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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框架
1.

2012 年 12 月以来，中非共和国全境的安全形势和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

在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大都遭到抢劫，因此政府完全陷于瘫痪状态。那里的
公务员有一部分被 Séléka 的部队抓了，许多人跟其他民众一样逃跑了，或者是为
了躲进丛林地区，或者是为了进入首都，或者是为了在邻国找到避难地。随着 S
éléka 进入班基，国家军队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机构能够正
常运转。如今，过渡政府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权威和在国内恢复和平。具体说
来，优先事项如下：


在全境恢复和加强安全以便民众和弱势群体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并
且流离失所者能够迅速返回自己原来的社区；



通过重新部署和重新组织中央及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重树国家权
威；



修复班基和内地一些城市的上诉法院、大审法庭、警察局、宪兵队各分
队以及监狱中心的建筑物；



装备所有司法机构；



重新部署并开始启用法官和司法助理人员；



增强司法机构尤其是司法部和司法部门总监察局的人员能力、运作能力
和技术能力。

2.

政府对任何犯下各种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罪行的人一律选择零容忍。前战斗

人员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计划是过渡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尚在对此进行
讨论。不过，民兵解除武装以及儿童兵复员和重返社会举措正在实施中。
3.

政府在 2013 年 9 月通过了其《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国家行

动计划》
。在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为所有过渡当局(政府、国家过渡理事会、
过渡宪法法院)以及发展伙伴组织了一个提高意识和游说会议，目的是要求他们让
妇女全面参与目前危机的解决。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有史以来第一次中非政府中有
35%的女性(20 位部长中有 7 位女部长)。此外，政府一直在与妇女组织接触，让
它们作为相关方面担负起解决危机的责任。
4.

增强妇女的能力是一个基本目标，目的是让她们有效和高效地参与政治和经

济改革。政府打算在这方面立刻采取行动，以增强妇女的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
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下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5.

关于 Séléka 联盟强奸妇女案件的信息大多数是在中非共和国开展行动的人

道主义者提供的。正如上文(第 1 点)所强调的，由于不安全的原因政府几乎在实
地销声匿迹了。政府为开展调查采取了行动，以评估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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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的情况，尤其是酷刑、杀戮、强奸以及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其他形式的暴力
行为。
6.

政府拥有一部源于议会的法律，该法律对侵害妇女和女童的各种暴力行为予

以惩治。此外，在修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为保护妇女不受暴
力侵害和惩治一切施害者做出了具体规定。不过，妇女在诉诸司法方面常常受到
限制，原因包括其购买力差(负担不起司法费用)，还包括社会文化压力。有必要
考虑让妇女免费打官司。
7.

在其冲突期间和冲突后应急方案的框架内，政府计划为性暴力受害妇女提供

援助。这一援助是自发的，也涉及性别暴力案件。妇女还能得到社会心理支持。
公共卫生、社会事务、促进性别平等和人道主义行动部目前正与在打击对妇女和
女童的暴力行为领域开展行动的合作伙伴一起就一个全面照顾受害者的计划开
展工作。
8.

为了使民众重返家园而采取的措施受阻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暴力行为的再次

发生。从那以后，民众宁愿生活在丛林中，因为几乎到处都还充斥着不安全的气
氛。人道主义者在援助班基及外省的流离失所者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如上
文所强调的，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实现国家和平。政府对国际社会支持中非共和国
寻求和平、人道主义援助、民族和解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持乐观态度。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9.

正如在一切处在危机中的国家一样，中非妇女常常遭受暴力侵害，包括遭到

强奸。负责性别平等问题的部所属机构以及国内妇女组织采取了一些预防行动(提
高民众意识)。在实施危机状况下起码的应急机制的框架内，在快速照料强奸幸存
者方面增强了国家能力。目前正在与联合国中非综合办事处(联中办事处)一起考
虑设立一个由宪兵和警察组成的制止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混合单位。
10. 要重提的是，2006 年 12 月颁布了一部源于议会的惩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
法律。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文书对民众开展了普及和提高意识行动。另外，在修订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特别为妇女做出了新的规定以惩治暴力侵
害妇女的人。实际上，考虑了新的犯罪行为，并加重了处罚。不过，由于目前国
家所遭遇的危机，政府将加大行动力度以便有效执行这些文本，保护妇女和女童。
11. 目前没有开展任何调查来评估被强奸的妇女在社会中遭到羞辱和排斥的情
况。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强奸受害者往往隐藏自己，致使主管部门无法向她们提
供适当的救助。然而，提高意识行动使得她们中的一些人向国家打击有害做法委
员会(2002 年有多起)或者某些妇女组织如中非女法学家协会求助，以获得医治和
社会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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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被指责为女巫的妇女和女童实施暴力行为是《刑法》所惩治的一种严重的
犯罪行为。对于把一名妇女看做是女巫的常见的司法案件，司法警官负责公开采
取行动，逮捕犯罪者并将其送交主管司法机关，因为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扰乱公
共秩序。提高社区对这一犯罪行为的认识是负责性别平等问题的部门的任务之
一，该部门还确保执行这方面的文本。
有害做法
13. 《国家打击暴力行为行动计划》涵盖下述犯罪行为：强奸、恋童癖、乱伦、
性骚扰、做淫媒谋利、教唆未成年人堕落、色情制品、有意殴打和伤害、虐待、
公开辱骂、残割女性生殖器(包括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生殖器官的一切手术)、虐
待寡妇、没收寡妇个人财产、娶寡嫂制、续弦娶小姨子的习俗、食物禁忌等等。
为了打击这些做法，除了使用制裁手段，委员会以及某些妇女组织还投身于更广
泛的提高社区认识运动。委员会拥有直至市镇一级的下属机构。席卷中非共和国
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破坏了所有这些成就。中非妇女的状况由于这一蔓延至所
有地区的广泛危机而变得严峻。
教育
14. 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自 2013 年 12 月 5 日以来变得日益严重，在大约三个月
的时间里所有学校(包括公立学校)都关闭了。一直到 2014 年 3 月才谨慎地开始复
课。政府为 2014 年批准了 xxx 的预算，占 xx%。
健康
15. 2013 年，政府批准将 23 584 430 000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用于卫生部门，占
国家预算的 8.65%。2014 年该预算出现净增长，为 25 056 223 000 非洲金融共同
体法郎。增长的原因是目前的危机波及范围广，为此需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在人
道主义应对措施的框架内，合作伙伴们制定了一个总额为 5.65 亿美元的战略计
划，但 2014 年 5 月支付总额为 178 404 576 美元，占 32%。
弱势妇女群体
16. 政府在合作伙伴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支持下通过加强法治计划
作出的努力包括在国内大城市修复监狱，整修女犯监区。在班基，对 Bimbo 女子
监狱整个进行了重修，以满足国际标准。然而，国家所经历的多重危机导致包括
监狱在内的公共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将开展一次评估以确定破坏的广泛程度。在
国家在全境进行重新部署的框架内，司法机关正在班基及各省得以重新设立，并
对女囚的状况进行评估。
17. 中非共和国对奴役做法不加区分地采取了法律措施，尤其是关于《劳动法》
的 2009 年 1 月 29 日第 09.004 号法律(第 11 至 262 条)、关于《刑法》的 2010 年
1 月 6 日第 10.001 号法律(第 151 至 153 条)、关于《过渡宪章》的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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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第 13.001 号法律(第 8 条)。这些法律规定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将贩运
人口定为刑事犯罪并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8. 另外，国家在 2010 年 8 月 30 日批准了《关于土著人民和部落的国际劳工组
织第 169 号公约》
。此外，中非共和国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还跟其他一些国家一
起对《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投了赞成票。这些国际承诺证明了政府在中非
共和国促进和保护俾格米人各项权利的坚定意愿。
19. 由于这些国际承诺，中非共和国正在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进行法律改革，以提高国内土著社群的
法律地位。一项关于提高土著人民的地位和保护土著人民不受奴役的法律草案正
在制定中。其第 8 条指出“国家确保向土著人民提供特殊保护，使其免遭奴役以
及强迫劳动或无报酬的劳动”
，并且第 18 条规定“不得要求或强制任何土著社区
的成员从事任何强迫劳动，禁止债务奴役。”
20. 中非共和国为取缔早婚做法而采取的措施包含在关于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法
律 以 及 2006 年 12 月 15 日 关 于 生 殖健 康 的 法律 中 ， 这 些 法 律即 所 谓的
BANGAYASSI 法律。
21. 关于《家庭法》的法律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修正案尚未得到国家过渡理
事会(过渡议会)的通过。
22. 在实施 2013 年 11 月普遍定期审议所产生的建议的框架内，政府考虑批准尚
未批准的法律文书，但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打乱了这一计划以及在全国范围内重
新部署政府机构的工作。政府打算尽快恢复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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