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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报告是继独立专家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3/82 号决议提出的初步报告

(E/CN.4/2004/113)之后，应第 2004/83 号决议提出对利比里亚进行访问并报告该国

人权状况的要求提交的。报告载有 2004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3 日访问利比里亚期

间收到的资料。  

 最近几个月来人权状况有所改善。随着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团)的部署，

安全情况已有好转，但各地区，尤其是联利团未部署的利比里亚东南部，以及联利

团未经常巡逻的其他地区安全情况仍岌岌可危。  

 人权状况改善的体现是未出现政府支持的违反和侵犯人权行为。对古奥、克兰

和曼丁哥少数民族的镇压也减缓。然而，由于刑事司法体制的崩溃，对充分享有人

权继续构成了挑战和障碍。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法院已瘫痪，蒙罗维亚市内及周边少

数几个尚能够运作的法院则因资金短缺而受限制。  

 在 2003 年 12 月起始失败之后，解除武装方案于 2004 年 4 月 15 日重新启动且

运行良好，但是，还存在包括作战人员的估计人数不准确、资金有限和联利团部署

的涵盖范围有限等在内的若干关注问题。由于解除武装、复员、恢复和重返社会(复

员方案)进程在组织方面有缺陷，造成了解除武装/复员与恢复/重返社会之间脱节，

压缩了解甲归田之前，在宿营地的停留时间(原定 30 天缩短为 5 天)，以及各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协调问题。复员方案是和平进程的一个主要支柱，成功地实施复员方案

可将 1997 年未遂之举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掉，并使利比里亚坚定地走上和平道路。 

 当两年紧凑的过渡方案的第一年结束之际，利比里亚仍面临着若干挑战最为紧

迫的问题是，重振刑事司法体制，建立一支专业、有效的国家警察部队，并将联合

国维和部队部署到全国各处去。着重成果的过渡性框架 (过渡框架)为利比里亚的恢

复和重建瘫痪的国家机构，提供了一个战略性框架。迫在眉睫的需要是，国际社会

兑现 2004 年 2 月 5 至 6 日在纽约举行的利比里亚重建国际会议期间承诺的认捐。

否则，要想成功地实施过渡方案并在法治和尊重人权基础上实现社会恢复，仍将是

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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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委员会第 2003/82 号决议编撰的，该决议要求任命一位任期

三年的独立专家，“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促进利比里亚政府与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之间就增进和保护人权工作进行合作”。这

项决议还要求独立专家访问利比里亚，评估该国人权状况，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21 日第 2004/83 号决议再次提出了这项要求。  

 2.  在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之前，由于安全状况，独立专家无法访问利比里亚。

结果，她汲取有关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联利团 )和非政府组织提供

的资料，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E/CN.4/2004/113)。在委员会讨论初步报告时，各成

员国要求独立专家将访问该国作为一项紧迫事务。本报告载有独立专家 2004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3 日访问利比里亚期间得到的资料和观察到的情况。  

 3.  2004 年 4 月 21 日，独立专家在访问之前与日内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难民署)官员举行了磋商。由于对专家初步报告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进行的

探讨，人权高专办承诺积极地为履行她的任务提供便利。难民署为独立专家对加纳

中部地区 Buduburam 利比里亚难民营进行评估访问提供了便利。2004 年 5 月 21 日，

在人权高专办官员、加纳难民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新闻中心派驻阿克拉一位干事的

陪同下进行了访问。  

 4.  Buduburam 难民营接纳了 41,000 利比里亚难民，其本身已变成了一座拥有

一所提供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学院和一家医院的城镇。难民署、加纳教育局和一些捐

助机构联合资助创建了一些学校，其中也有加纳学生就读。由于设施短缺或无人关

注，大约有 3,000 名学龄难民儿童无法入学。  

 5.  解除武装、复员、恢复和重返社会全国委员会 (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 )应作

为紧迫事项创立一个机制，让难民了解利比里亚的实际情况，尤其关于可能返回地

区的实际情况。这样可避免不明实况的自发性返回潮，以免政府主管机构接应不暇，

从而有损于恢复过程的顺利进行。  

 6.  独立专家在对利比里亚访问之后，于 2004 年 7 月 19 至 23 日前往纽约联合

国总部进行了一次磋商性访问。在这次访问期间，她会晤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

秘书长行政办公厅、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政治事务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

发基金)、难民署和提高妇女地位司的官员。她还会晤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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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预防危机和复原局局长 Julia 

Taft, 以及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0 月 22 日，她向安理会正式介绍

了她访问利比里亚的情况。纽约之行非常成功，并为独立专家提供了一次鼓动解决

目前人权挑战的机会。安理会各成员国表示将竭尽全力，确保联利团工作成功。妇

发基金和儿童基金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各自在利比里亚展开的活动，包括支持性

别事务部的能力建设，并实施确保生计来源的项目。大部分联合国部门和机构与独

立专家一样，对支助社会服务、恢复和增强安全和法治的资金匮乏感到泄气。  

一、利比里亚发展情况 

 7.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 )在促使当事方之间的谈判方面发挥了主

导作用，谈判最终达成了《全面和平协定》。西非经共体在蒙罗维亚设立了一个办

事处，由执行秘书的特别代表主持，负责跟踪《全面和平协定》和《停火协议》的

执行情况。西非经共体通过首席协调人，阿布贝克尔将军，继续力促和支持利比里

亚的和平进程。西非经共体必须在总部建议起处理该次区域人权问题和挑战的能

力。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人权高专办正在办理手续，将一位人权事务干事借

调给西非经共体秘书处。这项援助将有助于利比里亚和该次区域，因此这一进程应

当予以加快。  

A.  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政府正式成立  

 8.  2003 年 10 月 14 日，查尔斯·居德·布赖恩特作为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政府

主席正式就任之后，2004 年 3 月 23 日，全国过渡政府的 21 位内阁成员宣誓就职。

西非经共体首席协调人，阿卜杜勒萨拉米·阿布贝克尔将军，于 4 月和 6 月访问了

蒙罗维亚。他在 4 月访问期间促成了布赖恩特先生与全国过渡立法议会议长之间的

和解，结果，议会开始确认 81 位提名人就任过渡政府助理、部长和其他职位。6 月

份，阿布贝克尔将军出席了全国选举委员会举行的磋商会议，为定于 2004 年举行

的大选进行筹备。他将继续定期访问利比里亚，作为他展开定期磋商促进和平进程

的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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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全面和平协定》规定的大部分委员会已设立，目前处于不同运作的阶段。

布赖恩特先生就职后不久任命的施政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已选任，并明确了委员会四

个主要优先工作领域，即：公务员制度、宪法、司法和土地方面的改革。2003 年 1

月宣布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独立人权委)和全国选举委员

会的成员。全国选举委员会开始就如何履行其职责展开了磋商，并对选举设施进行

了全国范围的评估。  

 10.  令人遗憾的是，在任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独立人权委成员时并没有通

过授权立法，因此有关立法的讨论直到 2004 年 2 月才开始。2004 年 6 月 4 日，独

立人权委的成员与民间社会团体合作，提出了一份依照《全面和平协定》规定建立

独立人权委的法案草案，1 提交全国过渡立法议会审议。这项法案草案纳入了民间

社会团体、司法部与专家之间的磋商结果。磋商可追溯至 2003 年重振泰勒先生政

权所建立的人权委员会未果的努力。  

 11.  民间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批评了执政当局在未经磋商和无相关立法情

况下通过行政命令任命上述这些机构成员的做法。任命上述这些机构成员显然缺乏

透明度，为这些机构的信誉抹上了阴影。2004 年 6 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位成员

的突然辞职，随后成为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的发言人，加深了不信任的阴

影。  

 12.  自 2003年 10月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出现的一个显著发展情况

是，未再发生国家支持的违反和侵犯人权行为。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在政府内分

享权力的某些人有可能违反和侵犯人权，政府实施人权方案和进行必要经济改革的

能力有限。由于缺乏处理以往和仍然存在的侵犯和违反人权行为的机制，加深了这

方面的担忧。在为重新恢复执法部门拨出所需资源方面，政府表现的消极态度令人

担忧。例如，在政府花费巨额资金出国访问和为官员购买车辆的同时，全国警察只

有两辆可用的汽车。在资源调拨方面，必须重新审查轻重缓急合理性，在冲突后的

利比里亚赋予执法机构作用以必要的优先地位。  

 13.  6 月初，全国过渡立法议会批准并向行政部门转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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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准书。在这项文书之前，于 2003

年 10 月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上述条约的批准书于 2004 年 9



    E/CN.4/2005/119 
    page 7 

月 22 日交存联合国。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未能够就联利团 2003 年 10

月转呈其审议的“人权宣言”草案采取行动。人权宣言规定制订一项人权领域行动

方案，确定各项目标、基准和进展指数。  

B.  重建工作  

 14.  2004 年 2 月 5 日至 6 日在纽约举行了利比里亚重建国际会议，以联合技

术评估和通过联合国机构间合作与利比里亚全国过渡政府合作制定的着重成果的

过渡性框架(过渡框架 )为基础，为重建利比里亚筹措资金。该框架载有过渡期间利

比里亚恢复和重建的需要。捐助者认捐总金额为 5.2 亿美元，然而，截至 2004 年 5

月中旬，其中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 7 千万美元。按照框架所列的九组问题，已经建

立起了工作委员会。这些问题为：安全；解除武装、复员、恢复和重返社会(复员方

案)；难民、返回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施政、民主发展和法治；选举；基本服务；

恢复生产能力和生计；基础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这九个组将负责协调过渡

框架相关目标的落实情况。为过渡框架建立了一个执行和监督委员会，主席由布赖

恩特先生担任，成员来自全国过渡政府、联利团、世界银行、开发署和利益相关者，

监测这些目标的总体执行情况。  

 15.  然而，由于资金匮乏，这些项目无法立即执行。在过渡期接近一半时，只

有约 13%的认捐资金到位，令人真正感到担心的是，资金匮乏可能会使过渡框架的

崇高目标无法实现。捐助方在兑现承诺方面犹豫不决，显然是在等待进程的具体结

果。这对于落实整个重建方案不利，因为方案是有时限性的。初期阶段由于资金匮

乏造成的拖延，可能会耽误重建方案关键部分的落实，从而破坏整个和平进程。  

C.  安全问题  

 16.  随着维持和平部队在全国各地持续部署，利比里亚安全状况继续得到改

善。截至 5 月中旬，特派团部署的士兵人数达到了授权人数的 94%，除了与科特迪

瓦交界的东南部大吉德州和马里兰州外，在全国各地实现了部署。然而，在联利团

尚未部署，而且未经常巡逻的洛法州和宁巴州以及马里兰州、大克鲁州、大吉德州

和吉河州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令人关注的严重安全问题，仍有违反和侵犯人权行

为发生。一般来说，维和部队未部署的地方情况都很严峻。沿着主要道路和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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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际部署的维和部队，只能使得内地显得脆弱，因为巡逻只是沿着主要道路进行，

且频繁程度不足于遏制武装歹徒继续危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仍不断收到报告报道，

与各类交战力量有关联的武装分子违反和侵犯人权的事例，包括骚扰、强奸、酷刑、

限制行动自由和敲诈勒索的行为。例如，继续有报告宣称，在离设在绥德鲁的联利

团基地不到四个小时路程的吉河州 Kanweaken市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侵犯和违反人权

行为。同时，还有指控称，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的指挥官和士兵，尤其在

博米州，犯下强迫劳动以及非法和广泛掠夺资源的行为。  

 17.  联合国民警部队(民警部队)协助遴选和培训了构成临时警察部队的 600名

警察。其中大部分驻扎在蒙罗维亚，这支警察部队是由利比里亚国民警察抽调的成

员组成的。为了便利维持蒙罗维亚的安全和治安工作，国际警察局支持利比里亚国

民警察建立由利比里亚国民警察、国际警察局和联合国民警部队 24 小时联合巡逻

队支持的 911 紧急呼叫服务。截至 5 月中旬，联利团民警人数达到了授权总人数的

64%。与其军事警察的同仁一样，联合国民警部队的部署逐渐地越出蒙罗维亚范围，

扩展伸延至罗伯特斯国际机场、布坎南、邦加、土布曼堡、沃因贾马和绥德鲁各城

市、联合国民警部队在各州的部署，对这些地区治安的需求影响极为有限，因为在

这些地区并没有利比里亚国民警察编制。联合国民警部队没有执行权，不能逮捕或

用联合国车辆押解犯罪嫌疑人。在沃因贾马，当地人竟然不知道联合国民警部队的

存在。在土布曼堡，联合国民警部队不能直接前往警察所，或者由利比里亚人和解

与民主团结会控制的留置所，无法对在中央市场上公开出售烈性毒品采取行动。联

合国民警部队目前的部署战略应当加以审查，按照在当地具有执法权的利比里亚国

民警察实况进行调整。  

 18.  《全面和平协定》规定整顿和重建利比里亚国民警察。在全国已经开展了

一项运动，呼吁公众和前警员申请加入新组建的警察队伍。一项紧迫的任务是，加

快警察重建进程，以消除其他敌对团体对目前临时警察的组成怀有的任何忧虑。《全

面和平协定》设想的包括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治安部队的改革尚未开始，这方面的

改革应给予优先考虑。  

 19.  对全国安全局势的一个重大潜在威胁是，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的

内部派别之争造成的困扰和继续制造的紧张局面。这种局面与领导地位的争执相

关，一方面是该集团主席，Sekou Damante Conneh 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与主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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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妻子 Aisha Keita Conneh 的追随者。这种争执已在多次冲突中展现(3 月 30 日在

土布曼堡、4 月 8、9 和 11 日在邦加、4 月 10 日在罗伯茨港和 4 月 4 日在罗伯特斯

国际机场)，在其中一个事件还造成了死亡。这些争执还涉及 Lusinee Kamara 是否应

继续担任财政部长的问题，这是在权力分享民族团结政府内阁中分配给利比里亚人

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的一个职位。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的官员要求由他们推

荐的人选取代 Kamara 先生，但是 Conneh 先生拒绝考虑他们推荐的人选。当这个问

题仍在争论不休时，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于 6 月 7 日核

准了该组织军事派别关于暂停 Conneh 先生国家主席职位的决定。全国执行委员会

随后任命 Chayee Z. Doe 2 为代理国家主席。这项争端可能会有恶化失控的风险，削

弱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在全国组织的凝聚力并有损于其领导结构。这有可

能导致该集团分裂成不同的组织，从而使得和平进程的执行工作复杂化。这也有可

能会阻止该集团内某些人解除武装。  

 20.  另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是，除了蒙罗维亚等少数情况之外，该国大部分地

区未设立民政当局。利比里亚国民警察因资金匮乏，受到极大的限制，无法执行任

何严格的安全方案。在冲突之后，犯罪活动有可能加剧的情况下，利比里亚国民警

察得不到病理和法医方面的支持。据警察署长称，事实上，警察没有指纹采集器，

无法从最近涉及一位美国公民的谋杀现场采集指纹。尽管联合国民警部队提供了诸

如六辆巡逻车等援助，但仍远无法满足需要。  

 21.  各州法院已瘫痪，因此，当罪犯被捕，羁押超过了法定的时限之后，不得

不遗憾地将他们释放，因为法律规定必须在时限之内将罪犯提交当地治安法官或司

法人员。一些在他州逮捕后押解到蒙罗维亚审理的罪犯，因为法院对所称罪行的发

生地区无管辖权，而不得不将罪犯释放。实施司法的限制导致了越来越多地诉诸于

暴民司法的现象。同时，还出现了要求加强和使用近似于占卜(“基尼格木树毒液”)

方式  3 的传统司法习俗来伸张正义。4 

D.  解除武装、复员、恢复和重返社会  

 22.  成功地实施解除武装、复员、恢复和重返社会方案(复员方案)是履行联利

团支持和平进程任务的核心。然而，复员方案充满了层层困难。这项运动在 2003

年 12 月 7 日首次发起之后，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象潮水般自发前来 Camp Schieff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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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营宿营地要求解除武装的作战人员人数，很快即令联利团接应不暇。该宿营地的

设施仍在建造之中，而且部署到位的维持和平部队人数显然尚不足，应付不了任何

严重破坏法律和秩序的现象。结果，蒙罗维亚在 12 月 7 日至 9 日之间发生了一场

骚乱，至少造成 11 人死亡，若干人受伤，财产遭掠夺或损坏。这种状况迫使全国

过渡政府主席宣布在蒙罗维亚实行若干个夜晚的宵禁。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国家工作

队)和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表示，当初是联利团单方面决定发起复员方案

的，没有听从认为当时发起这项方案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意见。  

 23.  2004 年 4 月 15 日在邦加重新开始了解除武装工作。随后，在布坎南，土

布曼堡和凯里斯堡“美国之音”所在地开设了营地。截至 6 月中旬，45,000 名作战

人员被解除了武装，5 然而，这项工作尚未遍及全国。在发起解除武装工作之前，

先运用印刷或电子媒介开展了公众教育运动。  

 24.  虽然这项方案最终走上了正轨，但是在实现《利比里亚解除武装、复员、

恢复和重返社会方案战略和执行框架》6 和《联合行动计划》中确立的标准和执行

其中规定的准则方面体验到了某些严重的缺陷。《联合行动计划》是主管法治事务

的秘书长副特别代表为指导复员方案工作而颁布的一项旨在恢复利比里亚复员方

案进程的指导性文书。对最初四个宿营地，布坎南，土布曼堡和凯里斯堡“美国之

音”所在地实施情况的观察表明，对女性作战人员尚无明确的政策；7 由于外籍部

队对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有限，难以确定作战人员的年龄，结果将某些儿童列为成

人；8 在进行体检期间未考虑到隐私问题；缺乏对艾滋病毒、性传染疾病和吸毒问

题的系统性检测；9 尚无处置残疾作战人员的明确政策，结果不同地点的分类办法

便不同；复员营地内进行咨询的时间有限并为男性提供群体咨询，而不是个体咨询；

临时照管中心的条件差；10 由于支付过渡性安全网津贴(安全网津贴)，致使儿童面

临过渡的剥削风险。11 说法格调与实际做法上的差异表明，由于一些临时作出的决

定，形成了《复员方案》不断地演变和混乱的现象。  

 25.  设在邦加和土布曼堡的营地，体检小组的设施和业务都不够充分。由于没

有实行充分的隔离，体检期间根本没有照顾到隐私问题。没有救护车提供紧急转院

服务。在土布曼堡营地，未经任何医疗培训的营地主管面对一位流产妇女束手无策。

利比里亚复员方案框架要求进行体格检查，包括结核病检验、自愿艾滋病毒检验和

咨询，以及检验和治疗性传染疾病，但是在实际中，上述检验没有一项得到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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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如，在独立专家访问期间，土布曼堡营地 D2 号营没有艾滋病毒的检测试

剂。鉴于冲突之后，艾滋病毒/艾滋病加剧传播以及与战争相关的性暴力行为泛滥，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收到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前作战人员由于他们感染

了艾滋病毒，联利团驻扎在土布曼堡的部队所设军事医院拒绝为他们治疗或进行外

科手术。12  

 26.  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当地非政府组织和一些联合国机构，对在执行复员

方案时与当地伙伴缺少合作与磋商表示失望。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宣称，联利团通

过联合执行股 (联执股 )设立一个平行的复员方案。联执股是作为解除武装方案下的

一个业务部门设立的，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则为决策机关。然而，联执股必须向秘

书长副特别代表 13汇报，而他并非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复员方案

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称，由于联利团在联执股建立了一个平行的结构，以及另行设

立复员方案股，实际上已将这个全国性机构排斥在方案的执行工作之外，并且在有

关决策方面被边缘化。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一直没有定期开会。截至 2004 年 6 月，

这个委员会只举行了三次会议。在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会议期间，由于对权力分享

政府职位的分配发生分歧，有些派系的代表 14于中途退席。由于复员方案全国委员

会极少举行会议，关于复员方案的政策问题均由联利团在临时基础上决定。对复员

方案全国委员会有效性和相关性的另一个内在限制因素是，该委员会的业务部门，

联执股，必须向秘书长副特别代表报告。这种状况打断了政策与执行之间的重要联

系。为确保整个复员方案进程由国家主管，从而确保其成功开展，必须紧迫地解决

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的关注及其与联执股关系中断的问题。联利团必须不遗余力地

确保改善和协调与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关系。  

 27.  同时，据称，由于利比里亚人和解与民主团结会和利比里亚民主运动感到

受威胁，这两个组织正将一些重武器转移到国外去。最近在洛发州发现的一个武器

储藏处即证实了这种说法。另一些关注问题是，在复员营地(从原拟议的 30 天缩减

至)5 天的有限停留期内，要给予任何复员前有效的指导显然是极为不够的。若要开

展任何职业培训也是不够的。根据《执行框架》，在退伍之前就应在兵营内开始培

训。另外一些关注问题还涉及有限的心理和社会援助，以及对在战争期间普遍存在

的吸毒和药物滥用现象，对营地中前作战人员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未制定出任何

相应的方案。在土布曼堡，复员的前作战人员满街乱逛，用他们的安全网津贴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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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吸毒。诸如大麻和可卡因之类的毒品在土布曼堡市中心市场上公开出售，并且抓

获了一些企图将毒品偷运入营地的前作战人员。  

 28.  随着上述进程的实施，作战人员在解除武装营地被解除武装后便送往宿营

地，在宿营地对他们进行登记、发给身份证、进行体检和在营内收容五天之后，再

发给 150 美元的安全网津贴和一些非食物用品。这些被解除武装的前作战人员退役

三个月之后，才可参与恢复和重返社会方案，并在他们报名加入方案之后，才发放

第二笔 150 美元的津贴。在营内的五天期间，这这些士兵举办了构成退役前指导部

分的若干培训活动，包括人权培训。同时还提供某些咨询。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

并未提供咨询，因为在营内所呆的时间有限，无法展开任何认真或有效的咨询。此

外，对于承包咨询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咨询质量，令人感到严重的关注。对咨

询活动应当实行更密切的监督，以确保承担这项责任的工作人员确实具备资格，并

致力于贯彻咨询活动。  

 29.  不能立即实施恢复工作构成了严重的问题。根据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提供

的资料，从这些宿营地退役的 25,000 多名前作战人员不能进入任何实行恢复的培训

机构。只有三个总共可以接纳 1,800 人，即占所有希望接受培训的前作战人员人数

7.2%的培训方案，获准吸收前作战人员。  

 30.  一些儿童保护团体抗议，由于对儿童兵，即交出武器的儿童的限制，使他

们无法进入解除武装的进程。按照原设想，这项进程应当向所有参与武装部队的儿

童开放。此外，这些组织指称，根据其他方面的经验，联利团应全国过渡政府的要

求，在最后一刻决定向那些同意参加正式复员方案进程的儿童支付 300 美元是不当

之举。这些资金本应用于支持为全体儿童，不论是否属于复员方案进程部分的儿童，

开展以社区为重点的长期恢复的需要。此外，为解除儿童武装采取的经济鼓励手段，

可导致本区域内对儿童兵的重新征募，并破坏家庭关系的恢复，而家庭关系是退役

儿童兵重新融合所必不可少。这种做法也可使儿童们遭其指挥官的恐吓和操纵。  

 31.  驻扎营地为男女提供分开的设施。儿童被安置在临时照管中心，儿童在抵

达(D2)营地后通常就立即被转送到这些照管中心，至迟不超过 72 小时转送。然而，

对于这些照管营内提供的服务质量，则令人感到严重关注。据报告，邦加营内有一

些儿童因睡在冰冷的地面上而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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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据收到的一些报告称，维和部队人员犯有性虐待行为，包括在解除武装营

内拍摄裸体女孩照片，或者诱唆性行为。联合国必须根据秘书长关于防止性剥削和

性虐待的特别措施的报告(A/58/777)和此后的秘书长通报(ST/SGB/2003/13)，建立起

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国家级网络。  

E.  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  

 33.  联利团的部署和解除武装工作的启步，使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在实

地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活动得以扩大。这也使该国部分地区的安全阶段得以缩短，允

许国际人员进入一些区域。因此，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5 年以来第一次能

够在洛发州的沃因贾马分派食品袋。儿童基金会于 2003 年底在蒙罗维亚发起了重

返学校运动。开发署得以开展与战争相关的性暴力行为调查，并且将其监测活动扩

展至洛发州。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逐步地着手重新打开他们在一些偏僻地区关闭的办

事处。拯救儿童组织重新开放了 2003 年 5 月关闭的邦加和绥德鲁两地的办事分处。 

 34.  在强调必须提供技术合作解决利比里亚境内人权问题的人权委员会第

2003/82 号决议框架内，人权高专办为利比里亚制定了一项技术援助方案，确定了

两个着重努力的方向：开展人权教育，支持建立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就

反击有罪不罚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为过渡司法机制的运作提供基础。这个将由开

发署实施和联合供资的项目，将提供总额 245,000 美元的经费，用于向非政府组织

提供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培训，调查与战争有关的虐待或侵权行为。项目还为设在日

内瓦的人权高专办本身提供了能力以支持联合国的综合特派团和独立专家的任务。

一项计划中的工作将为冲突绘制一份历史和社会学蓝图，并促进致力于纠正有罪不

罚现象。对人道主义工作者展开人权教育将确保建立起一个更广泛和更全面的监测

框架，以补充联合国综合特派团的工作。  

F.  联利团和人权及保护部分  

 35.  安理会第 1509(2003)号决议为联利团规定了一项重大的人权和保护任务。

这项任务包括监测、能力建设、技术合作和宣传工作。人权及保护部分原计划配备

48 位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事务干事和技术人员，包括过渡性司法、保护、法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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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护、培训、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等方面的专家。联利团承担了一项重大的技术

援助任务，并确立了某些基于成果的预算规定，以支持若干人权活动。然而，在实

际中，人权活动的执行情况一直与开发署管理的信托基金挂钩。尽管人权及保护部

分与开发署享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目前这种以资源无法预测为特点的状况，

则不利于制订可为人权工作提供可持续支持的长期计划。因此，  联利团必须根据

预算列入的所述规划方案，确定并实际拨出用于人权工作的资金。  

 36.  为使人权事务部分切实有效，必须将这一事务部分充分融入特派团的业

务。在这方面，独立专家指出，人权事务部分在为协调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改革

而设立的法治实施委员会 15中并没有代表。在上述委员会中必须人权部分的代表，

以确保人权充分融入新的安全和法治部门结构改革战略的规划和执行工作。此外，

应竭尽全力确保人权部分与联利团的人道主义和恢复的努力更加密切和协调地合

作。这样，人权部分即会对规划和落实为该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制定恢复战略

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开展的活动 

对利比里亚的访问  

 37.  2004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3 日，独立专家对利比里亚进行了访问。这次

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评估该国的人权状况，包括执行和平进程的各个方面，以及各

类活动对人权状况的影响。访问期间，独立专家与利比里亚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政

府官员、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联利团领导层、联合国各机构负责人以及外交使团

成员进行了磋商。  

 38.  为此，独立专家感谢全国过渡政府和联利团管理层，特别是秘书长特别代

表，雅克·保罗·克莱因为她的访问提供了便利和后勤支助，没有他们的支助，就

不可能编撰出本报告。专家还深为赞赏地确认，  联利团人权和保护部分为确保她

圆满完成访问任务发挥的作用。Ernest Kwame Asiedu Amoa-Awua(加纳 )大使和

Eineje E. Onobu(尼日利亚)大使极为慷慨地抽出时间，不仅为该国人权状况提供了深

刻的见解，而且还促成了与某些主要行为者进行至关重要但颇为困难的会晤。对此，

独立专家深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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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对话方获悉的情况 

 39.  国家机关和政府机构的大部分代表在赞赏国际社会前来援助利比里亚的

同时，对联利团的运作方式表示了关注。他们认为，联利团似乎已建立起了一个“平

行”的政府，它既不与当地合作伙伴磋商，也不容忍对特派团的看法和(或 )意识到

的权威提出任何批评或质疑。联利团领导层通常公开嘲笑反对方人士为“犯罪者和

招摇撞骗者”。这种局面对和平进程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应列为当务之急加以纠正。

信手可拈的实例是，2003 年 12 月试图发动复员方案未遂的事例。这次未遂的尝试

引起了骚乱和纷争，造成至少 11 人丧生。不适时宜地发起解除武装行动，导致生

命丧失，显然违反了人道主义援助不造成任何损害的首要原则。令人遗憾的是，迄

今为止，没有人对这一失误承担责任，而且在冲突之后的利比里亚内再次出现了造

成生命损失不受惩罚的现象。  

A.  生命权  

 40.  在利比里亚发生的冲突主要是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蓄

意侵害平民、酷刑和非法杀戮行为。知情的估计表明，在冲突期间大约有 250,000

人丧生。其中一半为非参战的平民。开放该国迄今为止在各交战方控制下的部分地

区，使气氛有所好转，有利于对乱葬坑和杀戮现场进行资料记录并识别，并且与证

人和幸存者面谈。联利团人权和保护部分从 2003 年 10 月起便在收集和储存有关地

点的资料。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是，杀活人(大部分为儿童祭神的案件呈增长的趋势。

由于警方资源匮乏，无法展开调查并将罪犯绳之以法，加剧恶化了这种局面。  

 41.  由于在 12 月 7 日至 9 日发生的事件，联利团军事部分设立了临时调查委

员会(临时调委会) Paynesville 市红灯区开枪射击并打伤一名维和部队人员的事件进

行调查，该委员会确凿证实了该地区有 11 位平民在相关情况下死亡。在临时调委

会提交了报告之后，秘书长特别代表设立了一个特派团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尚

未可得。其他消息来源表明，在布什罗德岛的索马里路另有 13 人丧生。因此，除

了根据军事人员接战规则必须设立的临时调委会对 Paynesville 市事件进行调查之

外，没有听说对索马里路所称的死亡事件展开过调查。对于 12 月期间发生的事件，

事实上并未展开过系统性的调查，确切查清究竟多少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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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罪不罚现象  

 42.  在冲突期间，无法诉诸司法，而且不存在惩处大规模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

法行为的机构，仍然是冲突后利比里亚的一个关键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代理高级

专员在其关于利比里亚的报告(E/CN.4/2004/5)中承认，有罪不罚现象不能为利比里

亚社会的恢复奠定基础，他呼吁国际社会确保将应当为利比里亚境内严重侵犯和违

反人权行为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他指出，长期蒙受苦难的利比里亚人民应当享有目

前其他国家类似罪行受害者所能享有的同等补救办法。秘书长特别代表公开并在信

函中提醒布赖恩特先生及其前任，布拉赫总统不得赦免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严重

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43.  2004 年 6 月初，80 个民间社会团体打着“打击包括经济腐败在内的有罪

不罚现象”的横幅，向全国过渡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通过一项决议，迫使

全国过渡政府提出请求，将前总统泰勒引渡到塞拉利昂，以面对战争罪指控。议会

目前正在考虑这项请求。此前，利比里亚全国关注市民团体和妇女和儿童发展协会

这两个民间社会团体在 5月 31日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建立一个拥有审理 1979

年以来战争罪和严重侵犯人道主义法行为司法权的刑事法庭。这些发展情况与关于

尼日利亚公民社会团体采取行动拒绝不惩罚查尔斯·泰勒的报告相辅相成。在利比

里亚境内为将查尔斯·泰勒送上审判台的各类运动是公众更广泛参与和更大表达自

由的迹象。对此应当予以鼓励。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确保为利比里亚人民伸张正

义。  

 44.  建立国家机构能力，例如建立司法机构和警察部门处理现行侵权行为的有

力方案，应当作为纠正以往有罪不罚现象所作努力的补充。联合国必须支持利比里

亚人民建立起真正和不屈不挠的保护人权机构。该国已经采取了某些步骤，建立真

相与和解委员会、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等机构，但必须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和支

持。  

C.  教   育  

 45.  利比里亚境内的武装冲突对教育部门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与战争相关的

抢劫和对基础设施的广泛破坏，以及大部分人口被迫流离失所，实际上对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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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组成部分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绝大多数学校由于战争而关闭。整个一代人中

的 70%以上丧失了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利比里亚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家长比

子女教育程度高的国家，这种状况并没有人羡慕。教育领域的主要挑战是，至少恢

复 25%的中小学校，增加获得素质教育和基本教育的机会，制订一项有效纠正偏重

于扫盲或质量低的教育问题的综合教育方案。这就需要实行职能下放，和主要机构

的能力建设。同时，对教师的培训应给予优先关注，从而有效地实施即将确立的教

育方案。  

 46.  2003 年 11 月，儿童基金会正式发动了“返回学校”方案，揭开了战后正

式开办学校的序幕。与教育部合作实施的这项方案拟在 2004 年底实现百万儿童返

校的目标。作为这一项目的一部分，儿童基金会将提供教学用具、课本和铅笔，以

及为学校提供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支助。截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为八个可进入的州

的 582,000 名儿童提供了教学用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情况，

这些教科书流落在街头出售。为彻底制止这种情况已采取了措施。在蒙罗维亚以外

的地区，由传统领导人监督这种情况，并确保免费提供的教科书不被出售。教育部

极为关注的是，许多学龄儿童仍然没有入学。为扭转这种情况，教育部推行了一项

有力的提高意识方案，运用粮食计划署“学校供膳计划”的鼓励措施，促使家长将

其子女送入学校。教师也包括在粮食署计划内，以鼓励教师留在校内继续教学。通

过这项计划，同时为在校学生及教师提供粮食。  

 47.  目前，教育部重点推行前作战人员的技术 /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效地执行

任何方案均需要财力和人力资源。教育部认为，联利团和非政府组织对教育部门的

参与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但是，极其需要进行合作与磋商，以免工作重迭和确保

共同一致实现完善教育部门的战略目标。教育部指出，教育部已经向联利团提交了

一份清单，列明可根据“速效项目”进行修缮的学校，以协助教育部门的迅速恢复。

教育部的建议考虑到地域平衡问题，但教育部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这类建议没有

被采纳，结果只有设在蒙罗维亚内和周边的学校受益。  

D.  健康和营养  

 48.  在利比里亚 14 年的武装冲突期间，卫生部门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现行有

关健康和营养的数据表明，利比里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情况最差的国家之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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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只有不到 10%的利比里亚人能得到保健服务。由于战争和长期的冲突，基础

设施遭到破坏，资金匮乏和辅助系统退化，是这方面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卫生部

名存实亡，不经营任何医院。实际上，卫生部在蒙罗维亚以外没有任何工作人员。

在战前的 28 家政府医院中，只有六家尚在运作，三家在蒙罗维亚，16 大巴萨州的

布坎南，17  邦明斯 18  和土布曼堡各有一家。总共 355 家医疗诊所中，只有 80 家开

业。所有开业诊所和医院都由非政府组织经营。 

 49.  最紧迫的挑战是，重新建立初级保健系统，通过医院、诊所和基于社区的

主动行动恢复提供保健和营养服务，尤其是乡村地区提供这种服务。这需要通过重

建和重振主要的保健设施，培训关键类别工作人员，扩大防治疟疾、急性呼吸道感

染、痢疾、寄生虫、皮肤病、营养不良和贫血症方面的卫生保健方案来实现。卫生

和社会福利部应在总部和各州予以加强。  

 50.  利比里亚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委托，并于 2002 年 19  开展

的卫生状况分析得到的资料表明，2000 年每 1000 成活婴儿的婴儿死亡率为 117。

每 1000成活婴儿五年内的死亡率估计为 194, 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75的区域

平均数，利比里亚在 46 个国家中列第 43 位。战后这种情况肯定更糟糕，但是，目

前没有显示这种恶化程度的统计数字。每 100,000 成活婴儿的孕产妇死亡率为 578

人，而且即使在 2000 年，这个比率数也同样很高，将利比里亚置于全世界孕产妇

死亡率风险“极高”之列。2000 年，缺铁性贫血患者在 6 至 35 个月幼儿中占 86.7%：

在 14 岁至 49 岁非怀孕女性中占 58%，并在该年龄组怀孕女性中占 62.2%。维生素

A 欠缺症患者在 6 至 35 个月幼儿中占 52.9%，在怀孕妇女中占 12%。与次区域大部

分哺乳母亲的做法相反，纯母乳喂养法并不普遍，而且据收到的资料表明，只有 50%

幼儿得到两个月的纯母乳喂养。同样在 2002 年，32%的人口可得到安全饮用水，36%

有卫生设施。  

E.  艾滋病毒/艾滋病  

 51.  自从 1986 年利比里亚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以来，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艾

滋病以极快的速度蔓延扩散，妇女和女孩面临的风险最大。武装冲突及其后果，诸

如强奸、卖淫现象滋长和贫困等，加剧了这种病毒的传播。2000 年艾滋病感染率是

8.2%，而根据卫生部资料，目前估计的感染率是 11%。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被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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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耻辱的记号并遭到歧视，因此患者不愿意透露其病情。2000 年建立的全国艾滋病

防治委员会缺乏防治艾滋病流疫所必需的能见度和效力，在目前和乡村地区尤其如

此。令人鼓舞的是，全球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最近为支助利比

里亚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提供了 2,430 万美元的捐款。其中，765 万美元专

门用于在今后两年内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并将大幅度地增强和改善全国防

治这种大流行病的工作。  

F.  儿童和前儿童兵或参与战斗部队的儿童  

 52.  和平进程的一个重大挑战是，采取充分对应措施解决为数众多的 18 岁以

下儿童的需要。他们是蒙受与战争相关暴力、毁灭和大规模违反和侵犯人权行为的

首当其冲者。大量的儿童被绑架并强迫征募加入战斗部队，并因此而蒙受了多种残

暴行径，包括丧失其孩童时期的痛苦。儿童兵或参与战斗部队的儿童的人数尚无确

切的数字，但是，从各方面来源得到的资料表明，利比里亚境内每十个儿童中即有

一个曾经在某一时期被征募入伍。大部分交战部队和战争伤亡者是儿童。目前估计

利比里亚境内儿童兵人数为 21,000 人。现有资料表明，在《安卡拉和平协议》和联

利团部署之后，许多儿童兵脱离了他们的指挥官和队伍，而且该国各地还流落着人

数不明的受伤或赤贫儿童。我在访问迄今仍在反叛部队控制下的偏僻地区时，曾经

遇到过若干受伤的前交战人员，大部分为儿童。这与联利团建立之后，于 2003 年

底联合国评估团得出的调查结果相吻合。为数众多的儿童卷入冲突并不令人惊奇，

因为儿童兵被视为廉价和可牺牲的人员。由于儿童的天性，很容易调教儿童俯首听

命地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并犯下暴行。  

 53.  冲突各方都绑架和强迫男女儿童从事各类与战争相关的事务，包括从事危

险的侦察工作和充当民夫。女孩根据其年龄被当作性娱乐的玩物和充当厨娘、清洁

工或民夫之类的家务工作。一些报告还揭露，儿童兵和参与战斗部队的儿童普遍和

被迫吸毒的情况。他们是被从学校、游乐场所、农场和流离失所者营地或难民营绑

架来的儿童。  

 54.  随着进入内陆地区的通道打开之后，更确切地透露出了武装冲突期间普遍

采用酷刑和性暴力的现象，因而人权活动者着手把与战争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整理

成文档记录。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开发署与世界展望组织合作，正在展开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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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与战争相关的性暴力行为整理成文档记录，并明确性暴力行为造成的健康、

心理和社会后果。六月份对调查结果的初步评估表明，大约有 40%的平民人口遭受

过某种形式的性虐待。  

 55.  5 月 25 日，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了利比里亚的初步报告 (CRC/C/28/ 

Add.21)。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CRC/C/15/Add.236)中除其他方面外，欢迎

为全国儿童行动计划制定了框架、建立了主管儿童事务的性别和发展事务部、设立

了全国儿童权利观察小组和儿童议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对立法进行全面

审查，确保其国内立法符合《儿童权利公约》；落实全国行动计划；将性别和发展

事务部内所设的儿童股全面投入运作：为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供充足资源，使

之能监测和评估执行《公约》的进展情况：将确保落实儿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列为预算拨款的优先重点：建立与《公约》相符的数据收集和指标制度，以便利

于政策和方案的制定：宣传《公约》；修订刑法，废除对儿童的死刑判决；并采取

消除歧视的积极和综合性战略。儿童权利委员会还提出了关于下述各方面的建议：

尊重儿童的意见、家庭环境和替代性照料、基本保健和福利、早婚、有害传统习俗、

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闲暇和文化活动、儿童兵、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儿童、对儿

童的性剥削、药物滥用和少年司法等。国际社会必须为全国过渡政府提供支持，确

保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并贯彻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G.  妇   女  

 56.  利比里亚境内的武装冲突对妇女权利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利后果。妇女在

冲突期间遭到强奸、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性或基于性别的暴力之害。就与战争相关的

性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正在进行的调查获得的初步资料表明，69%答复调查的妇

女曾经为某种虐待形式的受害者。随着安全情况改善，局势在逐步正常化，但妇女

蒙受侵犯和违反人权行为之害的风险仍然较大。在战后的利比里亚，这种侵害是以

性剥削、性交易、强奸和家庭暴力加剧的形式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若干研究

表明，性交易，尤其是青少年之间的性交易现象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这些研究

显示，为非政府组织、商业、政府和国际组织工作的男性牵连进了对未成年人的剥

削。同时还有各类侵犯妇女权利和阻碍她们在教育、保健、就业和家庭中与男性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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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等机会的各类有害传统和文化习俗。这些习俗有：女性外阴残割、强迫婚姻、

早婚和嫁妆、青少年怀孕和家庭暴力。  

 57.  强奸事件不断增长，有些案情涉及老年人与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以及使用

异物，着重突出了审查适用法律并将法律与现行国际惯例接轨的紧迫需要。根据利

比里亚法律，强奸定义只限于阴茎的强行插入。所述法律修订也应规定受害者及其

家庭必须告发强奸案。这将是遏制若干起在庭外不法解决强奸案的对策。  

 58.  利比里亚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并在设立起了一

个全面主管妇女发展事务部之后，拥有了解决妇女问题的坚实基础。然而，政府官

员和机构必须经过培训，以便理解和落实《公约》的条款。同时，还应鼓励政府批

准对第二十条第 1 款的修订案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2003

年 10月通过的《规约注定和习惯婚姻关系中配偶不动产转移和既定继承权的法案》，

在这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这项法案扩大了适用法律范围，有利于并精简了根据普

通法和习惯法缔结婚约的配偶的继承权。  

 59.  在所有各级实现有效和充分女性代表比例是维持性别平等的关键，在这方

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七名委员中有四名妇女。全国选举

委员会和施政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均由妇女担任。有些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挪威难民

委员会和英国拯救儿童协会确立了令人赞赏的男女各 50%的政策，从而确保了当地

男女的平等机会。2003 年联利团本身则设立了一个关于人员配备方面性别问题顾问

的职位。  

H.  贩卖人口  

 60.  家庭和社会纽带破裂、法律和秩序崩溃、流离失所和极端贫困现象，造成

了利比里亚境内灾难性的局面，为诸如贩卖妇女、男童和女童之类恶劣行径制造了

机会。在诸如孤儿、母亲因贫困无法抚养子女，而且往往还是寡妇的情况下，儿童

通常以领养或使其获得更好的生活和 (或)让他们有更好机会为借口被带走，结果陷

入被迫卖淫或受奴役的境地。在本次访问期间，一份全国性报刊报道了一项正在调

查之中的案件，以及蒙罗维亚法院正在审理的另一起案件。同时收到的一些报告指

称发生滥用领养程序的情况，以及一名外籍人诱骗偏僻地区儿童到蒙罗维亚的家庭

的情况，这很可能是一种为非法领养的目的进行儿童贩卖的渠道。这些都是令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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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迹象，应当予以认真地关注。幸运的是，人权高专办已经发布了关于人权和禁

止人口贩卖问题的准则，从而真正为这一领域所有相关行为者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

跨领域性建议。  

 61.  联利团在联合国民警部队内建立起来一个禁止贩卖人口事务股。最近，该

股突击搜查了蒙罗维亚市内的一家夜总会/妓院，救出了三名摩洛哥女孩和一名埃及

男孩。据称，他们是以谎造的借口被带入利比里亚境内，并被迫留在妓院内。这家

夜总会/妓院老板目前已遭到起诉。对上述这些人的逮捕方式，包括未让地方当局参

与的做法应当予以避免，而且必须注意贩卖利比里亚人的情况。虽然联利团是有必

要努力制止贩卖活动的。但今后必须让利比里亚国民警察参与，并协调该新设股与

其他合作伙伴的活动。  

I.  非政府组织  

 62.  利比里亚境内有各式各样的当地民间社会团体和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开展

工作。大部分这类团体依赖于外来资金的支助，而且确实尚不具备在各组织本身所

选择地区内有效运作的能力。对于该国境内非政府组织泛滥的现象，迫切需要采取

一定的明智态度。对于这些机构应当通过建立能力的主动行动予以支持，而且制订

出某些条例确实是势在必行之举。  

四、障碍和关注 

 63.  若干对话方，包括政府官员、国际社会成员和非政府组织都对行政当局滥

用权力有所抱怨。据称，过渡政府主席凭据行政命令单方面任命了法定机构成员、签

署了国际协议和批准了各项减让，并未与全国过渡议会磋商，违反了该国的法律。20  

主席还被视为利用其职务的咨询地位篡夺各主管部的职能。这种状况疏远了政府中

的某些成员，导致与全国过渡议会的公开对峙。有些参与《全面和平协议》谈判的

对话方表示，在过渡阶段将政府首脑称为“主席”是为了削减祸害利比里亚社会的

那种总统职位实权过大的现象。“主席”这个称呼旨在表明，被任命人仅是各位平

等同仁之间的第一位，并不具备宪法赋予总统的实权。然而，主席似乎以为，他拥

有总统实权，且以总统自居行事，对此，各对话方认为，这有损于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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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与此相关的是，对联利团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和挫折的令人担忧程度。大部

分政府官员、民间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某些联合国官员，包括联利团的工作人员都对

形势的变化、联利团未就一些重大敏感的国家问题展开磋商，且粗暴斥责对联利团

自我意识到的权威提出质疑的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做法，表示失望。若干政府官员认

为联利团实际上是一个平行的政府。事实上，独立专家得悉，有一位联利团高级官

员对政府机构一位女性负责人采用了嘲笑和不友好的言词。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有

效的对策，并应当把消除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作为优先事项处理。不立即采取行动，

这个问题可能会闹得不可收拾，给和平进程带来灾难。  

 65.  独立专家向秘书长特别代表转达了这些关注，并希望给予充分地重视，以

解决上述问题。  

五、结  论 

 66.  继 2003 年 8 月 18 日签署了《全面和平协定》之后，由西非经共体率领的

国际稳定部队进驻，而后又部署了联合国特派团，结束了利比里亚长达 14 年的武

装冲突。成立了一个分享政权的民族统一政府，建立起了脆弱的和平局势。安理会

第 1509(2003)号决议授权设立的联利团正在协助执行和平协议。联利团承担了非常

重大的人权任务，着重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联利团应当提供履行这项任务的资

金，因为履行人权任务是恢复利比里亚社会的先决条件。安全局势的改善，为更多

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并为人权活动提供了背景。政府唆使的侵犯人

权行为已经停止，但仍严重缺乏惩治侵权行为和确保法治的机构体制。利比里亚一

般民众要求伸张正义的呼声不可被忽视。应当为利比里亚当局提供国际援助，协助

其处理同以往违反人权行为和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相关的问题。《全面和平协定》

规定的各国家机构已经确立，并处于不同的运作阶段。国际社会、民间社会团体和

政府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确保消除对某些委员会成员任命性质的忧虑。  

 67.  冲突毁掉了政府机构，损坏了政府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能力。冲突后必须

开展大规模的重建工作，重振瘫痪的机构，并为和平创造条件。对于为支助着重成

果的过渡性框架认捐的各捐助方，当务之急是兑现他们的捐助承诺，以免在落实基

于时限的过渡/重建方案方面出现严重的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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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在 2003 年 12 月起始失败之后，重新开始了解除武装的进程，为改善全国

安全局面创造了条件。联利团应加倍努力，确保更大的透明度，让全国各方合作伙

伴充分参与有关复员方案的执行和政策制定工作，纠正方案中的缺陷，弥合解除武

装和复原与恢复和重返社会之间的脱节现象，并为前作战人员创造经济机会，着手

重建他们的生活，以免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形成任何进一步威胁。  

六、建  议 

 69.  2003 年 12 月，在未确定适宜驻扎营地、无交战各派别的参与、以及与地

方当局合作有限情况下，作出启动解除武装程序的决定，不幸地导致了民众动乱，

至少 11 人丧生。对于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必须进行详实的公开调查。  

 70.  解除武装是创立安全环境，解决利比里亚境内人权问题的关键。1997 年

解除武装方案的失败，应当促使全力以赴地力争当前进程的成功。联利团必须确保

与国家各利益相关方，包括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充分合作和携手努力。捐助方应全

力为复员方案的四个组成部分作出贡献，为之提供充分的资金。目前复员方案的实

施工作中有损于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在政策和执行方面不容置疑的作用的缺陷，应

当作为当务之急加以解决。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被疏离感和联利团复员方案、联执

股和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各自为政的现象应当予以纠正和消除。  

 71.  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宣传复员方案，并应由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领

导这一进程。为树立公民权利和责任以及绝对不容许暴力和腐败的意识，必须制订

和贯彻计划周密的公民教育计划。复员方案全国委员会应与难民署合作，考虑如何

让利比里亚难民了解利比里亚境内实际情况。这项战略应尽快着手拟订，而且，理

所当然应在 2004 年 10 月预计的遣返工作开始之前启动。  

 72.  国际社会应当协助利比里亚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援助和增强为处理与战

争有关的侵犯和违反人权行为而设立的机构。司法制度应当予以恢复，并为执法机

构提供资源，以应付在利比里亚境内实行法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利比里亚

国家警察的结构整顿和组织整顿进程必须加快，并考虑到《全面和平协定》确立的

标准，以避免滋生任何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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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在执行和平进程和重建的这个阶段，必须作出牺牲，政府官员必须以身作

则。浪费必须加以杜绝，并审查政府各优先事项，确保资源用于根本的需要，不得

为政府官员奢侈的生活方式开销。  

 74.  除其他方面外，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法律改革委员会，确保国内法与利比里

亚作为缔约国的国际文书接轨。国际社会应通过各主管部协助利比里亚政府切实了

解其根据利比里亚批准的国际文书所承担的义务。人权高专办可制定并举办有关国

际人权两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报告程序的

培训讲习班。同时，也可以为各条约机构建议的后续行动或执行工作提供援助。  

 75.  为落实联利团的人权和保护部分的极为重要任务，包括能力建设、监测和

技术合作及宣传，必须为之提供充分的资源。同时，为使人权部分能更直接地在人

道主义和从事恢复工作的部门下进行运作，也应当考虑对人权部分进行组织结构性

调整。这将允许采取更为综合性的人权方针，实施利比里亚的恢复工作。  

 

注  

1  An act to repeal the act of 1997 creating the Liberi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o create the Independent 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f Liberia.  

2  A few days after his appointment, Mr. Doe died in a hos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natural causes.  

3  This involves the administering of a liquid substance made from a local tree (jlu) to 
anyone accused of witchcraft or any other evil. Survival means innocence and death guilt. It 
could also be done through using a red-hot machete to slice the body of an accused. If the skin is 
cut then the person is pronounced guilty. The person who officiates in this exercise, which in the 
past involved a government official, would slice on his skin first to demonstrate the efficacy of 
the practice. This practice is common in Grand Gedeh County.  

4  “At FOCUS Workshop: Gedeh Chief Wants Sassy-wood Enforced” The Analyst 
(24 May 2004), p. 8.  

5  Indicative planning figures for UNMIL was 38,000 combatants in the whole country.  

6  This document was prepared by the interim secretariat, which is made up of UNMIL, 
UNDP, World Bank, UNICEF, UNHCR, OCHA, USAID and World Vision.  

7  During a meeting of the Joint Monitoring Committee (body tasked with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A) on 19 May, a senior UNMIL official comment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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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ppropriateness of demobilizing women (wives of combatants). Some UNMIL staff involved 
in DDRR publicly stated that they could only disarm combatants, and peacekeepers in 
Tubmanburg insisted that women could not disarm without handing over weapons. The head of 
DDRR at UNMIL agreed that women could disarm without arms but could not state so publicly. 
This accord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women combatants contained in Annex E of the DDRR 
Framework Strategy as referring to “all categories of women, who voluntarily or were abducted 
for the purpose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flict or may have been us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services to the forces either as cooks, camp followers, wives and forced spouses during the 
conflict”. The Joint Operational Planissued by the DSRSG indicated that women and children 
could be demobilized without having a weapon.  

8  This happened in D1 (disarmament) sites and child protection agencies are trying to 
redress this through additional checks in the D2 (demobilization) camps. 

9  Such tests are foreseen in the DDRR Programm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10  Some children in the ICC Gbarnga took ill from sleeping on the cold floor. There have 
also been complaints about boredom and insensitive comments by child protection workers, who 
referred to the children as rebels.  

11  Policy on this subject reportedly changed from no payment to children, to a payment 
equal to that of adults (US$ 150 as a first instalment and US$ 150 after three months).  

12  The concerned group of combatants referred for treatment had been tested for HIV 
anonymously.  Out of seven persons, five tested positive.  They were not informed of this. As 
a result, the UNMIL Battalion hospital reportedly was reluctant to operate and referred the 
patients to the JFK hospital in Monrovia.  

13  See Joint Operational Plan p. 11, “Management of the overall program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JIU reporting through the Policy and Program Advisor to the DSRSG o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policy issues on the DDRR”. 

14  LURD, Government of Liberia (GOL) an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Liberia 
(MODEL).  

15  In his third progress report (S/2004/430), the Secretary-General indicates that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human rights component is in this Committee (para. 25), but in an interview 
on 12 June the Acting Chief of the component indicated he was still making efforts to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16  Ireland Hospital (operated by the Swiss MSF), Redemption Hospital (operated MSF 
Belgium) and John F. Kennedy Hospital (operated by 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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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perated by MERLIN. 

18  Operated by the German Medical Team. 

19  Liberia: Health Situation Analysis, Final Report 31 July 2002. 

20  Under President Taylor, legislation was passed granting the President sole authority to 
appoint members of statutory bodies and to approve concession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without legislative approval. These acts were subsequently repealed by Presiden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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