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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21世纪将是一个人权受到空前尊重的世纪。中国自 20世纪 70年代末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以来 ,人权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被规定在宪法

中 ,开辟了中国人权保障的新时期。但是 ,就世界范围来说 ,现代社会还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

充分人权这一崇高目标。本刊开辟人权研究这一专栏 ,并特邀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李步云

研究员担任栏目主持人 ,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新的园地 ,为人类享有充分人权的理想尽一点微

薄之力。我们衷心期待国内外同仁与朋友不吝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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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年来尤其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 ,我国的人权保障有了巨大进展 ,但同时也在诸多

方面存在亟需解决及逐步完善的问题。文章从人权观念、执政理念、法律制定、政策制订、司法举

措、行政管理、人权普及、现有问题等几方面对之进行了初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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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人

权事业曾取得重要成就 ,但其间也出现过十年文革

那样的重大挫折。1978以后 ,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

展的轨道。但在 1983年至 1990年期间 ,人权观念

却很落后 ,其主流观点是 :“人权是一个纯西方的口

号 ”,我国不应使用这一概念。人权观念和人权实

践活动发生根本性转变是在 1991年 ,那是由当时国

际与国内的特殊历史背景所决定的。这一年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 》白皮书 ,这是

政府立场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主要标志。从那以后 ,

由于党的“十五大 ”与“十六大 ”一系列正确政策方

针的有力推动 ,尤其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对民本思

想、人权观念、文明政治、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倡

导 ,加上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等实务部门与学术科

研人员的不断努力 ,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之迅速 ,

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料想 ,最近 5年多来尤其如此 ,我

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人权观念进一步发生变化 ,执政党
的执政理念也有了重大提升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已逐步理

解与认同以下一些基本理念 :

第一 ,人权源自人的本性和人的人格、尊严与价

值 ,不是任何外界的恩赐 ;人的本性包括人的自然属

性与社会属性 ,其中社会属性只是人权产生与发展

的外部条件 ,人权保障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的各

种需要和幸福。人权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并不以

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 ;但在现代 ,法律是保障人权最

重要的手段。

第二 ,各类人权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

进的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应

受到同样的重视。国内的、国际的集体人权是人权

存在与实现的重要形式 ,但个人人权是基础。任何



以集体人权形式获得的利益 ,最终的实际享有者是

这些集体的个人成员。经济权利关乎人的首要的基

本的需求 ,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条件 ;但政治权利同

样是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需要 ,也是实现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

　　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41年 11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 ,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其中第 3条规定 :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 (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 )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第三 ,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政治性和

非政治性的统一 ,国内性和国际性的统一 ,肯定其一

而否定其二不能反映人权的本来面目。发达国家应

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某些具体做法 ;发展

中国家应承认并为实现人权的国际共同标准而努

力 ,不应以某些理由为借口而不去做其应该做和可

以做的事情。人权有其政治性的一面 ,但也有其非

政治性的一面 ,不应当将人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

不应搞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 ”。一般情况下 ,人权

是国内管辖事项 ,人权国际保护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都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但当一国发生诸如种族歧

视与灭绝、发动侵略战争和非法占领他国领土、国际

恐怖等等严重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时 ,国际社会

可以也应当进行干预。

第四 ,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是统一的。在民主、

法治与人权相对落后的国家里 ,强调“以权利为本

位 ”是重要的。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与职

责是统一的。但在现代 ,其职责是本位 ,说政府官员

享有某种“职权 ”,它首先指的是一种责任 ,责任政

府由此而生。就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言 ,

公民权利是目的 ,国家权力是手段 ,公民权利是本

位 ;国家权力产生于公民权利 ,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是为保护和促进公民权利而服务。

第五 ,国家是保障和促进人权实现的最根本的

义务主体 ,国家有责任采取各种立法、行政和司法的

措施以保障人权 ;同时 ,社会其他组织与个人也有保

障人权的义务。人权的充分实现是一个过程 ,它有

赖于以下社会条件的逐步成熟 :市场经济、民主政

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理性文化。

在我国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中 ,执政党的执政理

念如何 ,同人权保障的关系十分密切。继 1997年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这一

宏伟目标之后 , 2002年“十六大 ”又再一次将“尊重

和保障人权 ”明确规定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 ,
①并

首次提出“政治文明 ”的概念 ,将民主、法治、人权提

高到“人类文明 ”的高度 ,同“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

明 ”并列 ,将这三大文明的实现作为自己的根本奋

斗目标。近年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

体 ,又响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 ”、“立党为公 ,执政

为民 ”的口号 ,强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 ”的根本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听专家

讲课 ,学的就是宪法。人们普遍评价 ,这是我国最重

视民主、法治与人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二、人权入宪成为我国人权保障进入
新时期的基本标志 ,国内人权保障同

国际人权保障体系进一步接轨

　　继 1999年我国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写入宪法之后 , 2004年又将“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 ”规定在宪法中 ,这是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

将永载史册的两件大事 ,备受国内与国际密切关注

与高度评价。人权入宪 ,不但将彻底消除人们在思

想观念上的种种顾虑与障碍 ,而且将有力地促使政

府转变执政观念 ,提高执政水平 ,从而大大促进我国

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2004年修宪还将公民私有财产保护和建立社

会保障体系等明确肯定下来 ,也是人权保障十分重

要的举措。这在极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人权的法律

保障体系 ,对于激励广大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 ,巩固和发展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

取得的成就 ,增强国际人权对话的实力 ,无疑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 ,我国更为重视国内人权

保障同国际人权保障体系的接轨。目前已批准和加

入的国际人权公约共 25项 ,已签署 3项。国际上 7

项主要的人权公约 ,我国已批准和加入的有 5项 ,签

署 1项。近 5年批准加入的是 :《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公约 》( 2001年 )、《儿童权利公约第 2任择议定

书 》(2002年 )、《禁止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 2003

年 )、《禁止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 》(2002年 )、《打击

恐怖爆炸公约 》( 2001年 )。近年来已签署的 2项

是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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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公约第 1任择议定书 》(2001年 )。我国

在准备、提交和履行人权报告的义务方面也是认真

的 ,已经提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履行报告 1

次 ,反种族歧视公约履行报告 9次 ,反妇女歧视公约

履行报告 5次 ,反酷刑公约履行报告 4次 ,儿童权利

公约履行报告 2次。我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各人权机

构的活动和各种国际人权保护的共同行动 ,国际间

的各种人权对话与学术交流也空前活跃。

三、进一步加强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 ,

保护和促进生存权、发展权
和各项政治权利

　　从 1998年 3月至 2002年 12月 28日 , 5年内九

届全国人大共制定与修改法律 74件 (新制定 35件 ,

修改 39件 )。其中 ,同人权保障直接有关的 28件 ,

如《民族区域自治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著作

权法》、《婚姻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行政复议

法》、《高等教育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工会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制定与修改的法律 10

件。其中 ,《居民身份证法 》、《行政许可法 》都同人

权保障息息相关。2004年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

审议了 33件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决定的

草案 33件 ,其中 25件获得通过。将权利保护作为

立法指导思想已明确写进立法法中 ,并具体贯彻在

各项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中。这一指导思想 ,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于 2003年 12月所制定的“立法规划 ”中

也表现得很鲜明。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任期内需要审

议的有 59件 ,其中直接同人权保护有关的 24件 ,如

《紧急状态法 》、《选举法 》、《物权法 》、《企业破产

法》、《义务教育法 》、《社会救济法 》、《农民权益保护

法》、《劳动合同法 》、《政务信息公开法 》等。国内外

十分关注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决定取消 ,代替它的

《违法行为矫正法》正在起草之中。

人权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制定进一步加强 ,以下

以 2004年出台或批准的为例。

第一 ,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2004年初 ,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

策的意见 》的一号文件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改

善农民生活。2005年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以

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将继续

加大“两减免 ”、“三补贴 ”等政策的实施力度 ,进一

步保障农民的权益。2004,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加

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成立防治艾滋病工作

委员会 ,召开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 ,落实对经济

困难和农民艾滋病患者免费发放抗病毒药物 ,在重

点地区施行免费匿名检测 ,免费实行母婴筛查和阻

断 ,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 ,对经济困难

的艾滋病患者给予经济救助等各项政策。发布了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医疗废物管理

行政处罚办法 》和《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

设施建设规划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扶助贫

困残疾人工作的意见》,对贫困残疾人的扶助、社会保

障、就业、教育、康复、维权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 ,推动了贫困残疾人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的解决。

第二 ,政治权利方面。发出了《关于健全和完

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 》,健全、完善了

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 ,促进了基层群众民主权

利的保障。修改了《信访条例 》,强化了政府信访工

作的责任 ,突出了权责统一、公开便民、保障公民权

利的精神。建立了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

联席会议制度 ,重点解决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

占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加大了督察督办力度。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工作的意

见 》,组织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工作 ,引导信访群众通

过法律渠道依法解决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规

章 ,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新闻出版制度 ,保障公民更好

地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宗教方

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 》,明确规定了

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开办宗教院

校、出版宗教书刊、管理宗教财产、开展对外交往活

动等方面诸多权利 ,同时规范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的行政行为 ,依法确保信仰宗教的公民、宗教团

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民主立法的原则近年来在实践中已有很大加

强 ,法律草案在各种媒体上广泛公布和宣传 ,以听取

和征集公众的意见。群众参与立法研讨的积极性也

很高 ,如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 1月 11日公布后 ,

到 2月 28日止 ,立法机关共收到公众来信、来函 3

829件。这种民主立法在地方也有不少尝试 ,比如 ,

四川省人大向公众征集立法建议 411项 ,其中 9项

被纳入 2003年该省立法规划。2005年 ,国务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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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白皮书 ,对民

主权利保障的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表述。

四、司法机关保障人权的指导思想和
政策、法律措施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 ,司法对保障人权的重大意义得到进一

步认识 ,国家大力探索和推进司法制度改革 ,完善和

发展人权的司法保障体系 ,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

主要内容包括 :

第一 ,进一步完善刑事、民事与行政三大诉讼制

度 ,改革与健全各种具体诉讼程序 , 改革刑事和行

政强制措施 ,加强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2003年和 2004年 ,司法机关采取有力措施预

防和遏制超期羁押。其中 ,在 2003年进行了司法实

践中声势最大的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活动。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严

格执行刑事诉讼法 ,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 》,规

定了严格的超期羁押追究制度 ,设立了专门的举报

电话和电子信箱 ,纠正超期羁押 25 736人 ,超期羁

押得到基本纠正。

2004年 ,司法机关继续采取有力措施预防和遏

制超期羁押。其中 ,全国检察机关保持了无超期羁

押 ,并督促其他机关纠正超期羁押 7 132人 ;全国法

院清理旧存和新增超期羁押案件 873件 2 432人 ,

除法定事由外 ,全部清理完毕。到 2004年底 ,全国

公安机关无超期羁押案件。

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受到保护。2004年 ,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看守所联合部署组

织开展了“加强监管执法、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刑事

诉讼顺利进行、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示范单位 ”

创建活动。监管场所普遍推行了检察官接待制度 ,

加强了在押人员的伙食和卫生防疫监督 ,重视在押

人员的身体健康和财产保护 ,完善在押人员权利告

知制度、检务公开制度和会见等制度 ,有效地维护了

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截至 2004年底 ,全国检察机

关在大型监狱或监狱、劳教所集中地区已设立 77个

派驻检察院 ,在中小型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设立

3 700多个派驻检察室 ,对全国 90%以上的监狱、看

守所、劳教所实行了派驻检察 ,监督体制日趋完善。

第二 ,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活动 ,保障公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同时 ,罪犯的合法权益受到充分保护。

2003年和 2004年 1月至 10月 ,全国公安机关

破获的刑事案件分别为 234. 1万起和 200. 4万起 ;

2003年和 2004年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审结

刑事一审案件 634 953件和 644 248件 ,有效地维护

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003年司法部制定《监狱教

育改造工作规定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

定 》和《外国籍罪犯会见通讯规定 》,对罪犯的合法

权利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同时 ,继续探索建设更

加充分保护罪犯人权的监狱体制。广东省有 26所监

狱 ,现有在押服刑人员 13万 , 4年内无一人越狱逃跑。

第三 ,加大了司法改革的力度 ,健全司法公开制

度 ,确保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

权利。审判、检务、警务等公开制度已全面建立。

2004年 ,各级法院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 ,努力

实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审判结果公开、裁判文书

公开和执行过程公开 ,以公开促公正。采取案件开

庭前公告和简化旁听手续等措施 ,方便群众旁听 ,全

年接待旁听群众 5 000余万人 /次。

第四 ,强化了信访工作和纠错工作 ,建立起了对

司法工作内部与外部的监督制度。司法机关加强涉

法、涉诉信访工作。全国检察机关 2004年依法办结

涉法上诉案件 20 306件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

群众来信来访 422万件 (人次 ) ,全国法院全年依法

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 16 967件 ,占全年生效判

决总数的 0. 34%。

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检察职能 ,切实加强法律监

督 ,维护司法公正。2004年 ,检察机关对不应当逮

捕 ,决定不批准逮捕 67 904人 ;对不应当立案而立

案的 ,监督侦查机关撤案 2 699件 ;作出不起诉决定

21 225人 ;裁定提出抗诉的刑事判决 3 063件 ;裁定

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判决 13 218件 ,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 4 333件 ;立案复查刑事申诉案件 5 569件 ,改

变原处理决定 786件 ;各地共立案侦查涉嫌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司法人

员 3 010人 ,有力地维护了公民权利。为加强审查

逮捕工作 ,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检

察院制定了《关于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加强讯问

犯罪嫌疑人工作的意见 》。目前 ,中国全部省级检

察院、349个州市级检察院和 2 407个县级检察院开

展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 ,占全国检察院总数的

86% ,共监督结案 3 341件 ,有效地防范了违法办

案 ,保证了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检察院从 200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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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 ,重点查办非

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

人、破坏选举 ,以及严重渎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

损失的案件 ,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 595人 ,使侵权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第五 ,进一步健全了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服务行

业发展迅速。

2003年 ,我国通过了第一个法律援助行政法规

《法律援助条例 》,确立法律援助的基本制度。2003

年 ,法律援助机构发展到 2 774个 ,工作人员 9 457

名 ,全国法律援助案件 166 433件 ,分别比上年增加

356个、1172名、36 658件。2003年 ,全国法院依法

实行减免诉讼费 1. 41亿元 ,缓交诉讼费 9. 16亿元。

2004年 ,全国法院实行司法救助案件达 263 860件 ,

减、缓、免交诉讼费 10. 9 亿元 ,分别比上年上升

15. 6%和 3. 1%。2004年的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健

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

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 》,完善了司法救助制

度 ,对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尤

其是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农

民工等 ,以及交通、医疗、工伤等事故的受害人 ,依法

实行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 ,使有理无钱的当

事人打得起官司。2004年 ,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财

政拨款为 2. 17亿元 ,增幅达 43%。全国建立法律

援助机构 3 023个 ,比上年增加 249个 ;全年共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 190 187件 ,比上年增加 23 754件 ,受

援人总数为 294 138人。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法律

援助工作。全国妇联系统已建立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和维权机构 (正式挂牌 ) 2 700个 ,全国工会系统共

建立职工法律援助组织 2 990个 ,全国残联系统与

3 000多个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援助合作协议 ,办理

残疾人维权案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

30多所高等院校将法律援助和法律诊所教育相结

合 ,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近年来 ,我国律师制度不断完善。2004年 ,最

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

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司法部出台了《律师

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暂行规定 》,全国各地有关部门

也出台了许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范性文件 ,进

一步健全了对律师依法执业的保障。据统计 ,截至

2004年 6月 ,全国执业律师已达 11. 45万人 ,律师

事务所已达 11 691家。

第六 ,建立特殊人群保护制度。如已建立少年

法庭 2 500多个。2004年 ,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机

构为残疾人提供了 13万人次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

助 ,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所有这些改革 ,都与加强人权保障存在着

密切的联系。

五、行政机关保护人权的意识
与措施有了很大加强

　　在我国 ,行政机关有广泛制定行政法规、部委规

章和政府规章的权力。我国的法律有 80%以上要

通过行政机关予以实施。可以说 ,行政机关是国家

体制中机构最庞大、行使职权最多、与人民各项生活

和活动相关最为广泛和紧密的部分 ,因而 ,其立法质

量的优劣 ,执法水平的高低 ,对于理顺政府与人民的

关系 ,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 ,从而保护和促进人民的

各项权益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 ,由于孙志刚案件

暴露出来的问题 ,国务院果断地作出两大决策 :第

一 ,撤销其于 1982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收容遣送办法 》,并就同一事项重新制定了《城市

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第二 ,

主管该事项和执行该《办法 》的行政职能部门由先

前的公安部门改为民政部门。这两大举施在全国引

起很大震动。国务院于 2004年 3月 22日正式发布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响亮地提出了“建

设法治政府 ”的目标 ,要求经过 10年左右基本实现

这一目标。其指导思想是“执政为民 ”,主要任务是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保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这一纲要通篇贯彻

了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宪政精神。

在行政系统中 ,作为同人权保障关系最为广泛、

直接和紧密的职能机构 ,公安部门近年来在依法执

法、文明执法方面的进步也最为显著。新形势下的

种种因素 ,尤其诸如孙志刚事件等典型案例 ,有力地

促进了公安机关采取以下一系列措施 ,强化执法制

度建设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完善执法监督制度 ,

切实解决执法中的突出问题 ,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第一 ,自 1999年至 2004年 10月 ,公安部制定的同

人权保障密切相关的类似规章就有 9 件。第二 ,

2003年 9月至 2004年 10月 ,公安机关对建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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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

公安法规和规章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 1 871件法

规和规章 ,决定保留 558件 ,废止 1 077件 ,修改 164

件。第三 , 2003年 8月 ,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办理行

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次在我国公安执法程序中明

确提出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 ,并且严禁刑讯逼供

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

明确规定 :“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

根据 ”。同时 ,要求对违法嫌疑人的检查应由两名

与被检查人同性别的人民警察进行 ,对其隐私应当

保密。第四 , 2004年 ,公安机关推出《关于解决执法

突出问题推进公安机关执法制度建设的工作计

划 》,提出今后 3年需重点解决的执法问题 ,并对执

法违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切实解决公安机关在执

法中违反规定扣押、查封、冻结、没收财产、违反规定

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证照等问题 ,对保护人权的重点

执法环节加强监督。第五 ,严肃处理违法违纪民警。

仅 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就处理违法违纪民警 1. 2

万名 ,占民警总数的千分之七。第六 , 2004年 ,全国

公安法制部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2 976件 ,诉讼案

件 3 666 件 ,分别比上年的维持率上升 3. 6%和

5. 4% ,行政案件质量和行政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

六、人权教育和出版有了良好的开端 ,

人权学术和科研机构大幅增加

　　在上世纪 90年代末之前 ,全国还只有少数几所

高等学校开设人权法学的课程 ,没有专门的教材 ,对

公众进行有组织的人权知识的宣传与教育还被视为

“禁区 ”。此后 ,我国政府在许多场合、通过各种形

式承诺采取措施推动本国的人权教育。2004年 12

月 10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谢波华在第 59届联

大发言时就高度肯定了“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 ”行

动计划取得的成果 ,对联合国实施“世界人权教育方

案”表示支持 ;并进而指出人权教育首先是一国政府

的责任 ,同时人权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人权

理念的传播和深入人心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我国政府和学界的这种努力近年来在加速进

行。人权理论和知识 ,尤其人权法原理和制度方面

的教育培训逐步增多 ,并且大多是以中外人权学术

科研机构之间合作的方式展开的 ,其主要成就表现

在高校中人权法课程的开设、人权法教材及教辅资

料的撰写以及司法与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人权研

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等几个方面。

自上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我国已在大约 15所

大学法律院系中甚至为本科生开设了专门的、形式

多样的人权法课程 ,约占所有法律院系总数的 5%。

其中有些学校将人权法作为必修课程或者必选课

程 ,有些大学在国际法学或法理学等专业的博士或

硕士研究生中开设了人权法研究方向 ,比如 ,北京大

学法学院与瑞典沃伦伯格人权和人道主义研究所合

作设立了人权硕士生课程班 ,将人权教育作为一项

基础性的高等教育工作来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自 2004年起设立了国际人权法方向的博士

点。此外 ,各种人权讲座越来越多 ,人权已经成为法

学教育领域中发展最快、气氛最旺的方向之一。

与此同时 ,对政府官员和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权

知识普及工作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湖南大学人权

研究中心同丹麦人权研究中心就曾合作主办过四期

“人权理论与实践 ”研修班和一期有 160多名公安

局长参加的“警察执法与人权保障 ”讲习班。广州

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已主办两期这种内容的培训班 ,

其中一期为广东 26所监狱的监狱长学习人权保护

知识 ,为期 10天。以上培训均效果良好。

除了山东大学的郝明金教授在 1993年出版印

数不多的《国际人权法 》一书以外 ,直到 2002年底 ,

在我国还没有任何专门的人权法教材。而近年来 ,

人权书刊的出版越来越活跃 ,已经出版了一批有影

响的人权教育方面的教程和专题研究书籍。在教材

的编写方面 ,从 2002年底至今的短短两年多时间

内 ,已经出版了 4本人权法的教材。它们依次是 :我

国与北欧专家共同组成的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

写的《国际人权法教程 》,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出版 ;杨成铭主编的《人权法学 》,由中国方

正出版社 2004年出版 ;徐显明主编的《国际人权

法 》,由法律出版社 2004年出版 ;李步云主编的《人

权法学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出版 ;山东人民

出版社还出版了由著名人权学者徐显明教授主编的

《人权研究 》。人权案例选编也开始出现 , 1999年万

鄂湘主编的《欧洲人权法院判例评述 》和在 2005年

由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 ,由董云虎等编写的《中国

人权在行动 》即是突出的例子。尤其可喜的是 ,由

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人权 》杂志于 2002年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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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它是中国第一份国际性人权杂志 ,并且以中、

英文两种语言出版 ,国内、国际影响日益增强。此

外 ,相当多的法律院系也开始积极接受国外机构赠

送的外文人权书刊。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 ,我国一些法学科研

机构和教学部门先后建立起专门的人权机构 ,研究

人权理论问题 ,展开人权实践活动 ,与国外的人权科

研和培训机构合作 ,开展人权研究、教育和培训工

作。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国务院人权研究中心、

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

中心、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

权利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复旦大

学人权研究中心、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中

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等等。

总之 ,我国的人权事业尽管在近几年发展是十

分迅速的 ,成就是有目共睹而不容抹杀的。但这还

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

远。发展民主 ,健全法治 ,保障人权体现了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愿望 ,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逆转

的历史潮流 ,其光明的前景是不容置疑的。

就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看 ,中国人权

保障在制度的完善及其实现上 ,最引人关注的问题

主要是 :第一 ,提高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生活水

平。这要通过“三农 ”问题的切实解决方可实现。

现在全国各省市都已实现免征农业税 ,这是一个重

要步骤。第二 ,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经济平等 ,保

障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重要条件。第三 ,减少

死刑。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的时期里 ,不可能废除

死刑 ,但现在我国的做法同国际公约的标准距离太

大。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并正在加紧准备将死刑核准

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管辖 ,是向实现“少杀 ”、“慎

杀 ”政策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第四 ,进一步保障犯

罪嫌疑人的各种权利。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沉默

权的保障、非法证据的排除、强制措施的节制、律师

作用的加强等等 ,都应通过刑诉法的修改 ,妥善地解

决。第五 ,取消劳动教养制度。中央已就此作出决

定 ,但必须加强协调 ,排除干扰 ,早日实现。第六 ,健

全与发展选举制度。通过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 ,激

活这一根本制度 ,逐步实现选举的“自由、公正 ”,真

正体现选民意志。第七 ,加强对言论自由和结社自

由的保护。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的制定是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 ,应努力促其早日出台。第

八 ,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是公民参政、议政与

实行监督的前提条件 ,是防止腐败的根本举措。应

通过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 ”来促其实现。第九 ,实

现司法独立。应排除任何外界的非法干扰。修改现

行宪法第 126条是十分必要的。在坚持党的领导和

人大监督的前提下 ,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对司法机

关办案进行各种形式的非法“干涉 ”。第十 ,建立违

宪审查制度。我国当前没有建立这一制度 ,是宪法

缺乏其应有权威的根本原因。第十一 ,全方位加强

人权教育。在法学本科教育中 ,应将“人权法学 ”列

为必修课 ,并在非法学专业中 ,广泛开设这一选修

课。中小学教育、成人教育应增加人权保障的内容。

第十二 ,尽快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 》,并以此为重要举措 ,进一步促进国内立法与

国际人权法的接轨 ,加强在人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责任编辑 　吴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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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p resent generation of state leaders, China has

made great p rogress in human rights p rotection, but meanwhile, there still exist some gross p roblem s to be solved

and imp roved, which, as roughly sorted out in the p resent paper, include human rights consciousness, theories of

governing, legislation, policy2making, judicial measures, adm inistrative management, sp reading of human rights

knowledg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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