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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0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2001 年 6月 22日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在几周前开始放映的一部纪录片中 英国新闻界指责科特迪瓦从事儿童奴役

活动  

 为此 奉我国政府指示 谨请公布本信及其附件 并将它们作为大会议程项

目 110 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诺埃尔-埃马纽埃尔 阿伊波 盖博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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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月 22日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诋毁科特迪瓦已经是老生常谈 确实从未间断过 实际上 长期以来 科特

迪瓦一直被当成仇外分子和排外分子 现在它又变成诬陷者围攻的对象 他们现

已判定 象牙之地的农业部门是建立在贩卖和奴役邻国未成年人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 几周前在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世界各地奴隶制情况的若干纪录片中

对科特迪瓦 特别是其可可园的生产以及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指控  

 在影片的报道中 这家电视网表示 科特迪瓦商业可可生产的 90%是来自其

邻国 这里是指布基纳法索和马里 的儿童的劳动果实 这些儿童在科特迪

瓦咖啡和可可种植园中充当奴隶工  

 想不到 这一信息自然而然地被藐视科特迪瓦的人抓住 他们大谈特谈科特

迪瓦的丑闻 呼吁消费者不要购买科特迪瓦的可可及其制成品  

 好似属于奇怪的巧合 这些信息出现之时 恰逢供资者对科特迪瓦的民主进

程的发展感到满意 并表示要向过去十年来一直处于谷底的科特迪瓦伸出援助之

手 恰逢有很多迹象显示 科特迪瓦共和国总统倡导的 科特迪瓦人民渴望的民

族和解深得民心 而且恰逢这次民族和解表现出令人鼓舞的迹象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 科特迪瓦人民和政府根本不承认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指

控  

 科特迪瓦政府打算向国际舆论公布事实真相 但在此之前 请容许跟科特迪

瓦一道回答几个问题  

 这次是不是又在暗示科特迪瓦人民尽是些下等人 顽固不化的懒虫 而且由

此引申 是不是在说科特迪瓦是外国人 未成年儿童开发的 而且是不是可以很

正常地 符合逻辑地这样想 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科特迪瓦的人民没有能力管理自

己的国家  

 窜改人类历史 在自己曾经受奴隶制之害的人中间寻找奴隶主 良心安在

而且时至今日 谁也没有向这些受害人提出任何赔偿 即使有理由认为 任何赔

偿 任何补偿都不会愈合非洲大陆所经受的巨大创伤  

 利用仇外症和排外说法这一招已遭到失败 而且非洲联盟最近已经生效 非

洲一体化已经毅然决然地向前迈进 有鉴于此 公布这些谎言的用意是否在于试

图破坏该区域的稳定 使科特迪瓦与其邻国对立起来  

 在触及事实之前 宜停下来议论一下新闻的职业标准和国家责任这个双重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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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世界被人们所称的第四种强权 即新闻界所控制着 对世界无数公民

来说 新闻界传达的信息是无可置疑的 人们推定新闻业是严肃 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探究事实真相 全部真相 决不说谎为唯一信条的这一职

业中 其职业道德要求人们在公布信息之前 下笔或拍摄都要深思熟虑 考虑成

熟  

 我们通过欧洲的古代史了解到 欧洲以前的刑法责任为集体责任 个人犯下

应受指摘的行为时 全家人 甚至家畜都要遭殃 他们要像所处罚行为的肇事人

一道受到同样的惩罚 在某些情况下 惩罚可能会是死刑  

 需要强调的是 科特迪瓦实行的是文明的法律 它认为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

任 这是个人的责任 而不是集体责任 这种现代司法做法说明 为什么在强迫

犯罪或共谋犯罪时 所给予的处罚从不是整齐划一的 这种处罚考虑的是在犯罪

时每个人自己的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种族主义分子和奴隶主们不对科特迪瓦方面进行研究  

 种族主义分子和奴隶主们就是这样一种人 他们将一国境内某些个人的行为

责任强加到整个国家 全体人民头上  

 种族主义分子和奴隶主们就是这样一种人 他们在针对本国进行调查分析

时 通过识别判断 表现出极大的专业精神 而在涉及所谓的 第三世界 国家

时 则陷入随意涂鸦式的新闻 因为他们要让人们了解 这些人 这些地球上的

受苦人是不可能干什么大事的  

 必须指出 必须再三重复  

 (1) 不能用一个人没有做的事情对他进行评判或判决  

 (2) 也不能没有证据对一个人作出评判和判决  

 在这种情况下 科特迪瓦的诬陷者有没有提出证据说明  

(A) 所指控的事实是否在这一概念的语义 法律和哲学含义上有效地构成为奴隶

制  

(B) 科特迪瓦的国家工作人员 机关或任何国家象征是否涉嫌有关事实  

(C) 国家工作人员 机关或任何国家象征是否是在公共服务的范围内 在公共权

利的特权范围内作出此类行为  

(D) 科特迪瓦当局是否了解情况 但却听之任之 助纣为虐  

 针对所有上述问题 答案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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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因此可以看到 如上所述 这一切不折不扣的谎言 全是被收买的 毫

无根据的指控 目的是将科特迪瓦描绘成一个吓人的地方  

 如上述的尝试一样 诋毁科特迪瓦的这一新的尝试同样蒙蔽不了科特迪瓦的

朋友  

 这其实是怎么一回事呢  

 必须指出 如今农业是科特迪瓦经济的生力军 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3%

雇佣了就业人口的 66% 赚取了利润收入的 45%  

 科特迪瓦人口 70%以上是年轻人  

 此外 这一人口中至少 55 是年龄低于 20岁的未成年人  

 在每个农村家庭中 儿童均参加田间劳动 这是非洲所有社会特有的正常的

文化现象 因此这并不涉及剥削或奴役儿童  

 科特迪瓦可可有 90 是科特迪瓦人自己生产的 仅有 10 是外国人生产的  

 高贵 勇敢 自豪而且绝对是热情好客的科特迪瓦人民是勤劳的人民  

 人们在市场上找到的咖啡 可可 棉花同食品一样 都是科特迪瓦农民汗水

的结晶  

 自独立以来 已经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 可以证明的是 拥有高质量人力资

源的科特迪瓦是撒南非洲人才外流的国家之一 由于缺乏就业机会 面临失业的

医生 教师或工程师经常最终移居国外  

 科特迪瓦同样拥有许多高素质的工人  

 虽然理智上的坦诚要求人们承认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闭关发展 但可以毫不

掩饰地说 科特迪瓦基本是由科特迪瓦人自己建设起来的 尽管科特迪瓦的诋毁

者对此不乐意接受  

 在参与农业活动的 10 的外国人中 有 2 到 3 的外国人从事贩卖未成年

儿童活动 这些儿童中的一大部分扩大了大城市街头儿童的队伍 在辩论的这一

层面上 应当指出  

 第一 这不是奴役问题 这是贩卖儿童问题  

 第二 贩卖儿童基本上是居住在科特迪瓦的外国人所为  

 第三 与所述的情况相反 贩卖的受害儿童并不一定受雇从事田间劳动  

 第四 科特迪瓦国家决没有参与贩卖儿童活动 而人们现在认识到这一问题

从 1990年以来就早已存在 1990年 科特迪瓦已经有 30年的独立历史 由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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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危机是在 80年代底开始出现的 可以说科特迪瓦经济的基本结构在 1990年之

前早已奠定 而贩卖儿童先从 1990 年开始的 因此 显然科特迪瓦农业在这些

儿童来到科特迪瓦土地上之前事实上已达到发展的顶点  

 此外 如上所述 并非只有农业才接收被贩卖的儿童  

 事实上 科特迪瓦共和国总统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总结 他在非洲统一组织劳

工和社会事务委员会第 24届常会上宣布  

 贩卖儿童是不幸持续存在的一件丑事 这些儿童有时在他们的父母天真地

串通下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被带到种植园 矿井 工地 工厂 市场 而他

们的命运却没有引起我们文明社会对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作出应有的反应  

 根据国际劳工局公布的数字 非洲有 8 000万在早年就被如此强迫劳动的儿

童  

 在这一不幸的情形中 科特迪瓦因其远近闻名的热情好客而受连累 因为这

些行为基本上是由非本国人犯下的行为是在其境内发生的 科特迪瓦有关当局真

诚地确认 从 1990年以来就存在着秘密贩卖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儿童的活动  

 这一发现引起了科特迪瓦政府和人民的义愤 不妨指出 科特迪瓦签署和批

准了有关人权 特别是有关保护儿童权利的大部分国际公约 它们特别涉及下列

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的第 182 号公约 现正处于议会

审批阶段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最低就业年龄的第 138 号公约 现正处于议会审批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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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经济 文化及社会权利国际盟约 等等  

 在国内法律方面 应当指出的是 科特迪瓦宪法参照了 1948 年 世界人权

宣言 和 1981 年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并将其中的规定写进了自己的宪

法  

 总之 我们可以引述科特迪瓦劳动法规 其中第 23条第 8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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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在企业中雇佣 14 岁以下儿童 包括雇佣儿童作学徒 但规章条例颁

布的情况除外  

 第 23 条第 9 款授权劳动和社会法律监察员 要求让商定的医生对儿童进行

检查 以核查让其从事的劳动是否超出了其体力范围 这项要求完全可有关当事

人提出  

 鉴于贩卖儿童虽然性质有限 但同样属于危害人类罪 科特迪瓦政府在对之

进行了强烈谴责之后 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密切协作 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 科特迪瓦法庭将至少 12名贩卖儿童者判处了重刑  

 将紧迫地 毫不懈怠地采取司法行动 政府已决定予以严厉打击  

二. 在人道主义方面 业已着手全面清查被贩卖的儿童 一经查明 就将儿童遣

返 迄今为止 已将 200名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儿童遣返自已的国家  

三. 设立并加强落实科特迪瓦与马里之间有关打击跨国贩卖儿童的合作协定的

常设委员会  

四. 以科特迪瓦与国际移徙组织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适当措施为基

础 通过儿童遣返程序  

五. 与儿童基金会办事处合作 集中处理就贩卖儿童问题收集的各种数据  

六. 在使用儿童劳力的地区加强宣传和提高认识  

七. 在国家预算中照顾到有利于儿童的政策和方案  

 政府为消除跨国贩卖儿童而采取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 在此不一一赘述 科

特迪瓦一如既往 再次表明自己是无辜的  

 这些就是记者们在播映电视片前应参照的真实情况  

 
 
 

         临时代办 

         诺埃尔-埃马纽埃尔 阿伊波 盖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