还指出，受邻国文化影响的村庄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情况较少。当
局强调已作出努力，通过卫生保健中心和宗教领袖加强这些地区的公众认识。

43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 2015 年 全 球 性 别 差 距 报 告 》 (2015 年 ， 日 内 瓦 ) 。 可 查 询 ：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5/economies/#economy=IRN。

44

Saeed Kamali Dehghan，
“Iran bars female MP for‘shaking hands with unrelated man’
”
，2016 年
4 月 15 日。可查询：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15/iran-bars-female-mp-for-shakinghands-with-unrelated-man。

45

大赦国际，
“You shall procreate: attacks on women’s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in Iran”(2015
年 3 月，伦敦)。可查询： www.amnesty.ch/de/laender/naher-osten-nordafrika/iran/dok/2015/
iran-frauen-sollen-zu-gebaermaschinen-degradiert-werden/you-shall-procreate。

46

见《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零八条。

47

国际伊朗 人权运 动，“Societal demand in Iran for female representation in Government is
unstoppable”
，2016 年 3 月 22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3/women-victory-inparliamentary-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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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约 17%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妇女总体上面临壁垒，但经济地位较低或属于少
数群体的妇女、尤其是巴哈教徒的情况更为严峻。
62. 秘书长注意到《2015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所记录的改善情况，该报告显示
初等教育入学方面的性别均等指数达到 0.98。然而，该报告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将
伊朗排在 145 个国家中的第 106 位，其计算考量了教育系统各个级别的识字率和
就学率。

H.

属于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者的待遇
63.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和条约机构已经提到，巴哈教徒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宗教少数群体之一，其成员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这些歧视影
响到了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享有。
64. 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报告中，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问题
特别报告员对剥夺没有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48
特别是巴哈教教徒的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表示关切，指出他们经常被禁止参
与和平集会(见 A/HRC/32/36)。
65.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入技术和职业高校和非政府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权
利因宗教信仰而受到限制。“信奉伊斯兰教或宪法规定的有神宗教之一”是入学
的基本要求。这项要求导致巴哈教无法申请入学，一些人尽管已经参加国家大学
入学考试，但仍以申请“不完整”为由被拒。
66. 2016 年 3 月 8 日，Rohie Safajoo 因被控“在网上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被捕，在缴纳 5 亿里亚尔(约合 16 500 美元)保释金后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获释。
在 2014 年和 2015 年，虽然她通过了一年一度的大学录取考试，但因为信仰巴哈
教而收不到成绩，因此无法接受高等教育。Safajoo 女士开始活跃于社交媒体，在
“脸书”个人页面提到她和其他巴哈教徒面对的迫害。49 2016 年 1 月 29 日，三
名巴哈教徒大学生 Ali Kholghi、Farhang Rouhi 和 Nabil Zeinali 由于信仰原因被开
除出克尔曼开放大学。
67. 巴哈教群体继续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巴哈教徒所拥有的商行被当局关闭，
并在一些城市遭受破坏，尤其是在企业主临时闭门歇业庆祝巴哈宗教节日之后。
2016 年 6 月上半月，据报告光是在乌尔米耶，就有至少 25 家属于巴哈教徒的店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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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只承认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49

国际伊朗人权运动，
“Young woman’s quest for higher education exposes Iran’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Baha’is”
，2016 年 4 月 1 日。可查询：www.iranhumanrights.org/2016/04/rouhie-safaj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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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被关。虽然当局没有披露关店的原因，但一些巴哈教徒认为可能与庆祝巴哈教
的节日有关。50
68. 关闭企业和商店对巴哈教徒的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他们已经在公共和私
营部门就业方面受到限制。秘书长敦促政府允许巴哈教徒充分参与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并且不受阻碍地获得教育。
69. 当局声称没有巴哈教徒因他(她)的信仰受到起诉。当局表示，巴哈教徒享有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能够获硕士和博士一级的高等教育，并从事生产、贸易
和服务。
70. 秘书长还对宗教、司法和政治官员以及媒体对巴哈教徒发表的煽动性言论增
多表示关切。2016 年 6 月 8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和宗教或
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对于煽动针对巴哈教群体仇恨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指出此
举可能会鼓动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51
71. 自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之女法埃
泽·哈什米前往 Faliba Kamalabadi 家中访问以来，共有 169 名宗教和政治领袖讲
话或写文章公开谴责巴哈教群体。Kamalabadi 是巴哈教的七名前领袖之一，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在狱中服刑。2016 年 5 月 18 日，司法部门发言人戈拉姆侯赛
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将因为此次会见对哈什米女士提出
指控，而且他将此次会见称作是“非常丑恶、下流的行为”。
72. 2016 年 5 月 20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级别神职人员之一的阿亚图拉
Imami Kashini 在公开讲道中称巴哈教为“被污染的宗教”和“敌人”。在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 31 省中的 25 省，星期五祈祷领袖协会使用类似的仇恨性语言谴责巴
哈教。这些讲道活动将巴哈教称为“打着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旗号的捏造出来的
政党”。此外，在星期五祈祷领袖们讲道之后，出现了上百篇煽动宗教仇恨、鼓
动对巴哈教徒采取暴力的媒体文章。一家隶属于政府当局的主要报纸的编辑公开
将巴哈教群体成员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党派”成员。几十年前编写的关于禁止穆
斯林结交作为“异教徒”的巴哈教徒的教令得到重新出版，而且还出版了新编写
的此类教令。系统性地传播露骨仇恨言论，只会煽动更多针对已被边缘化的巴哈
教群体的偏见和暴力。
73. 歧视和迫害其他少数群体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阿拉伯人、阿泽里人、俾路
支人和库尔德人在获得大学教育、就业工作、经营执照和经济援助、取得书籍出
版许可以及履行民事和政治权利方面面临歧视。这些群体被剥夺了在校以本族群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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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频道，2016 年 6 月 22 日。见 www.bbc.com/persian/iran/2016/06/160611_
l39_bahaii_stores_sealed。

51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073&Lan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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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直到最近，当局才在伊朗库尔德斯坦省的一些高中和大学
开设了库尔德语言和文学课程。52 俾路支人占多数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发
展水平仍然严重低下，居民难以获得教育、就业、医疗和住房。俾路支人记者和
人权活动者经常遭到任意逮捕、羁押殴打和不公正审判。政府还歧视阿泽里人，
禁止在学校使用阿泽里文，并骚扰阿泽里人。

三. 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合作
A.

与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合作
74. 秘书长欣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与条约机构接触，尤其是该国提交了定期
报告并与专家举行了对话。2016 年 1 月 11 日和 12 日，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了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和第四次合并定期报告(CRC/C/IRN/3-4)。审议期间，委员
会提出了一系列各类问题，包括：儿童的法律定义、处决少年犯、歧视女孩、残
疾儿童、非婚生子女、未登记难民、移徙者、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
者、变性和双性儿童、早婚、以维护名誉为名实施杀害以及切割女性生殖器。

B.

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合作
75. 秘书长对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对话日益增加表示欢
迎，但也对政府一直拒绝允许该特别报告员开展国家访问表示遗憾。国家访问
可以帮助政府查明关切领域，制定适当应对措施，有益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全
体人民。
76. 秘书长对政府向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
不利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邀请表示欢迎，并鼓励政府积极回应法官和律师独
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宗教或
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
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请求。
77. 2016 年上半年，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将关于情况紧急的个案和正在出现的问
题的共 20 封来文转交给伊朗政府。其中 19 封来文要求采取紧急行动，1 封是几
个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发出的指控信。政府答复了 4 封来文。
78. 在 2016 年 4 月举行的第七十五届会议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通过了两项
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见，并以信件方式向当局提起了个案。

C.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79. 考虑到伊朗严重的人权状况，秘书长对现行的 2017-2021 年期间联合国发展
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未提及人权和性别平等问题表示失望。秘书长预计，伊朗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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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将从人权和性别平等角度执行联发援框架方案 ，
特别是遵守国内和国际人权义务。这也符合政府努力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及其内载的 17 条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各项人权的精神。

四. 建议
80. 秘书长仍然对处决、鞭笞、任意逮捕和羁押、不公正的审判、拒绝提供医疗
以及可能的酷刑和虐待方面的报告深感忧虑。他还对继续限制公众自由和相关的
迫害民间社会行为者行为、持续歧视妇女和少数群体行为以及羁押条件表示关切。
81. 秘书长再次呼吁伊朗政府暂停使用死刑，禁止处决少年犯和犯罪发生时年龄
不满 18 岁者。
82. 秘书长敦促政府为民间社会行为者创造空间，使其能够履行安全、自由地开
展合法、和平的活动的权利，不用担心遭到逮捕、羁押或起诉，并敦促政府释放
那些仅仅因为合法、和平地行使意见表达、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权利便被羁押的
政治犯，包括人权维护者和律师。
83. 秘书长敦促政府根据国际准则，删除法律中所有影响妇女的歧视性条款，并
制定全面的国家战略应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有害和暴力行为，包括童婚。他敦促
政府采取具体和有力的措施，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
84. 秘书长敦促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有属于宗教和族裔
少数群体者的权利，消除并解决对这些群体的一切形式歧视。
85. 秘书长欣见政府与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接触，敦促其对所有条约机构的结论
性意见开展后续工作。秘书长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旨
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保护所有人
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
86. 秘书长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多次要求
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家访问，但仍未获准进入该国。秘书长再次呼吁伊朗
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并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出的长期有效邀请，邀
请特别报告员以及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访问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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