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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结束访华时强调任务艰巨 
 
 
曼弗雷德·诺瓦克先生，联合国人权会关于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惩罚特别报告员于今日结束对华为期两周访问时,在北京发表如下声明： 
 
联合国人权会关于酷刑和其它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特别报告员于

今天结束了对中国为期 13 天的访问。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提出初次访华要求近十年后，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 日实现了为期两周的访华。他访问了北京、西藏自治区拉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1。这次访问有两个目的：了解情况，并启动一项合作进程，以期实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除酷刑的共同目标。 
 
特别报告员愿对外交部，特别是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沈永祥博士和他的下属所表现出

的专业水平、合作精神和对本次访问的全力支持深表赞赏。特别报告员盛赞外交部

尽了最大努力，以确保访问得以尽可能顺利进行，并原则上遵守了他的通行规则。 
与在押人员的所有会见均在报告员指定的私下场合进行。与任何人的会见或谈话要

求，没有任何一次被拒绝。狱方工作人员基本比较合作。特别报告员还面见了正式

安排以外的一些人，但是遇到了一些阻拦，情况详述如下。 
 
尽管原计划对山东省济南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进行访问，但由于时间关系，特

别报告员不得不取消对上述地区的访问。特别报告员对此深表歉意，并感谢外交部

和山东省及伊宁自治州的有关领导对行程最后一刻变更表现的体谅。 
 
在京期间，特别报告员同有关政府官员进行了会晤，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助理、司法

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副总检察长，并会见了民间社会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律师协会、中国政法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

                                                 
1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盼望已久的访问始于 1995 年当时的特别报告员 Nigel Rodley 爵士提出邀请其

对华进行了解情况的访问要求。中国政府 1999 年邀请其于 2000 年 5 月进行“友好访问”。但是政

府同特别报告员就联合国人权专家国别访问标准方法上的分歧使访问无法成行。2004 年春季，中

国政府向当时的特别报告员 Theo van Boven 发出了于该年 6 月访华两周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邀请，

但政府随后又推迟了访问。2004 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酷刑特别报告员后，中国政府再次邀请于 2005
年访华，并接受了他的通行规则。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儿童法律研究中心。他还会晤了一些律师、人权卫士、

学术界、驻华使团和联合国驻华机构人士。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特别报告员还会见

了地方外事办公室、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厅和公安厅的官员以及两个自治区的

副主席。 
 
在京期间，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北京市看守所、第二监狱两次以及北京市女子劳教

所。在拉萨期间，他访问了拉萨监狱、西藏自治区监狱（又称扎西监狱）和近期启

用的曲水监狱。在乌鲁木齐期间，他访问了第一、三、四监狱和六道湾看守所。在

这些场所，特别报告员同狱方进行了会晤，并同在押人员进行了私下交谈。 
 
在了解情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别情况 
 
特别报告员不得不指出，政府一些部门，特别是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在其访问期间

试图多次阻碍或限制其了解情况的活动。特别报告员及其工作人员在北京下榻酒店

和周围地区经常受到情报人员的监视。此外，访问期间，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或受

到安全人员恫吓、或被警方监视、或被指示不得同报告员见面、或被阻止前往同报

告员见面。 
 
狱方官员以工作时间为由限制交谈时间，从而减少了可访问的场所数量和同在押人

员交谈的人数。狱方禁止特别报告员及其工作人员将其摄影和电子器材带入监狱。

此外，与其以前访问其他国家情况不同的是，特别报告员无法从有关部门取得可由

其自行访问拘押场所的授权函。因此，外交部官员陪同他访问了拘押场所，以确保

其进入这些场所不受限制。鉴于通常提前一小时通知有关部门，从严格意义上讲，

访问不能被视为“未经事先通知”。尽管如此，在人权会特别机制以往对华访问所

采用的方法基础上，这一做法已得到大大改进。 
 
在同在押人员交谈过程中，特别报告员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恐惧和自我约束，这是

他在以前访问中从未遇到过的。有相当多的在押人员不愿意同报告员交谈，其中有

几位确实要求绝对保密。 
 
在此情况下，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和情况复杂以及访问时间有限，特别报告员承

认就中国的酷刑和虐待情况达成一整套研究结果和结论具有局限性。 
 
酷刑和虐待情况 
 
特别报告员忆及，在过去几年，其历届前任收到了关于在中国施行酷刑和其它形式

虐待的许多指控，并已将其转交中国政府请其发表意见。其中包括对少数民族，特

别是对藏族和维吾尔族、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卫士、法轮功练习者和家庭教会团体

成员持续、系统的酷刑。国际人权组织已经并继续对这类指控进行记载。 
 
所指控的酷刑方法包括：打人，使用电警棍，烟头，蒙头/蒙眼睛，在看守指使或

允许下由同监室犯人毒打，长期使用手铐或脚镣（包括关禁闭或专门关押地方），



闷到水塘或污水中，置于极热和极冷环境中，被迫保持不适姿势，如长期坐、蹲、

躺、站，有时候肢下垫上物体，不许睡觉、吃饭、喝水；长期关禁闭；保持支撑姿

势；不予治疗，不给药物；高强度劳役，用手铐悬吊。在一些情况下，酷刑方法有

特定叫法，如“老虎凳”，强迫人坐在离地面几厘米高的小板凳上不得动弹；“坐

飞机”，强迫人弯腰，双腿直立、并拢，双臂高高举起；“累死老鹰”，强迫人站

在高板凳上被打，直至筋疲力尽。根据访问期间收到的情况，特别报告员确认，这

些酷刑方法，有许多在中国采用过。 
 
尽管报告员无法详细确定目前采用这些方法的程度，但他认为，尽管在城市地区酷

刑行为在减少，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政府官员和许多报告的确也日益认识到这一

点2。 
 
政府为反酷刑所作的努力 
 
中国政府认识到问题存在，已采取许多措施解决这一问题。2003 年 8 月，公安部

长周永康颁布了公安机关执法程序标准化的统一条例，题为“处理行政案件的程序

条例”，其中包括没收财产时限方面警方的权限，合法的收集证据手段，对嫌疑人

侦查的时限等。2004 年，公安部颁布条例，禁止使用酷刑和威胁取得口供。最高

人民检察院宣布消除刑讯逼供将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浙江省公安厅颁布关于刑讯逼

供条例，规定如果出现两起以上刑讯逼供案，导致受伤，执法不公或治安问题，则

该地区公安局长将引咎辞职。2005 年 4 月中旬，四川省执法和司法机关下发了联

合意见，禁止将非法获得的证据，例如威胁口供用于刑事审判，并要求法院在警方

无法对所指控的威吓提出合理的解释或拒绝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时，可排除威吓证

词或口供。 
 
防止酷刑的实际措施包括，试点在审讯室安装录音录像系统；在刑事侦查和预审阶

段加强律师作用；在试点警署，律师可在 24 小时内介入；在设计审讯室时，将嫌

疑人与审讯人员隔离；在拘押场所和公安局附近派驻检察官，对执法人员实行监

督。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立法机关的积极动态，其中包括计划对刑事诉讼几项相关法律

进行改革，他希望这将使中国的立法同国际进一步接轨，特别是同中国已于 1998
年签署并准备批准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公正审判标准接轨。特

别是鉴于司法机关级别越高，司法质量也会提高，他欢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死

刑案件的复核权。特别报告员建议中国可利用这一契机加强该国死刑判决数量的透

                                                 
2 据 2005 年 3 月 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 2005 年报告，共有 1595 名国家工

作人员因“非法拘押、威胁逼供、使用暴力取证、虐待在押人员、破坏选举、严重渎职造成生命财

产严重损失”等涉嫌犯罪活动而被侦查。报告接着指出，同前一年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 13.3%，

高检亲自调查了其中 82 起最严重的案子。同其他全国统计数字相比，在中国如此辽阔的国家，这

些官方数字很显然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也表明多数受害者及其家属因害怕报复而不愿提出申诉，或

对其申诉能否有效查处缺乏信心。 



明度，并考虑制定立法，在当事人认为下级法院在牵涉到施用酷刑、取得律师辩护

等案件中未提供充分救助时，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尚需进一步努力，以预防并解决酷刑问题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中国是最早批准 1988 年《反酷刑公约》的国家之一。《公

约》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防止酷刑，并以严厉的惩罚措施惩治一切酷刑行为。尽管

中国法律禁止以酷刑手段收集证据，并规定对酷刑罪予以惩罚，但中国对酷刑的定

义并没有同《反酷刑公约》中的国际标准完全一致。特别是没有留下物证痕迹的身

体或心理酷刑，在中国很难甚至不可能受到相应惩罚（其实，中文“酷刑”一词仅

指对身体的酷刑）。 
 
在中国，由于缺乏有效禁止酷刑的基本程序性保障，从而阻碍了反酷刑工作。这些

保障包括，有效排除酷刑产生的供词中所取得的证据，无罪推定，有权不自证其

罪，及时通知被拘留或逮捕原因，及时由外部复核拘留或逮捕，或采取非拘押措

施，如取保，人身保护权；及时取得律师并有充足的时间和手段准备辩护。 
 
其他严重的缺陷是缺乏对羁押场所的独立监督机制和有效的申诉机制。有些部门指

出，中国已建立个人举报酷刑的机制，特别是检察官制度。但是，特别报告员认

为，依赖检察官的监督是很难的，因为检察官对嫌疑人罪名成立而将其定罪的重视

有可能影响其对警察监督的能力。此外，检察官在行使监督职能的实际过程中面临

多种困难，包括被羁押人员害怕将其所受酷刑举报出来。 
 
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了目前申诉机制效率低下。他了解到，在乌鲁木齐

第四监狱，检察官在过去 10 年中没有收到一例酷刑申诉。在西藏自治区，他被告

知，自 2003 年以来没有收到申诉。在北京市看守所，自从 2004 年 6 月建立以来，

也未收到任何这类申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 2000 年以来，法院仅认定 2 例

酷刑案件。在西藏自治区，1 例获得证实。副总检察长告诉特别报告员，2005 年前

9 个月，全国仅有 33 名执法官员因酷刑而受到起诉（这些案子仍未结案）。 
 
反酷刑的重要因素是司法监督。然而，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该系统相对

于其他国家机构而言地位相对较低。如果法院系统不能依法公平独立审案并及时纠

正冤屈，酷刑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这一点，在警察拥有宽泛的酌情权实行逮

捕和拘留并在巨大压力下结案的情形之下，尤为如此。 
 
强迫管教是一种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了在实现禁止酷刑方面所遇到的理论和思想障碍。该刑事司法制

度的目的旨在使人认罪，获取口供对于成功起诉仍然起着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未

坦白的人员在被定罪和判刑后，他们在监狱中还要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如果不坦

白认罪，打电话和探监将受到限制；如坦白，则可得到减刑。此外，这种体制所特

别强调的是对罪犯的改造和管教，以及对惩罚的接受。 



 
成功地建立起人权文化的社会与其他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该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于

那些偏离标准道德和社会准则的成员的宽容程度。这种与他人保持不同的权利，其

法律形式体现在隐私、言论自由、宗教、集会和结社等人权之中，是民主社会的一

项根本性权利。立法制定这些自由和权利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顺从的行为，而是为

了保护非顺从的行为。根据国际人权法，政府对表达政治观点、宗教信仰、道德价

值、或少数意见的干预只能在其构成煽动仇恨和暴力，或直接威胁国家或公共安全

的情况下方可进行。一个对持非顺从意见的公民实行国家性监视并对这些“偏离的

行为”采用劳动教养等方式进行严厉惩罚的制度，似乎与建立在人权文化基础上的

社会的核心价值不匹配，并导致恐吓、顺从、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和“恐

惧的文化”，从而干涉了不受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处的权利。 
 
每个社会都有权，并且《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0 条也要求，帮助罪犯在

服刑期间，通过职业培训、教育和其它措施，以确保其平等地进入劳动市场，使其

重新成为守法公民。但是，使犯罪人员重新做人、重返社会的努力，应当同通过劳

动和强迫对行为不轨人员强制性教育、剥夺其自由的行为明确区分开。 
 
中国的劳教制度和监狱及看守所的管教远远超越了使在押人员自新的措施，其目的

是打垮在押人员的意志，改变其人格。这些措施涉及到《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7 条和第 10 条以及《反酷刑公约》第 1 条和第 16 条所保护的人格、人的尊严和人

性等人权的核心。劳教不仅构成对人身自由这一人权的严重侵犯，也应被视为是系

统性的非人道待遇，甚至是酷刑。因此，劳教所以及监狱、看守所和精神病院的类

似管教措施应予废除。 
 
与死刑有关的情况 
 
特别报告员还对与死刑有关的情况表示关切，其中包括已判死刑犯人的境遇。在北

京市看守所，报告员在同一审判处死刑等待上诉的犯人交谈时注意到，这些犯人二

十四小时被戴上手铐和重达三公斤的脚镣，无论什么情况（包括吃饭和上厕所

等）。监狱官员表示平均上诉期为两个月。据悉，这样做是以适用全国的关押场所

规定为依据。当特别报告员问全天戴手铐脚镣的理由是什么时，监狱官员指出这样

做是出于对犯人的安全、其他人员的安全、防止其逃跑、自杀。但是在乌鲁木齐的

六道湾看守所，死刑犯“仅”带脚镣。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样做不人道、有辱人

格，对于已因判处死刑而精神紧张和痛苦的人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特别报

告员还对可判处死刑的罪名较多表示关切。他鼓励政府缩小死刑范围，对死刑的适

用应向亲属和社会增加透明度，其中包括公开死刑统计数据。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交的建议 
 
特别报告员在向政府提出的重要初步建议中建议如下： 
 
● 修改刑法，根据《反酷刑公约》第一条的定义设立酷刑罪，并给予相应处罚。 



● 确保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符合《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关于公正审判的规定，包括做

出如下规定：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有权交叉询问证人；有效排除酷刑

取得的证据。 
● 改革刑事司法制度，将检察官的几项职能移交法院，例如批捕和对警察的监督。 
● 允许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更有效地代理当事人的权益，包括在警察拘押和

审判前尽早地介入。 
● 废除《刑法》关于作伪证的第 306 条。当律师质疑其当事人以前所作口供是否合

法时，常引用这一条来对付律师。 
● 采取措施，强化法律诉讼程序的专业性、效率、透明度和公正性；在中国法律制

度内提高法官和法院的地位和独立性。 
● 通过扩大采用非拘押措施，如取保，减少审前关押人数。 
●为遭受酷刑和虐待的在押人员设立独立申诉机制。 
● 接受个人有权向联合国酷刑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可根据公约第 20 条和 22 条

启动调查程序。 
● 废除为执法和检察机关留有较大任意裁量权的不准确和笼统的犯罪定义，如“危

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 
●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及在监狱、看守所和精神病院对在押人员的类似强制管

教。 
● 死刑犯的待遇应与在押人员一样，获得人道待遇和尊重人的尊严。 
● 利用最高法院计划对所有死刑案件收回复核权的契机，公布全国适用死刑的统计

数据。 
● 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国家人权机构，并有权对所有关押场所进行不经事先通知

的查访。 
● 批准《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 
● 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特别报告员感谢中国政府邀请访华，并期待着与中国政府进行长期合作，以消除酷

刑和虐待。他还对联合国驻华机构和人权高专办的协助表示谢意。 
 
特别报告员将于 2006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上提交访华的书面综合

报告。 
 
诺瓦克先生于 2004 年 12 月 1 日被任命为人权会特别报告员。作为特别报告员，他独立于任何政

府，并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人权会于 1985 年第一次决定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研究酷刑有关问

题。其任务范围涵盖所有国家，无论该国是否批准了《防止酷刑和其它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惩罚的公约》。 
 
此前，他担任过强迫和非自愿失踪工作组成员；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失踪人员专家；联合国强迫失踪

问题专家；波黑人权法庭法官。他担任维也纳大学宪法和人权教授，Ludwig Boltzmann 人权研究所

所长。 
 
关于特别报告员任务的详细情况，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ohchr.org/english/issues/torture/rapporteur/index.htm 


